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署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主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工程名稱 
（編號） 

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域環境改善

計畫 設計單位 以樂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工程期程 108.06–109.12 監造廠商 以樂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治理機關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台中市 西屯區 協和里 
集水區：東大溪 
TWD97 座標 X：208763Y：2675089 

工程預算/
經費 300,000,000 元 

工程緣由

目的 

東大溪上游源頭之餐飲廢水與生活污水皆未經處理直接匯入東大溪上游，造成上

游水域環境惡化，嚴重影響當地居民及東海大學校園環境品質。為改善東大溪水

體污染情況，期望透過整體整合規劃，優化水環境，並在確保防洪安全前提下，

結合水域環境營造，連結東海大學既有優美蓊鬱林蔭，營造水與綠的樂活空間，

提供校內師生及到訪民眾親水、親綠的友善環境。 

工程類型 □自然復育、□坡地整治、■溪流整治、□清淤疏通、□結構物改善、 
■其他：水質改善、景觀營造 

工程內容 

1. 汙水截流系統 
2. 水質淨化系統 
3. 固床工改善工程 
4. 移除強勢外來種植物，補植原生植物 
5. 環境教育解說設施 

預期效益 

■保全對象(複選): □民眾(□社區■學校□部落□___） □產業(□農作物□果園□____ )  

                 □交通(□橋梁□道路□____)  □工程設施（□水庫□攔砂壩□固床設施□護岸） 

■其他:藉環境改善，規劃出東大溪沿線自然與人文發展更提升之水域環

境 
核

定

階

段 

起訖時間 民國 108 年 1 月 至民國 108 年 5 月 
附表 
P-01 生態評估 

進行之項目: ■現況概述、■生態影響、■保育對策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設

計

階

段 

起訖時間 民國 108 年 6 月 17 日至民國 108 年 11 月 17 日 附表 
D-01 團隊組成 ■是□否有生態專業人員進行生態評析 

生態評析 
進行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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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D-02 
D-03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民眾參與 
■邀集關心當地生態環境之人士參與：■環保團體 ■熟悉之當地民眾 附表 

D-04 □否，說明: 



 

 

保育對策 

進行之項目: ■由工程及生態人員共同確認方案、■列入施工計畫

書 

附表 
D-05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工程保育對策摘要： 
迴避：迴避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周邊國定古蹟區。 
迴避：迴避東海大學大面積樹林區。 
迴避：迴避東大溪沿線大樹與關鍵灌叢。 
縮小：縮小設計工程工區，僅侷限在既有人工建物或溪流沖蝕崩塌

區，以及乳品小棧遊客活動區。 
減輕：結合東海大學校園景觀，於工程量體種植適合之原生樹種及

設計工程外觀與東海大學校園景觀一致，減輕視覺景觀的差

異。 
減輕：礫間淨化廠區之樟樹及楓香等胸徑大於 30 公分之樹木，建議

移植至中央水圳下游與東大溪匯流之濱溪區域，提供下游棲

地復育區更完整的森林結構。 
綠網及生態系服務對策： 
1. 改善水質，提供優化水域生態環境。 
2. 改善固床工結構物，營造淺瀨、緩流、深潭等水域生物棲地。 
3. 營造流動水環境，減少斑腿樹蛙與白線斑蚊等有害生物之繁殖

棲地。 
4. 移除銀合歡等強勢外來植物，補植原生濱溪喬木與灌木。 
5. 營造水域藍帶，連結五座樹林，建構連續性綠網棲地。 
6. 於樹林區設置巢箱、蝙蝠箱，供領角鴞等鳥類及蝙蝠棲息。 

 



 

 

核定階段附表 P-01 
治理 
機關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勘查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 
名稱 

