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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施工階段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

名稱 
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域環境改善工程 

水系

名稱 
東大溪 填表人 陳妤欣 

工程

名稱 
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域環境改善工程 

設計

單位 
以樂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110.01.15 

工程

期程 
109.02~110.05 

監造

廠商 
以樂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

機關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施工

廠商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現況

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

預算/

經費 

新台幣 300,000,000 元整 

基地

位置 
行政區：台中市西屯區 協和里；      TWD97座標 X：208763 Y：2675089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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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要 
水質改善工程、景觀營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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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

效益 

改善東大溪水體污染情況，透過整體整合規劃及工程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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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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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表__C-01、C-02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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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表__C-01、C-02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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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表__C-01、C-02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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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_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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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表__C-05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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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表__C-03、C-04__)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詳見附表__C-03、C-04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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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表__C-02__)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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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態

覆核 

完工後生態

資料覆核比

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詳見附表____C-06____) □否：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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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tc_faziriver_landscape-environment-construction-project_107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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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工程生態檢核表 主表(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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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 
設計單位 以樂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9.02~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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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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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763 Y：2675089 

工程預算/

經費 
新台幣 300,00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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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內容 水質改善工程、景觀營造工程。 

預期效益 
優化水環境，並結合水域環境營造，連結東海大學既有景觀，營造親水環

境。 

施

工

階

段 

起訖時間 民國 109 年 2 月 20 日至民國 110 年 5 月 31 日 附表 

C-01 團隊組成 ■是□否有生態專業人員進行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生態監測及狀況處理 

民眾參與 

■邀集關心當地生態環境之人士參與：■熟悉之當地民眾■利害關係人 

□其他＿＿ 

□否，說明： 

附表 

C-02 

1. 邀集台中市區域性非政府組織、各級學校和其他在地團體，辦理 3場

以東大溪為場域的工作坊、研討會或共學活動，供其參與東大溪及

環教館策展作業。 
■第一場、■第二場、■第三場 

2. 邀集全國性非政府組織，辦理一場工作坊、研討會或共學活動，供

其參與東大溪及環教館策展作業 
□未辦理  ■已辦理 

生態監測及狀

況處理 

進行項目：■現場勘查、■生態措施監測(生態調查)、□環境異常處理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附表 

C-03 

C-04 

C-05 

生態監測執行摘要 (共四季)： 

1. 水域生物調查 

(1) 魚蝦蟹類 
■ 3月、■ 6月、■ 9月、■ 12月 

(2) 水棲昆蟲類 
■ 3月、■ 6月、■ 9月、■ 12月 

(3) 藻類 
■ 3月、■ 6月、■ 9月、■ 12月 

(4) 真菌 
■ 3月、■ 6月、■ 9月、■ 12月 

2. 陸域生物調查 



 

附-2 

 

(1) 植物 
■ 3月、■ 6月、■ 9月、■ 12月 

(2) 鳥類 
■ 3月、■ 6月、■ 9月、■ 12月 

(3) 哺乳類 
■ 3月、■ 6月、■ 9月、■ 12月 

(4) 節肢動物 
■ 3月、■ 6月、■ 9月、■ 12月 

(5) 兩棲與爬蟲類 
■ 3月、■ 6月、■ 9月、■ 12月 

3. 整合性指標與資料分析 

(1) 魚類-生物整合性指標 
■ 3月、■ 6月、□ 9月、□ 12月、□總分析 

(2) 水生昆蟲-科級生物指標 
■ 3月、■ 6月、□ 9月、□ 12月、□總分析 

(3) 藻類-藻屬指數 
■ 3月、■ 6月、□ 9月、□ 12月、□總分析 

保育措施執行

情況 

■是 執行設計階段之保育對策；□否，說明： 

附表 

C-06 

保育措施執行摘要： 

1. 礫間淨化景觀區 

(1) 設置礫間淨化場改善水質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2) 原地保留 2株胸徑 60公分以上的大樟樹、1株破損樟樹及近柵

格門圍籬外 5株相思樹(胸徑 15-30公分)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有相思樹根部外露 

(3) 移植 5株生長尚佳小徑級相思樹至圍籬外相思樹孔隙區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有相思樹死亡 

(4) 移植 5株鐵刀木及 1株樟樹至牧場中央水圳旁栽植區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移植樹木皆死亡 

(5) 移除臨東大溪步道東北側 10公尺內 85株相思樹及 1株木麻黃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6) 臨東大溪步道東北側 10公尺內補植 160株楠櫧林、楠榕林帶非

