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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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 設計單位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預計110年底開工  監造廠商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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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湖排水 

TWD97座標 X：203205 Y：2533954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128,795仟元 

工程目的 排水路未有系統規劃治理，本身通洪斷面不足，部分跨渠構造物樑底太低且跨

距不足，使水位壅高，造成淹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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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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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工作計畫」。 

⚫ 美濃湖(中正湖)排水(亦稱橫溝)位於高雄市美濃區，為美濃溪支流之一，屬

美濃溪水系；發源於美濃湖，屬村莊排水及農田排水，亦為美濃湖之溢流排

水，本工程範圍起自溢流口下游約850公尺處至美濃湖溢流口(圖1)，工程長

度836公尺(雙岸) ，護岸主要採格框填塊石設計(650公尺) (圖2)，部分採三面

工設計 (155公尺) (圖3)，護岸高度約5.5公尺。 
⚫ 美濃湖排水(原名中正湖排水)為市管區域排水；民國106年高雄市政府針對

美濃湖排水路進行通盤檢討，完成「流域綜合治理計畫高雄市管區域排水中

正湖排水系統規劃檢討報告」，並於107年完成「高雄市美濃地區排水系統中

正湖排水治理計畫(第一次修正)」，據以作為未來整治、管理之依據，以保障

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圖1. 工程位置圖 

美濃湖排水 
工程終點 

工程起點 

工程範圍 

美濃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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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格框填塊石護岸設計剖面圖 

 

 
圖3. 三面工護岸設計剖面圖 

預期效益 保全周邊社區及工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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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表 D0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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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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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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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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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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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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家民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公司/

副理、土木技師 
  

陳俊廷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公司/

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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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信得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水域部研究員 
潮間帶蟹類

調查 
水域生態調查 

鄭志晧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水域部研究員 

魚類分類、

水域生態調

查、潛水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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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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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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細部設計 是 ■ / 否 □ 108.09.25 

設計定稿 是 ■ / 否 □ 10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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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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14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0 月 05 日 

紀錄人員 陳原諄 勘查地點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 
TWD97 X：203574 Y：253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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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棲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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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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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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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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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土保存與回鋪將納入設計辦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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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2K+098既有原生灌木黃荊位置位於渠

道排水計畫渠寬內恐影響通洪面積，建議

考慮採移植方式辦理。 

3. 護岸基礎設置緩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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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設置生態緩坡俾利動物通行。 

4. 施工期與完工後之河道鬱閉度營造 

(2) 野溪兩側原生植被可為溪流水體提供適

考量用地範圍劃設寬度為排水渠道+水防道

路寬度，若於坡面設置局部遮蔽物，恐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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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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通洪面積，另，本工程有設計橋樑及多

處流入工箱涵可供生物躲藏。 

5. 1K+950~2K+084 三面工渠底格框設計 

(3) 為使三面工之渠底更符合生態友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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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指教。 

6. 1K+950~2K+105 三面工完工後維護相關

處理 

為權衡生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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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指教，遵照辦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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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指教，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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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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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109年0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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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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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5) 

野

溪

治

理

工

程

生

態

回

復

追

蹤

評估因子 說明 程度 

1.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 理想基質佔河道面積20%以下，枯枝落葉或有機碎屑散
佈。 4 

2a.河床底質包埋度 底質幾乎為自然土砂沉積物，無塊石可包埋。 1 

2b.潭區基質特性 潭區基質全部為軟沙、細泥或黏土物質、幾乎無水生植物
及其根系，枯枝落葉或有機碎屑散佈。 9 

3a.流速水深組合 具有4種流速/水深組合。淺流、深流、深潭、岸邊緩流。 17 

3b.潭區多樣性 淺潭多於深潭。 8 

4a.湍瀨出現頻率 評估溪段視野所及無湍瀨。 1 

4b. 河道蜿蜒度 因溪流彎度而使實際溪長比假設直線時增加1.2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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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5a.河道水流狀態 
(溪床裸露比例) 小於25%的溪床面積露出水面，流區最深水深高於30公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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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6.堤岸的植生保護 