東大溪水環境及

鄰近區域環境改

善計畫 

工 程

類 型 

□自然復育 
□坡地整治 
■溪流整治 
□清淤疏通 
□結構物改善 
■其他：水質改善、

景觀營造 

工 程 
地 點 

地點：台中市 西屯區 協和里 

TWD97 
座標 X：208763 Y：2675089 

E
L
： 

子 集 水 區 
名 稱 

東大溪 編 號  

集水區 
屬 性 

□跨縣市集水區  □水庫集水區(＿＿＿＿＿水庫)  □土石流潛勢溪流(編號       )  □特

定水土保持區 □重要集水區  □中央(或縣)管河川  ■區域排水  □其他： 

工程緣

由目的 

東大溪上游源頭之餐飲廢水與生活污水皆未經處理直接匯入東大溪上游，造成上游水域環境惡

化，嚴重影響當地居民及東海大學校園環境品質。為改善東大溪水體污染情況，期望透過整體整

合規劃，優化水環境，並在確保防洪安全前提下，結合水域環境營造，連結東海大學既有優美蓊

鬱林蔭，營造水與綠的樂活空間，提供校內師生及到訪民眾親水、親綠的友善環境。 

現 
況 
概 
述 

1. 地形：緩坡地 

2. 災害類別：水質汙染、土地塌陷 

3. 災情：水質嚴重污染、部分校地塌

陷 

4. 以往處理情形：臺中市政府水利

局於 104 年辦理「東大溪污染整治及

環境改善工程」設置礫間淨化場，惟

晴天污水處理量僅達 15%左右，無法

切實改善當地水質惡臭情況。 

預 
期 
效 
益 

1.保全對象 
民眾：□社區、□部落、■學校、□房舍      
交通：□橋樑、□道路、產業  
工程設施：□水庫 □攔砂壩 □固床設施  

□護岸 

□其他            
2.其它：水質改善、景觀營造 

擬辦工程 
概估內容 

1. 汙水截流系統 

2. 水質淨化系統 

3. 固床工改善工程 

4. 移除強勢外來種植物，補植原生植物 

5. 環境教育解說設施 

座 
落 

□一般山坡地 

□林班地、實驗林地、保安林地、區外

保安林 

□公告之生態保護區 

□都市計畫區（農業區） 

□農地重劃區 

■其他：都會區 

生 
態 
保 
育 
評 
估 

現況描述： 
1.陸域植被覆蓋：90%  □其他 
2.植被相：■雜木林 □人工林 □天然林 □

草地 □農地   □崩塌地 

3.河床底質：□岩盤 ■卵石 □細礫 □細砂 

■泥質 
4.河床型態：□瀑布 □深潭 ■淺流 □淺瀨 
5.現況棲地評估：水體汙染嚴重、棲地切

致 災 
營 力 

□山坡崩塌      ■溪床沖蝕 

□溪岸溢流      □土石流 

□溪床淤積      ■其他：人為汙染 



 

 

勘 
查 
意 
見 

□優先處理 

■需要處理  

□暫緩處理 

□無需處理 

□非本單位權責，移請 

□用地取得問題需再協調 

割、外來種入侵 
生態影響： 
工程型式：□溪流水流量減少 □溪流型態

改變■水域生物通道阻隔或棲地

切割□阻礙坡地植被演替 

施工過程：■減少植被覆蓋■土砂下移濁度

升高□大型施工便道施作 ■土

方挖填棲地破壞 

保育對策： 

■植生復育 □表土保存 ■棲地保護 □維

持自然景觀□增設魚道 □施工便道復原 ■

動植物種保育■生態監測計畫 ■生態評估

工作 ■劃定保護區■以柔性工法處理 □其

他生態影響減輕對策          

■補充生態調查：動物、植物、水域生物 

預 
定 
辦 
理 
原 
因 

□規劃報告優先治理工程 

□災害嚴重，急需治理工程 

□未來可能有災害發生之預防性工程 

□已調查之土石流潛勢溪流內工程 

■需延續處理以完成預期效益之工程 

□以往治理工程維護改善 

□配合其他計畫 

概 估 
經 費 

300,000 仟元 

會 
勘 
人 
員 

 

位置圖：請附五千分之一航照圖或正射影像圖或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為底圖，以色

筆加註工程位置，並請繪製工程位置略圖。 

 



 

 

設計階段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7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0 月 02 日 

紀錄人員 蔡秉芸 勘查地點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劉威廷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協理兼動