先驅陽性喬木原生喬木(240≦樹高<300公分)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7) 甲種圍籬至相思林步道間的既有相思林下補植 12種以上共 360

株耐陰性原生喬木小樹(60≦樹高<120公分)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2. 溪流自淨區 

(1) 移除沿岸銀合歡及小花蔓澤蘭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2) 濱溪補植原生植被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3) 保留溪床卵礫石及自生草本植物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4) 保留兩座高落差之防砂壩，增加曝氣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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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棲地復育區 

(1) 針對 20支固床工營造既有固床設施簡易緩坡跌水環境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2) 保留成對固床工營造出的潭區環境 
■合格  □缺失 

(3) 移除沿岸銀合歡及小花蔓澤蘭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4) 濱溪帶補植原生植物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4. 其他 

(1) 迴避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周邊國定古蹟區 
■合格  □缺失 

(2) 迴避東海大學五區可連結藍帶之大面積樹林區 

■合格  □缺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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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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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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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6) 沿東大溪及樹林區設置領角鴞巢箱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7) 沿東大溪及樹林區設置蝙蝠箱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8) 沿東大溪補植易產生樹洞之原生樹種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合格  □缺失 

資訊公開 

■工程相關之環境生態資訊（集水區、河段、棲地及保育措施等）、生態檢核

表於政府官方網站，網址: 

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tc_faziriver_landscape-

environment-construction-project_107 

□東大溪生態環境教育館(□東大溪生態環境教育館試營運、□環境保護棲地網路

交流及資訊存放平台、□東大溪環教課程) 

■東大溪生態環境教育館影音展覽素材(■微電影、□廣告、■專題影片、■節

目棚錄、□紀錄片) 網址： https://youtu.be/9GibePP3n-M 

主辦機關(核定)：                            承辦人：                        日期：                    

主辦機關(設計)：                            承辦人：                        日期：                    

主辦機關(施工)：                            承辦人：                        日期：                    

主辦機關(維管)：                            承辦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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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1 施工團隊與環境保護計畫 

填表人員 

(單位/職

稱) 

陳妤欣(東海大學生態與環

境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年 01月 15日 

施工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工程 

主辦機關 
鄧帷真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水利規劃防災科   

監造單位 

/廠商 

李穎睿 以樂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監造工程師 土木工程 施工廠商品質管理 

魏延賓 以樂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地主任 土木工程 施工廠商進度控管 

施工廠商 

高敬智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地主任 土木工程 進度控管 

黃勝鴻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品管人員 土木工程 工區現場品質管理 

林峻緯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品管人員 土木工程 工區現場品質管理 

陳彥衡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現場工程師 土木工程 工區現場執行 

環境保護計畫 

類型 摘要 資料來源 

相關環境 

監測計畫 

本計畫將於工程完工前，調查生物類群分成

水域之水域動物、藻類、真菌，以及陸域之

植物、鳥類、哺乳動物、節肢動物、兩棲與

爬蟲等共八個類群，計算能反映棲地環境品

質之生態指標。生態監測將於施工期間分為

4 季，分別於 3月、6月、9月、12月施

行。 

施工中生物多樣性

棲地保育及公民參

與作業計畫 

公民參與 

作業計畫 

邀集台中市區域性非政府組織、各級學校和

其他在地團體，辦理 3場以東大溪為場域的

工作坊、研討會或共學活動，供其參與東大

溪及環教館策展作業。另邀集全國性非政府

組織，辦理一場工作坊、研討會或共學活

動，工其參與東大溪及環教館策展作業 

施工中生物多樣性

棲地保育及公民參

與作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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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2 民眾參與紀錄表(第一場)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陳妤欣/達文西共學共

創中心/企劃美編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年  3  月 28  日 

參與項目 
□工作坊   □研討會 

□共學活動 ■戶外棚錄 
參與日期 109年 3月 30日 

活動主題 心有靈溪 2020東大溪整治戶外對談。影音製播節目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連昭榮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 

總工程司 
水利局代表  

黃皇男 東海大學/總務長 東海代表  

林惠真 東海大學/研發長 東海代表  

江智民 
東海大學生態與環境研

究中心/主任 
東海代表  

王順加 
以樂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 

工程監造 

代表 
 

林笈克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技術經理 

生態檢核 

代表 
 

侯凱文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主任技師 

工程單位 

代表 
 

顏楨祐 
達文西共學共創中心/ 

執行長 

活動統籌/ 

主持人 
 

周文豪 生科系教授 
東海生科系 

資深教師 
前科博館副館長 

劉克俊 龍井區/新東里里長 居民代表  

陳桂香 西屯區/福恩里里長 居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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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摘要 處理情形回覆 

1.王宜文/陳威成/學生會學生  意見： 

施工造成噪音問題，影響學生上課狀況

嚴重，希望改善 

 

2.中文系教授/乃俊廷 意見： 

東大溪改善校園外跟周邊環境，那校園

內的改善呢？會有臭味的部分？ 

 

3.周文豪老師: 

後續維護由誰執行? 