左岸：70-90%堤岸具原生植被，曾受到擾動但植被生長良
好，植被呈茂密鬱閉。 
右岸：70-90%堤岸具原生植被，曾受到擾動但植被生長良
好，植被呈茂密鬱閉。 

左岸8 
右岸:8 

7.河岸植生帶寬度 左岸：河岸植生帶的寬度介於12到18公尺間。 
右岸：河岸植生帶的寬度介於12到18公尺間。 

左岸:7 
右岸:7 

8.縱向連結性 自然溪段。 18 

9.橫向連結性 左岸：自然坡岸。 
右岸：自然坡岸。 

左岸:9 
右岸: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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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位置標於5. 生態關注區域圖上)： 

  
河道現況(位置 1)。 河道現況(位置 2)。 
  

  
河道現況(位置 3)。 河道現況(位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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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物種照片(拍照位置標於5. 生態關注區域圖上)： 

  
白鼻心足跡(位置 5)。 斑龜(位置 6)。 
  

 

 

翠鳥巢洞(位置 7)。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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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棲地
多樣性 

水域棲地受工程整理及
溪床封底影響，棲地多
樣性降低。 

□是 
■否 

■縮小 僅美濃湖溢流口下游水流

沖 蝕 例 較 強 之 溪 段

(1K+950-2K+105)，施作

溪流僅局部封底，維

持溪底孔隙度及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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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工設計，其餘溪段

(1K+300-1K+950) 不 封

底。 
■ 減輕  將三面工 段 (1K+950-

2K+105)原設計之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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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樣性，保留既有水

域生態。 

陸域環境 濱溪植生 
因排水斷面拓寬及新設

護岸，濱溪植被遭受干

擾或移除。 

□是 

■否 

■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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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輕 使用格框砌石護岸加速完

工後植生恢復。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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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岸採多孔隙設計，

且開挖時進行表土保

存，完工前回舖於格

框孔隙與裸露面，營

造適合植被生長之環

境，將有助於加速濱

溪植生恢復。 

陸域環境 橫向生物

通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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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減輕 於護岸兩側每100公尺，

以延伸格框護岸等方

式，交錯設置緩坡以利

生物上下河道與護岸。 

營造濱溪緩坡有助於

降低護岸造成之橫向

生物通透性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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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周琮焜                 日期：民國109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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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4 民眾參與紀錄表 

編號:01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陳原諄(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108年10月05日 

參與項目 
■訪談   □設計說明會 □公聽會 

■座談會 □其他＿＿＿＿＿ 
參與日期 民國108年07月01、03日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劉孝伸 美濃愛鄉協進會/前理事長 NGO 成員  

陸淑琴 荒野保護協會高雄分會/專員 NGO 成員  

朱家民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公司/副理 設計單位 土木技師 

陳俊廷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公司/設計師 設計單位  

田志仁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技術經理 
生態顧問人員 生態檢核經歷6年 

陳原諄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生態顧問人員 生態檢核經歷1年 

生態意見摘要 

提出人員：劉孝伸前理事長、陸淑琴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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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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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表土保存與回鋪將納入設計辦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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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關 2K+098 既有原生灌木黃荊位置位

於渠道排水計畫渠寬內恐影響通洪面

積，建議考慮採移植方式辦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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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延伸

格框護岸等方式，交錯設置緩坡以

利生物上下河道與護岸。 

3. 已設置生態緩坡俾利動物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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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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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考量用地範圍劃設寬度為排水渠道+水

防道路寬度，若於坡面設置局部遮蔽

物，恐影響通洪面積，另，本工程有設

計橋樑及多處流入工箱涵可供生物躲

藏。 

說明： 
1.參與人員資格限制依照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項，以及曾文南化烏山

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項辦理。 
2.紀錄建議包含所關切之議題，如特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出現之季節、環境破壞等。 
3.民眾參與紀錄須依次整理成表格內容。 

  

file:///F:/田志仁/2013曾南烏計畫/曾文水庫工程案/20130724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表/烏山頭/烏山頭檢核表/%22http:/--www.google.com-url%3fsa=t&source=web&cd=4&ved=0CCcQFjAD&url=http/--www.6law.idv.tw-6law-law-%25E6%259B%25BE%25E6%2596%2587%25E5%258D%2597%25E5%258C%2596%25E7%2583%258F%25E5%25B1%25B1%25E9%25A0%25AD%25E6%25B0%25B4%25E5%25BA%25AB
file:///F:/田志仁/2013曾南烏計畫/曾文水庫工程案/20130724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表/烏山頭/烏山頭檢核表/%22http:/--www.google.com-url%3fsa=t&source=web&cd=4&ved=0CCcQFjAD&url=http/--www.6law.idv.tw-6law-law-%25E6%259B%25BE%25E6%2596%2587%25E5%258D%2597%25E5%258C%2596%25E7%2583%258F%25E5%25B1%25B1%25E9%25A0%25AD%25E6%25B0%25B4%25E5%25BA%2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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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4 民眾參與紀錄表 