物部經理 
陸域動物調查、課題分析及保育對策提供 

王勇為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植物部研

究員 
植物調查、課題分析及保育對策提供 

徐綱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水域部計

畫專員 
水域生物調查、課題分析及保育對策提供 

現場勘查意見  

一、水域調查建議 
1. 東大溪水質嚴重污染是目前水域棲地劣化最主因，建議改善水質。 
2. 防汛管理作業常以怪手全面挖除東大溪溪床植物，導致水域生物的棲地環境

被全面破壞，建議未來避免全面挖除溪床植物。 
3. 東大溪共設置 39 座橫向構造物，阻隔水域動物上下游通行，但成對之固床工

亦營造出潭區。建議： 
(1) 對棲地復育區的 20 座固床工進行跌水緩坡化改善作業。 
(2) 於前項的改善作業中，適度保留緩流及深潭 

4. 中央水圳與大社支線無常流水環境，積水環境提供外來種斑腿樹蛙蝌蚪、登

革熱病媒蚊白線斑蚊孑孓的棲地。建議： 
(1) 中央水圳將積水處以石頭填平，並提供易入滲的基質，避免形成窪地積

水環境。 
(2) 大社支線導入淨化後的東大溪水，形成常態性小水流匯入東大溪，避免



 

 

水停滯蓄積。 
二、陸域動物調查建議 

1. 校內鳥類以巢洞穴居型鳥類 (含頂級消費者領角鴞) 較為特殊，因此樹林及巢

位數量為族群數量之限制因子。建議： 
(1) 設置巢箱 
(2) 沿東大溪種植生長快速且易產生樹洞的原生樹種 (如山黃麻與楠榕林帶的

榕屬與樟科等喬木，參考下表)。 
2. 東大溪沿線無捕食搖蚊科成蟲之蝙蝠類的棲所，建議設置蝙蝠巢箱提供棲息空

間。 
3. 白腰鵲鴝與白尾八哥為強勢外來種鳥類，建議著手移除。 
4. 斑腿樹蛙為強勢外來種兩棲類，建議著手移除。 

三、植物調查建議 
1. 僅發現一種原生沉水性植物 (匙葉眼子菜)，建議應進行臺中市原生沉水性植物

的保存，如眼子菜科、水鱉科、茨藻科等物種。 
2. 歸化類具強勢擴散性之植物包含：銀合歡、陰香、小花蔓澤蘭，建議 

(1) 將強勢入侵植物移除。 
(2) 移除之區域，補植多樣性、多層次的原生喬木與灌木 (如下表)。 
(3) 於濱溪鐵絲網處種植原生之光葉薔薇、廣東薔薇及小果薔薇作綠籬。 

3. 東海大學樹林區塊分散，建議建構綠網棲地： 
(1) 在東大溪沿線，依演替序列補植連續性的原生喬木與灌木類。 
(2) 盡量保存中央水圳 (以乾溝為主) 中的高莖禾本草類植物，僅清除垃圾與

喬灌木類。汛期前採低頻度整理(或清理時保持中間溪床低水流路無草的

環境)。 
生長習性 建議物種 

喬木植物 

礫間淨化景觀區：五葉松(臺中市樹)、桂竹、梅花 

東大溪濱溪：香楠、紅楠、大葉楠、樟樹、小梗木薑子、雀榕、九丁榕、稜果

榕、楓香、青剛櫟、杜英、猴歡喜、茄苳、大頭茶、黃連木、樟葉楓、台灣石

楠、天料木、台灣野梨 

灌木植物 

礫間淨化景觀區：毛柱郁李 

山芙蓉、台灣海棗、黃荊、山埔姜、灰木、白葉釣樟、刺裸實、小葉捕魚木、杜

虹花、金毛杜鵑花、山胡椒、內冬子、山黃梔、台灣海桐、台灣赤楠、小葉赤

楠、毛瓣蝴蝶木、光葉薔薇、小果薔薇、廣東薔薇 

藤本植物 忍冬、細梗絡石、大肚山威靈仙、地錦 

草本植物 

陸域：月桃、姑婆芋、冇骨消、野薑花、瓜子金、綬草、細葉蘭花參、扭鞘香

茅、台灣百合 

水域：單葉鹹草、香蒲(挺水)、台灣水龍(水邊)、水丁香(水邊)、印度莕菜(浮

水)、馬來眼子菜(沉水)、馬藻(沉水)、金魚藻(沉水) 
 