 

 

 

1. 連昭榮/總工程司：跟施工團隊研究改變

工法，降低施工聲量，若有還是有狀況，學

生一反應就會停止施工。 

 

2. 黃皇男/總務長： 

現在有臭味的部分是其他污水流進學校，有

跟水利局提出討論，會截斷普濟溪流進污

水。 

 

3. 連昭榮/總工程司:礪間淨化槽維護、

污水處理後續還是由政府協調廠商負責，未

來亦將可結合更多局處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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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02 民眾參與紀錄表(第二場)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陳妤欣/達文西共學共

創中心/企劃美編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年  5  月 5  日 

參與項目 
□工作坊   □研討會 

□共學活動 ■戶外走讀 
參與日期 109年 5月 1日 

活動主題 東大溪策展暨 NGO團體藝術中心導覽、淨溪走讀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顏楨祐 
達文西共學共創中心/ 

執行長 
活動統籌 

 

林笈克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技術經理 
走讀導覽 

 

楊政穎 
荒野保護協會/ 

台中分會會員代表 

NGO團體 

參與人員 

 

謝國發 
荒野保護協會/ 

台中分會副會長 

NGO團體 

參與人員 

 

謝玟蒨 
荒野保護協會/ 

台中分會秘書 

NGO團體 

參與人員 

 

林凱莉 
台中市文山社區大學/ 

主任 

NGO團體 

參與人員 

 

蔡靜宜 
台中市文山社區大學/ 

專員 

NGO團體 

參與人員 

 

意見摘要 處理情形回覆 

1.林凱莉/文山社大主任： 

文山社大有公民週，預計時間是下半年，

希望可以就了解東海生態、人文環境為

主軸，設計相關課程。 

 

2.蔡靜宜/文山社大專員： 

文山社大另外有配合流域學校設計相關

課程，如果現在這邊適合生態相關活動

跟荒野保護協會也能一起合作，希望有

近一步討論空間。 

 

1. 顏楨祐/達文西執行長： 

搭配季節活動舉辦，設計相關校園走讀課

程，融入東海大學，另外配合校內有相關解

說員的角色，做詳細的人文環境介紹。 

 

2. 顏楨祐/達文西執行長： 

當然我們這邊能夠針對文化、生態、走讀等

相關課程，搭配荒野目前的賞鳥、筏子溪的

活動，去做進一步的規劃設計，預計能在

9~10月份之間展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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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02 民眾參與紀錄表(第三場)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劉嘉欣/達文西共學共

創中心/企劃美編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年  9  月 16  日 

參與項目 
□工作坊   □研討會 

■共學活動 □戶外走讀 
參與日期 109年 7月 15日 

活動主題 NGO 國中小皆愛東大溪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黃柏彰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科長 
水利局代表  

紀正良 四育國中/學務主任 學校代表  

學生 120 名 四育國中/學生 參與學生  

龍鳳娣 東海大學/化學系主任 導覽員  

陳怡萱 東海大學/職員 導覽員  

陳沂萱 東海大學/學生 導覽員  

劉文正 退休銀行員 導覽員  

王水憲 志工 導覽員  

張月裡 志工 導覽員  

黃涵洳 志工 導覽員  

顏楨祐 
東海達文西共學共創 

中心/執行長 
主持  

林笈克 
觀察家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 
講師  

意見摘要： 

1.紀正良/四育國中學務主任： 

導覽員的互動性有些落差，導覽點與點

之間的路程可與學員多些對話。 

1. 顏楨祐/東海達文西共學共中心執行長： 

之後會在導覽員的培訓課程中做調整，除

了解說點的內容外，亦會增加生態相關與

教學方面的增能課程，如：鳥聲辨識、植

物觀察、互動式遊戲課程等，讓導覽員具

備更完整的內容與學員做應答，並活化整

體的活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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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02 民眾參與紀錄表(第四場)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劉嘉欣/達文西共學共