編號:02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

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陳原諄 
填表日期 民國109年05月12日 

參與項目 

□訪談   ▓設計說明會  □公

聽會  □座談會  

□其他＿＿＿＿＿ 
參與日期 民國109年02月26日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黃琮裕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助理工程

員 
主辦機關 工程管理等業務 

郭子敬 
聯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土木

技師 
設計單位  

邱靜慧 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 民間團體 長期關注美濃生態環境議題 

施建州 荒野保護協會高雄分會 民間團體 關注高雄生態環境議題 

廖靜薇 荒野保護協會高雄分會 民間團體 關注高雄生態環境議題 

蔣秀玲 荒野保護協會高雄分會 民間團體 關注高雄生態環境議題 

陳柏豪 惜根臺灣協會/理事 民間團體 長期關注美濃生態環境議題 

吳仁邦 臺南社區大學/研究員 民間團體 關注公共工程與生態檢核 

鄭仲傑 臺灣濕地保護聯盟/執行長 民間團體 關注南部水環境議題 

蔡佳育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

理 
生態團隊 

陸域植物調查、植群處理分析、環境

影響評估 

田志仁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技

術經理 
生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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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員 
生態團隊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 

陳原諄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

畫專員 
生態團隊 陸域植物生態調查 

游惇理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

畫專員 
生態團隊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 

生態意見摘要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__當日與會人員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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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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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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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議邀請在地民眾、當地學校師生及

NGO 團體，共同研擬可行之治理模式，

可參考第九河川局目前執行中的鱉溪案

例。由於本案仍在設計階段，且期程因

其他因素延後，時間較充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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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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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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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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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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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美濃湖溢流口至美湖橋排水匯流口已有

既有構造物，如需因應美濃湖洩洪時較

大的水量與衝擊力，加強堤岸及溪床穩

定度，新設之硬式構造物應僅限制於該

溪段。 

1、於109年10月27日辦理工作坊詳細討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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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於109年10月27日辦理工作坊傳達機關思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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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依建議作串連規劃。 

說明： 
1.參與人員資格限制依照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項，以及曾文南化烏山

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項辦理。 
2.紀錄建議包含所關切之議題，如特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出現之季節、環境破壞等。 

3.民眾參與紀錄須依次整理成表格內容。

file:///F:/田志仁/2013曾南烏計畫/曾文水庫工程案/20130724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表/烏山頭/烏山頭檢核表/%22http:/--www.google.com-url%3fsa=t&source=web&cd=4&ved=0CCcQFjAD&url=http/--www.6law.idv.tw-6law-law-%25E6%259B%25BE%25E6%2596%2587%25E5%258D%2597%25E5%258C%2596%25E7%2583%258F%25E5%25B1%25B1%25E9%25A0%25AD%25E6%25B0%25B4%25E5%25BA%25AB
file:///F:/田志仁/2013曾南烏計畫/曾文水庫工程案/20130724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表/烏山頭/烏山頭檢核表/%22http:/--www.google.com-url%3fsa=t&source=web&cd=4&ved=0CCcQFjAD&url=http/--www.6law.idv.tw-6law-law-%25E6%259B%25BE%25E6%2596%2587%25E5%258D%2597%25E5%258C%2596%25E7%2583%258F%25E5%25B1%25B1%25E9%25A0%25AD%25E6%25B0%25B4%25E5%25BA%25AB


16 

附表 D-04 民眾參與紀錄表 

編號:03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

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陳原諄 
填表日期 民國109年11月2日 

參與項目 

□訪談   □設計說明會  □公

聽會  ▓座談會  

□其他＿＿＿＿＿ 
參與日期 民國109年10月27日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龔清志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科長 主辦機關 區排科科長 