 

 

 



 

 

設計階段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 
名稱 

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域環境

改善計畫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0 月 03 日 

報告完

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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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單位/職稱 學歷/專業資歷 專長/參與勘查事項 

林笈克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技術經理 

東海大學生物學

研究所碩士/專業

經歷 18 年 

動物生態調查、植物生態

調查、森林長期生態研究/
生態評估、工程影響評

析、保育對策提供 

劉威廷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協理兼動物部經理 

東海大學環境科

學所碩士/專業經

歷 18 年 

陸域動物調查、水鳥繫放/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課題

分析及對策研擬 

王勇為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植物部研究員 

國立中興大學生

命科學系碩士/專
業經歷 13 年 

陸域植物調查、植群演替

分析、環境影響評估/植物

生態調查、課題分析及對

策研擬 

徐綱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水域部研究專員 

國立海洋大學海

洋生物所碩士/專
業經歷 5 年 

水域生態調查、魚類分類/
水域生態調查、課題分析

及對策研擬 
2. 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本件工程可參考之生態資料包含以下幾項： 

A. 林務局文獻：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和周邊地區雲豹及其他中大型哺乳動物之現況
與保育研究（三）。 

B. 臺灣林業科學：五色鳥在都市棲地的巢樹及巢位研究。 
C. 台灣碩博士論文：陽明山國家公園五色鳥之生物學研究 
D. 臺灣省立博物館科學年刊：大肚山維管束植物之調查。 
E. 國際期刊：How good are managed forests at conserving native woodpecker 

communities? A study in sub-Himalayan dipterocarp forests of northwest India.  
F. 台灣猛禽研究：台灣中部森林領角鴞繁殖生物學初探。台灣大學校園領角鴞冬

季繁殖觀察。 
G. 台灣生物多樣性研究：臺灣地區斑腿樹蛙族群分布探討。環境昆蟲量對五色鳥

幼鳥生長與存活之影響。 
H. 中華昆蟲：應用水生昆蟲生物指標評估基隆河水質之研究。 
I. 生態臺灣：大肚山上的台灣百合。大肚山野火大肚山火燒過後的一些觀察。 
J. 網路資料：水晶蘭的種子花草格-東海大學校園植物名錄。 



 

 

3. 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河溪棲地評估 

棲地描述： 
河床底質由卵石及泥質組成，底泥多呈現灰綠至灰黑色澤，水流型態以緩流淺水為
主，偶有淺瀨。水體表面漂浮大量絲狀藻與白色泡沫，且近水處即可察覺異臭。水
質重度優養化、水質汙染嚴重，多數河段未見任何魚蝦蟹類及水棲昆蟲，僅於一處
樣站採獲一強勢外來魚種及一搖蚊科昆蟲。溪床高灘地多有草本植物，喬木或灌木
則在護岸之外。 