創中心/企劃美編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年 9 月 16  日 

參與項目 
■工作坊   □研討會 

□共學活動 □戶外走讀 
參與日期 109年 7月 27日 

活動主題 東大溪策展暨 NGO團體藝術中心導覽、淨溪走讀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蔡鴻德 行政院環保署/副署長 環保署長官代表  

范世億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局長 
水利局長官代表  

王茂駿 東海大學/校長 東海大學代表  

林惠真 東海大學/研發長 東海大學長官代表  

黃皇男 東海大學/總務長 東海大學長官代表  

羅永信 
東海大學/環安衛 

中心執秘 
東海大學長官代表  

顏楨祐 
達文西共學共創中心/ 

執行長 
活動統籌 

 

林笈克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

公司/技術經理 
生態環境講師 

 

王順加 以樂工程顧問/總經理 講師  

江智民 
東海大學生態中心/ 

主任 
講師 

 

侯凱文 
五湖四海營造/ 

主任技師 
講師 

 

王正宗 以樂工程顧問/協理 監造單位貴賓  

柯顯文 行政院環保署/科長 環保署與會長官  

許智強 行政院環保署/技士 環保署與會長官  

楊鎧行 
行政院環保署/ 

正工程司 
環保署與會長官 

 

顧玉蓉 
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博士 
NGO 團體代表 

 

連昭榮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總工程司 
水利局與會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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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彰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科長 
水利局與會長官 

 

鄭嘉寬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科長 
水利局與會長官 

 

鄧帷真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幫工程司 
水利局與會貴賓 

 

胡嘉君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業務助理 
水利局與會貴賓 

 

高欣鈺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業務助理 
水利局與會貴賓 

 

陳永錦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助理 
水利局與會貴賓 

 

蘇國澤 
環保局水保處/ 

副處長 
水保處長官代表 

 

梁志雄 
水利署三河局/ 

正工程司 
三河局長官代表 

 

廖貴賢 河溪網/老師 NGO 團體代表  

吳仁邦 河溪網/老師 NGO 團體代表  

徐嬋娟 河溪網/老師 NGO 團體代表  

彭文惠 河溪網/老師 NGO 團體代表  

周宥岑 河溪網/助理 NGO 團體代表  

紀業 河溪網/助理 NGO 團體代表  

王豫煌 
台灣生態學會/ 

理事長 
NGO 團體代表 

 

張豐年 台灣生態學會/顧問 NGO 團體代表  

江義雄 
新環境促進會/ 

副理事長 
NGO 團體代表 

 

葉人豪 新環境促進會/總幹事 NGO 團體代表  

謝國發 
荒野台中分會/ 

副分會長 
NGO 團體代表 

 

楊政穎 荒野台中分會/專員 NGO 團體代表  

張淑芬 五權社區大學/老師 NGO 團體代表  



 

附-11 

意見摘要 處理情形回覆 

1. 廖桂賢/河溪網 老師：非常開心能

聽到東海大學動員多方單位及生科

系九組老師參與計畫，是非常難得

的一件事，對此計畫期待有較高的

期許。但在計畫結束後的維護仍是

讓人關心的地方，很多計畫在時程

內做得很好，但計畫結束後就沒有

人管，東大溪未來的維護是否也會

出現相同的情況是對於關心河川溪

流的人較在意的部分。 

2. 吳仁邦/河溪網 老師：建議對於樹

木的管理可以使用符合科學的方式

來管理東海大學的樹木。更準確地

知道有些樹木是不是真的需要去修

剪？或是它的棲地適不適合它生

長？ 

3. 張豐年/河溪網 老師：上位的計畫

是整個筏子溪流域願景是如何?如何

處理？但現在這個計畫是三河局還

是臺中水利局？當然兩個單位好好

合作也沒有問題，但常常委託下面

不一樣的單位就會出現很大的差

異。筏子溪的問題有二：(一)水源

(二)水質，周邊經過這些工廠污染

的問題，若要處理好，視野角度要

拉很高。  

 

1. 范世億/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局長：在未

來，工程完成後，不是結束，而是整個

跟東海大學還有附近居民永續來關心，

因為當工程完成後大家若不在關心，所

有責任落入政府手中，就只是持續編列

龐大的經費，當然也不是大家樂見的。

那如果大家關心後，政府還是會持續出

手來維護，但若民眾跟社區再走進來，

經費跟人文環境絕對不是一般河川的管

理可以看到的。東大溪雖然不是個很大

的河川或區排，但能成為一個示範。 

2. 連昭榮/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總工程司：很

感謝大家提供意見，大家提供意見，我

們就來做，不然就只是很像跑龍套一

樣，沒有做到扎實。 

3. 林笈克/觀察家生態有限公司 技術經理：

三河局委託水利局辦理的，以前在文山

社大及魚市場辦理的工作坊，那一個就

是上位計劃所提供出來的，當然那是一

個比較全面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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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  勘查紀錄表（第四季）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09年 12月 15日 