黃琮裕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助理工程

員 
主辦機關 工程管理等業務 

朱家民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 技師 

 佳綸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  

 建陞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  

朱信強 市議員朱信強辦公室 市議員  

林義迪 市議員林義迪辦公室 市議員  

黃其添 中圳里里長 里長  

邱靜慧 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 民間團體 長期關注美濃生態環境議題 

李永龍 美濃愛鄉協進會 民間團體 長期關注美濃生態環境議題 

池鐵中 荒野保護協會高雄分會 民間團體 關注高雄生態環境議題 

蔣秀玲 荒野保護協會高雄分會 民間團體 關注高雄生態環境議題 

陳柏豪 惜根臺灣協會/理事 民間團體 長期關注美濃生態環境議題 

吳仁邦 臺南社區大學/研究員 民間團體 關注公共工程與生態檢核 

姚佳妮 旗美社區大學 民間團體 關注南部水環境議題 

蔡佳育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

理 
生態團隊 

陸域植物調查、植群處理分析、環境

影響評估 

蘇維翎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協

理 
生態團隊 

環境工程規劃、生態工程評估、計畫

管理 

田志仁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技

術經理 
生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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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員 
生態團隊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 

陳原諄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

畫專員 
生態團隊 陸域植物生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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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意見摘要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__當日與會人員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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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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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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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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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主席裁示，各出席單位所提意見，請各標工程顧

問公司研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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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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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主席裁示，各出席單位所提意見，請各標工程顧

問公司研議辦理。 

美濃愛鄉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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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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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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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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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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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主席裁示，各出席單位所提意見，請各標工程顧

問公司研議辦理。 

旗美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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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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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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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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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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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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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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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主席裁示，各出席單位所提意見，請各標工程顧

問公司研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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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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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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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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灣河溪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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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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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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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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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主席裁示，各出席單位所提意見，請各標工程顧

問公司研議辦理。 

說明： 
1.參與人員資格限制依照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項，以及曾文南化烏山

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項辦理。 
2.紀錄建議包含所關切之議題，如特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出現之季節、環境破壞等。 
3.民眾參與紀錄須依次整理成表格內容。 

 

file:///F:/田志仁/2013曾南烏計畫/曾文水庫工程案/20130724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表/烏山頭/烏山頭檢核表/%22http:/--www.google.com-url%3fsa=t&source=web&cd=4&ved=0CCcQFjAD&url=http/--www.6law.idv.tw-6law-law-%25E6%259B%25BE%25E6%2596%2587%25E5%258D%2597%25E5%258C%2596%25E7%2583%258F%25E5%25B1%25B1%25E9%25A0%25AD%25E6%25B0%25B4%25E5%25BA%25AB
file:///F:/田志仁/2013曾南烏計畫/曾文水庫工程案/20130724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表/烏山頭/烏山頭檢核表/%22http:/--www.google.com-url%3fsa=t&source=web&cd=4&ved=0CCcQFjAD&url=http/--www.6law.idv.tw-6law-law-%25E6%259B%25BE%25E6%2596%2587%25E5%258D%2597%25E5%258C%2596%25E7%2583%258F%25E5%25B1%25B1%25E9%25A0%25AD%25E6%25B0%25B4%25E5%25BA%2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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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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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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0 日 

解決對策項目 生態保育措施 實施位置 
「美濃湖(中正湖)排水渠道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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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水域棲地多樣性 

縮小：僅美濃湖溢流口下游水流沖蝕例較強之溪段(1K+950-2K+105)，施作三面工設計，其餘溪段

(1K+300-1K+950)不封底。 

減輕：將三面工段(1K+950-2K+105)原設計之5公尺正方形開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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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濱溪植生 

減輕：使用格框砌石護岸加速完工後植生恢復。 
補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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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橫向生物通透性 

減輕：於護岸兩側每100公尺，以延伸格框護岸等方式，交錯設置緩坡以利生物上下河道與護岸。

減輕：在不影響通洪之下，於基腳處以拋鋪塊石(或利用廢棄混凝土塊)方式培土方式，包覆

基腳營造緩坡。 

圖說： 

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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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平面圖之1 

 
 
設計平面圖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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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平面圖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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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7/01 工程現勘 會同設計單位及NGO(美濃愛鄉協進會)進行現勘討論 

108/07/03 設計討論 會同設計單位及NGO(荒野保護協會高雄分會)進行設計討論 

108/07/04 地方說明會 地方說明會 

108/09/25 設計審查會 細部設計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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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周琮焜      日期：民國109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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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細部設計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高市水工字第

10837499500號)生態檢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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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美濃湖(中正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調查成果 

依「高雄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年度)」成果報告之生態資料蒐集，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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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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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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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友善措施及生態敏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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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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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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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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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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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高雄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年度)成果報告，本計畫補充說明 

圖1 「美濃湖(中正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生態敏感圖暨環境友善措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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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