評估因子 說明 評分 
1.溪床自然基質多

樣性 

理想基質佔河道面積介於 40–70%間，基質雖穩定，但
無生物利用。 11 

2.河床底質包埋度 礫石、卵石 50–75%的體積被陳基砂土包圍。 8 

3.流速水深組合 絕大部分為單一種(淺流)流速/水深組合。 3 

4.湍瀨出現頻率 水流平或淺，無巨石、樹幹等天然物可激起湍瀨。 3 

5.河道水流狀態 連續淺流或淺瀨水深 15–30 公分。 13 

6.堤岸植生保

護 

左 
50–70%的堤岸具植被，植被受人為擾動，雖有植被生
長，仍有裸露區域。 4 

右 
50–70%的堤岸具植被，植被受人為擾動，雖有植被生
長，仍有裸露區域。 4 

7.河岸植生帶
寬度 

左 人為活動造成河岸植生帶的寬度小於 6 公尺 2 

右 人為活動造成河岸植生帶的寬度小於 6 公尺 2 

8.縱向連結性 構造物與溪床落差高於 100 公分 3 

9.橫向連結性 
左 

可供動物通行 (坡度小於 40∘、最大落差小於 20 公分)
之溪段小於全長的 30% 2 

右 
可供動物通行 (坡度小於 40∘、最大落差小於 20 公分)
之溪段小於全長的 30% 2 

水域生態調查及水質評估 
一、魚蝦蟹類調查結果： 

兩季共調查到 2 科 2 種 123 隻次，分別為雜交吳郭魚 93 隻次、食蚊魚 30 隻
次。無原生種採獲紀錄，皆為外來魚種。兩季調查均無採獲任何蝦蟹類。 

二、水生昆蟲調查結果： 
兩季共調查到 2 科 2 種 2,682 隻次水生昆蟲，分別為搖蚊科 2,584隻次、蚋科 98
隻次。 

三、藻類調查結果： 
第一季浮游藻類調查共紀錄 21 種藻類，共 1,368,576 個體數；附著藻類調查共
紀錄 20 種藻類，共 13,273,568 個體數。各樣站多以穀皮菱形藻為優勢種或次優
勢種。第二季已調查完畢，尚待鑑定中。 

四、生物性指標評估結果： 
東大溪流域經 2 季次水域生態調查結果，各樣站之生物整合性指標(IBI)、水生
昆蟲科級生物指標(FBI)、藻屬指數(GI 值)測定結果，皆顯示當地生態環境及水
質現況呈現嚴重劣化情形。 



 

 

陸域動物調查及評估 
一、鳥類調查結果 

兩季共調查到 16 科 24 種 843 隻次，含 1 種特有種為五色鳥，4 種特有亞種為黑
枕藍鶲、樹鵲、白頭翁及褐頭鷦鶯。較特殊之鳥類為巢洞穴居型鳥類，如五色
鳥、小啄木及領角鴞。強勢外來種鳥類為白腰鵲鴝與白尾八哥。然而，校園及
東大溪過往為研究粉紅鸚嘴重要的區域，本計畫含自動相機的各項調查均未記
錄。 

二、哺乳類調查結果 
哺乳類兩季共記錄到 4 科 5 種(不含貓狗)，東亞家蝠於校內外出現頻度都相當
高，流浪犬貓出現頻度亦高，顯示本區域為典型都會及市郊環境。 

三、兩棲爬行類調查結果 
兩季調查到 4 科 5 種兩棲類和 3 科 4 種爬行類，其中斑腿樹蛙為強勢外來種。 

四、蜻蜓及蝴蝶調查結果 
兩季調查到 1 科 5 種的蜻蜓和 4 科 14 種蜻蜓。校內以薄翅蜻蜓居多，校外則為
種類數較多，主要應為東大溪中下游及周邊多有水漥及水稻田吸引蜻蜓棲息。
蝴蝶以校內 THU02 樣點最多，該處有馬纓丹及大花咸豐草等蜜源植物，因此吸
引蝶類棲息。 

五、自動相機拍攝結果 
哺乳類 1 種 (不含貓狗)、鳥類 7 種、爬蟲類 2 種。相機大量紀錄曾經屬第三級
保育類，今年已改至一般類的白鼻心，及其攜幼活動的影像，族群數量穩定。 

六、動物調查結果及過往歷史紀錄比對顯示，東海大學之物種組成逐漸偏向市郊公
園常見之物種，亦有多種強勢外來種入侵。然而，目前東海大學校園內由於人
為干擾相較於週邊地區低，其生態豐富度仍相對較高，亦有生態系頂級掠食者
之紀錄。 

陸域植物調查 
一、物種調查結果 

a. 東大溪範圍內維管束植物共有 67 科 136 屬 154 種植物。其中草本植物 56
種、喬木植物 60 種、灌木植物 21 種、藤本植物 17 種，原生種植物 62 種、
特有種植物 6 種、歸化種植物 43 種、栽培種植物 43 種。 

b. 優勢的喬木植物為相思樹、構樹、台灣欒樹等，草本植物以禾本科或菊科等
外來種植物較多，如大黍、大花咸豐草等，河道內較潮溼的區域以耐水性的
巴拉草、紅蓼為主要優勢物種，高灘地則以巴拉草、大花咸豐草為主。強勢
擴散性歸化類，如銀合歡、陰香、小花蔓澤蘭，於東大溪沿線呈點狀或小區
域分布。 