至 12月 25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10年 01月 15日 

紀錄人員 陳妤欣 勘查地點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江智民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施工現場勘查 

林宜靜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施工現場勘查 

陳妤欣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專任助理 施工現場勘查 

現勘意見      處理情形回覆 

本團隊針對施工範圍全區進行現場勘

查。其中礫間淨化景觀區工程已陸續

進行，保全對象的維護或移植皆確實

執行，其中保留的相思樹未存活已於

C06表格紀錄紀錄缺失，請施工單位

處理。 

溪流自淨區、棲地復育區目前僅進行

小範圍施工，未涉及大規模棲地改

變，也因此尚無法進行外來種移除、

原生植物補植等後續動作。工程周邊

之國定古蹟與樹林，亦不受現階段工

程干擾。 

哺乳動物調查建議 

目前工程進行之區域靠近 P1-P3，而

P1周遭有木本植被覆蓋度>50%的區域

針對相思樹存活缺失，補植樹苗廠商配合現勘回
應： 
在目前保留相思樹苗之處，不好進行澆灌作業，
若直接進行補植，樹苗將再次死亡。預計將在施
工圍籬拆除後，將現在要補植的小苗移入，一起
與周邊樹林進行維護。 
小苗已在相思林施工外圍處澆灌(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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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哺乳動物利用。P2 雖先前有土石

掩埋河道的情況，但現已移除。P3-

P4周遭施工前木本植被覆蓋度僅約

20%，哺乳動物並不太利用該流域之

悽地。整體而言，目前工程之範圍對

於哺乳動物的影響並不大。P5、P6為

兩季調查中，白鼻心出現較高的區

域，仍保有 55%以上的木本植物覆

蓋，未受工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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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4 生態監測紀錄表（第四季） 

工程名稱 

（編號） 

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

域環境改善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 110年 0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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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碧涵 生命科學系/教授 英國伯明罕大學生命

科學系 博士／專業資

歷 30年 

酵母菌生態與多樣性、微

生物偵測、真菌系統分類

與生態、微生物生態與多

樣性 / 東大溪溪流內之

大腸桿菌群、酵母菌與真

菌群落調查。 

劉少倫 東大生科系/副教

授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

大學博士 

藻類採集調查 

陳霖 東大生科系/碩士

生 

東大生科系學士 藻類採集調查 

林諺伯 彰師大生物系/碩

士 

彰師大生物系學士 藻類採集調查 

江智民 東海大學生命科

學系/教授 

俄亥俄大學環境與植

物學系博士 

陸域植物和水生植物調查 

唐光佑 壤嚷生態顧問公

司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碩士/專業資歷 10年 

陸域植物和水生植物調查 

梁沛惠 壤嚷生態顧問公

司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碩士/專業資歷 1年 

陸域植物和水生植物調查 

李錦城 東海大學生態與

環境研究中心/助

理研究員 

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生

物學系博士/專業經歷

4年 

水棲昆蟲調查、昆蟲分類

及生物統計/水棲昆蟲調

查、水質評估 

葉人瑋 東海大學生態與

環境研究中心/兼

任研究助理 

國立東華大學生物資

源與科技研究所碩士/

專業經歷 3年 

水棲昆蟲調查、昆蟲分

類、昆蟲群聚生態學、系

統分類/水棲昆蟲調查、

水棲昆蟲鑑定 

黃崇鑫 東海大學生態與

環境研究中心/研

究助理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碩士/專業經歷 3年 

底棲水域生物調查、水棲

昆蟲調查、昆蟲分類/水

棲昆蟲調查 

蔡旺霖 東海大學學生臨

時工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昆蟲採集、昆蟲分類/水

棲昆蟲調查、水質評估 

徐士閔 東海大學學生臨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昆蟲採集、昆蟲分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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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工 棲昆蟲調查、水質評估 

卓逸民 
東海大學生命科

學系/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生物

學博士 

節肢動物調查、課題分析

及對策研擬 

溫國彰 東海大學生科系/

副教授 

PhD 

James Cook 

University, 

Australia 

魚類/樣本收集 

毛藝臻 東海大學生科系/

研究助理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魚類/樣本收集及水質檢

測 

蒙彥蓁 東海大學生科系/

大學部學生 

東海大學生科系在學 魚類/樣本收集 

傅念澤 研究助理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碩士 

兩棲爬行動物 

孫成瑄 研究生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學士 

兩棲爬行動物 

程崇德 研究生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學士 

兩棲爬行動物 

李坤璋 東海大學生命科

學系/博士生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碩士/專業資歷 5年 

陸域動物、水域動物/鳥

類生態調查     

林宜靜 
林宜靜/教授 

伊利諾大學植物系博

士 
哺乳類動物調查 

呂俊緯 呂俊緯/研究助理 東海大學生科系碩士 哺乳類動物調查 

陳逸文 陳逸文/研究助理 東海大學生科系碩士 哺乳類動物調查 

2. 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P1：放流口下 

P2：路思義教堂前 

P3：女生宿舍後 

P4：求真路 

P5：退休與新進教師宿舍 

P6：紅土農場養蜂場 

P7：安學橋 

P8：匯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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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 

1. 生態多樣性與棲地現況： 

第四季微生物生態多樣性調查，單細胞真菌的酵母菌、絲狀真菌的黴菌，

以及大腸桿菌群細菌之總量。上游溪段排放水中，大腸桿菌群總菌量最高，中/

下游段的菌量減少， P7 安學橋溪段總菌量超過限值，P8 滙流口之菌量稀釋至

限值以下；東大溪排放水中酵母菌菌量約為大腸桿菌群菌量的 1/100；P1 和 P6

黴菌量偏高。 

在第四季河道兩旁草本植被漸增。P1 樣點溪段左側溪床的水泥涵管工程持

續施作。P3、P4 樣點在第四季調查時，河道水面的泡沫和異臭相較於前三季減

少。 

 

2. 初步評估結果： 

    東大溪各區段水樣的第四季調查  

    (1)大腸桿菌群總菌量，依據環保署法定放流水標準第二條，汙水下水道系

統流量大於 250 立方公尺/日，大腸桿菌群限值為 200,000 CFU / 100 ml。東大溪

上游承東海別墅社區與商圈排放水，排水量達 1,000 立方公尺/日，P1 到 P7 排

放水大腸桿菌群都超過限值。 

    (2)東大溪 P3、P6 和 P7 樣點的總酵母菌數高於 104，根據水汙染生物指標

酵母菌量，此為汙染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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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類 

1. 生態多樣性與棲地現況： 

第四季藻類多樣性初步調查結果顯示東大溪微生物藻類主要由矽藻、綠藻 

與藍綠菌構成，且矽藻具有較高的多樣性，與前三季狀況相同。第四季 P1 

樣點仍因工程填土關係僅能在排水管口的區域進行採樣; P7樣點跟前幾季相比

出現紅色底泥; P8 樣點相比前幾季調查吳郭魚數量減少。 

 

2. 初步評估結果： 

 以特定屬的矽藻進行藻屬指數(Generic Index, GI)的計算可以得到不同水

質污染指數。目前在計算各樣點藻類細胞數量，評估結果尚未完成。 

 

  

植物 

1. 生態多樣性與棲地現況： 

    於第 4季(109/12)調查共發現植物 16科 22屬 27種。依形態區分，共包括

1種灌木、6種藤本及 20種草本， 包含 17種原生種，8種歸化種，2種栽培

種。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物佔絕大部份(74.1%)，而植物屬性以原生物種最多

(63%)。 

另外於本次調查中,發現 P1(圖書館後方)被重新整治,河道內植物幾乎全數被清

理。 

 

2. 初步評估結果： 

    本次調查中，發現外來種大花咸豐草有較大的覆蓋面積和較高的出現頻

率。若需移除行水區上之植被，建議可以優先移除大黍、大花咸豐草、小花蔓

澤蘭、巴拉草等強勢外來種，並保留或補植其他的原生植物如水丁香、磚子

苗、紅蓼、鴨舌草、紅蓼及黃鵪菜等原生濱溪植物。 

。 

 
 