c. 東大溪上游河道兩側及底部已多有工程構造物，因此植物多生長於兩側護岸
的堤岸上或是堤後土壤較多的環境，形成濱溪樹林。東大溪下游河堤兩側環
境多人為利用，樹林帶少，植物以耐水性佳的禾本科、莎草科、蓼科為優
勢，原生的沉水性水生植物僅發現匙葉眼子菜。 

d. 第二季調查時，發現工業區路(慶雲橋)往下游方向，河道內整體被重新整治一
次，河道內原本優勢植物幾乎全數被清理。此類重複性大面積擾動模式，易
造成外來種入侵，而使台灣原生水生植物漸漸消失。 

二、植被調繪結果 
共調繪約 212 公頃，其中建成區域佔整體面積的 49.08%，綠化比例較高的部分
(森林+草地+都市綠地+流動水域)約佔全區的 36.8%，全區綠化比例仍較低。 



 

 

 
4.棲地影像紀錄： 

圖書館後方 

 

路思義教堂前方 

 



 

 

女生宿舍後方 

 

女生宿舍後方 

 

溪床底石藻類覆蓋情形 

 

溪床底石藻類覆蓋情形 

 

求真路 

 

慶雲橋下 

 

安學橋下 安學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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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水域調查建議 
1. 東大溪水質嚴重污染是目前水域棲地劣化最主因，建議改善水質。 
2. 防汛管理作業常以怪手全面挖除東大溪溪床植物，導致水域生物的棲地環

境被全面破壞，建議未來避免全面挖除溪床植物。 
3. 東大溪共設置 39 座橫向構造物，阻隔水域動物上下游通行，但成對之固床

工亦營造出潭區。建議： 
(1) 對棲地復育區的 20 座固床工進行跌水緩坡化改善作業。 
(2) 於前項的改善作業中，適度保留緩流及深潭 



 

 

4. 中央水圳與大社支線無常流水環境，積水環境提供外來種斑腿樹蛙蝌蚪、

登革熱病媒蚊白線斑蚊孑孓的棲地。建議： 
(1) 中央水圳將積水處以石頭填平，並提供易入滲的基質，避免形成窪地積

水環境。 
(2) 大社支線導入淨化後的東大溪水，形成常態性小水流匯入東大溪，避免

水停滯蓄積。 
二、陸域動物調查建議 

1. 校內鳥類以巢洞穴居型鳥類 (含頂級消費者領角鴞) 較為特殊，因此樹林及

巢位數量為族群數量之限制因子。建議： 
(3) 設置巢箱 
(4) 沿東大溪種植生長快速且易產生樹洞的原生樹種 (如山黃麻與楠榕林帶

的榕屬與樟科等喬木)。 
2. 東大溪沿線無捕食搖蚊科成蟲之蝙蝠類的棲所，建議設置蝙蝠巢箱提供棲息

空間。 
3. 白腰鵲鴝與白尾八哥為強勢外來種鳥類，建議著手移除。 
4. 斑腿樹蛙為強勢外來種兩棲類，建議著手移除。 

三、植物調查建議 
1. 僅發現一種原生沉水性植物 (匙葉眼子菜)，建議應進行臺中市原生沉水性植

物的保存，如眼子菜科、水鱉科、茨藻科等物種。 
2. 歸化類具強勢擴散性之植物包含：銀合歡、陰香、小花蔓澤蘭，建議 

(1) 將強勢入侵植物移除。 
(2) 移除之區域，補植多樣性、多層次的原生喬木與灌木。 
(3) 於濱溪鐵絲網處種植原生之光葉薔薇、廣東薔薇及小果薔薇作綠籬。 

3. 東海大學樹林區塊分散，建議建構綠網棲地： 
(1) 在東大溪沿線，依演替序列補植連續性的原生喬木與灌木類。 
(2) 盡量保存中央水圳 (以乾溝為主) 中的高莖禾本草類植物，僅清除垃圾

與喬灌木類。汛期前採低頻度整理(或清理時保持中間溪床低水流路無

草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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