水棲昆蟲 

1. 生態多樣性與棲地現況： 

    在第四季水棲昆蟲的調查中，一共記錄到 3目 9科 1，224 隻次。水棲昆蟲

個體總數明顯比前兩季來的底，水棲昆蟲個體總數在第二季和第三季的數量分

別是 3，925隻次和 3，792隻次。這季的調查中，東大溪各樣區水棲昆蟲的組

成以搖蚊科為主，其次是蚋科和細蟌科，這些昆蟲皆是耐污值高的物種(耐污值

高於 5)。而這次在 P3樣點所採集到的水棲昆蟲個體非常的少，只有 6隻個

體。 

    關於棲地現況，P1樣點因為工程的原故一樣無法進行調查。東大溪上游區

段(P3、P4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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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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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P5樣點水質則相對清澈；而東大溪下游區段(P6、 P7、P8 樣點)水質較為

渾濁，另外 P6樣點的水體表面也同樣漂浮著大量的白色泡沫。 

 

2. 初步評估結果： 

    根據 Hilsenhoff 科級生物指標評估法，整條東大溪溪段皆是屬於嚴重污染

(Very Poor)的狀況（FBI 值大於 7.25），特別是在 P5樣點，FBI 值高達 9.26。

水質嚴重污染的推測原因是整條溪都持續有廢水的注入：工業廢水、東海別墅

的店家污水、民生用水等。。 

 
 

節肢動物 

1. 生態多樣性與棲地現況： 

P1 由於樣區施工中無調查記錄。 

在第四季記錄到 12 目的昆蟲，其中膜翅目與半翅目的出現頻度最高。於第

三季中造成昆蟲整體數量上升之雙翅目(多半為搖蚊與家蚊)於第四季大幅下

降，導致第四季昆蟲整體數量與第二季相似。 

在第四季記錄到 8 科的蜘蛛，較前三季科級數與整體數量更少，其中伏擊

潛行者類群與圓網類型為優勢功能群。 

 

2. 初步評估結果： 

本季調查結果顯示雙翅目數量大幅下降，推測原因為冬季氣溫過低，導致

大量蚊蟲死亡或休眠。蜘蛛功能群分析結果顯示優勢類群為較不需複雜植被結

構之伏擊潛行者；而雖然圓網類型需要環境中有複雜植被結構，然而第四季出

現之圓網類型皆為不需要複雜環境之小型幼體。 

P3 樣區由於較靠近施工地區，受到的干擾較多，昆蟲個體數較少。然而，

蜘蛛個體數較上季多，但出現之功能群種類主要是不需複雜環境之類群。P4、

P5、P6 樣區其環境較無干擾，各功能群皆有出現，蜘蛛之豐度也較高。 

 
 

魚蝦蟹類 

1. 生態多樣性與棲地現況： 

    在本季調查後可明顯感受到，於各個調查點位使用電氣採集法所採集的魚

類數量，皆大量減少或甚至採集不到；而以目視觀察水質環境，原來水質最為

清澈的中段流域 P5至 P7上段，也轉為相對混濁並有藻類大量增生的狀況，到

最下游處 P8甚至呈現黑色混濁且帶有油墨與泡沫漂浮，也隨處可見大量民生

垃圾與零星的死亡魚類。於調查過程中也可以明顯觀察到水蛭及蚊蟲相對於前

三季有減少，不過減少原因尚不明確，可能為季節變化導至其減少活動，或食

物來源減少而使其族群量隨之減少，亦或是水質環境再度惡化超出其可耐受之

範圍。 

2. 初步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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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可在本季察見溪水環境的惡化，並從生物調查數據發現，除了

P5、P7於後續蝦籠採集法中發現少量食蚊魚，以及最下游 P8處採集到少量雜

交吳郭魚，其餘點位皆無發現其他魚類及任何蝦蟹，再加上其他水生生物的減

少，因此懷疑可能是溪水環境在短時間內惡化，生物難以適應或生存空間受到

壓迫，間接或直接導致了魚類數量的減少。未來應探究水質變化之主因，並盡

可能減少垃圾進入溪中，以盡可能改善基礎自然環境，提高水生生物生存機

會。 
 

兩棲爬蟲 

1. 生態多樣性與棲地現況： 

在第四季調查過程，以 P1 棲地環境改變最大，從第一季到第四季過程中

皆因施工有明顯變化，並影響該樣點生物組成。第三季調查中的集水池有大量

澤蛙與班腿繁殖，在 12 月調查時該水域已被土石覆蓋，無任何蝌蚪和成蛙紀

錄。其餘樣點無大環境改變，因季節生物活動降低，調查生物數量減少。 

2. 初步評估結果： 

本調查因 P1 樣區施工，使第三季調查時發現的集水池被覆蓋，在此樣點

發現生物大量減少。本工程在 P1 樣區環境改變程度最大，本次集水池被覆蓋

後明顯降低該樣區蛙類數量。 
 

鳥類 

1. 生態多樣性與棲地現況： 

    第四季共計調查到 53種 862隻次。數量最多的前三個物種，分別白尾八

哥、斑文鳥及斯氏繡眼。保育類鳥種有紅尾伯勞。 

第四季的調查時間為十二月份，整個樣區開始出現 12種冬候鳥，包含了白腰草

鷸、青足鷸、鷹斑鷸、灰鶺鴒、東方黃鶺鴒、紅尾伯勞、蒼鷺、黃尾鴝、白腹

鶇、極北柳鶯及遠東樹鶯。 

P1施工處鳥類數量及種物數皆最少，P3、P4及 P6鳥類數量及物種數較高。。 

 

2. 初步評估結果： 

   第四季觀察到 P1的物種數仍較少，可能是因施工的影響。P3、P4及 P6的

鳥類物種數較多，棲地狀態相對穩定。。 
 

哺乳動物 

1. 生態多樣性與棲地現況： 

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 

    本季共記錄到 2科 2種哺乳類(不含貓狗)，並以白鼻心於校內的出現頻度

相對較高，於 P5 拍攝到 2張有效照片，在 P6則拍攝到 12張有效照片。無法辨

識至種階層的鼠科動物，在 P3拍攝到 10張有效照片，P6拍攝到 5張，總計 15

張有效照片。 

 

鼠籠捕捉： 

    本季調查在 P4 捕捉到一隻小黃腹鼠，在 P8 捕捉到 3 隻鬼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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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線調查： 

    本季於 P7調查到小黃腹鼠 1隻，並在 P8調查到鬼鼠 1隻，皆為路殺個

體，其餘樣區並無記錄到哺乳類動物的出現。 

定點計數： 

   本季共記錄到 3隻次的東亞家蝠，分別在 P4、P7記錄到 2隻次及 1隻次。 

本季的調查並未發現保育類動物。 

2. 初步評估結果： 

    本季相較於前三季，各樣點的植被覆蓋度無明顯的改變，整體而言，本團隊

於本季所調查到的哺乳動物種類及出現頻度，相較於前三季來得少，但應為季節

差異，由於氣溫降低，可能進而導致哺乳類動物的活動頻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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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棲地影像紀錄： 

P1 施工中(109.09.26) P2 未有水流經過(109.09.25) 

  

P3 水質汙濁並有黑泥淤積

(109.12.19) 

P4水質呈灰色汙濁、表面浮泡

(109.12.19) 

  

P5水質呈現黃土色混濁

(109.12.19) 

P6褐色、墨綠色藻類附於鵝卵石上，

水面漂有白色泡沫(109.12.19) 

  

P7墨綠色汙泥淤積於溪床及水道周

邊(109.12.19) 

P8可察見垃圾及些許死魚

(109.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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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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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生態調查團隊： 

填寫人員：     陳妤欣           日期：    11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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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5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異常狀況類型 
□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過大 □水質渾濁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毛藝臻 

(東海大學生科系/研究助理)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年  10月  7 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毛藝臻 

(東海大學生科系/研究助理) 

異常狀況發

現日期 
民國  109  年  9 月  26 日 

異常狀況說明 

P8 匯流口處發現數十條魚類死

亡，伴隨人為垃圾淤積於河道

上。 

解決對策 
通報施工單位，並持續觀察是

否有相關情況發生。 

複查者 陳妤欣 複查日期 民國  109  年  10 月 12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於周例會上提出反映，中心決議將於 12月份進行水質採檢，並持續觀察是

否相同情況發生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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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5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異常狀況類型 
□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過大 □水質渾濁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陳妤欣 

(東海大學/生態與環境研究中

心/專任助理)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年  8 月  13 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毛藝臻 

(東海大學生科系/研究助理) 

異常狀況發

現日期 
民國  109  年  8 月  13 日 

異常狀況說明 

調查時發現設立調查樣點消

失，因施工範圍過大 P1 、P2

完全被覆蓋，已向施工單位反

映 

解決對策 
提供施工單位調查樣點標示

圖，以防後續樣點遭施工破壞 

複查者 陳妤欣 複查日期 民國  109  年 9  月  14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計畫主持人江智民老師，已在例行會議向施工單位反映，後續觀察施工是否

閃避其他調查樣點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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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6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填表人員 

(單位/職

稱) 

陳妤欣 

東海大學/生態與環境

研究中心/專任助理 

填表日期 民國 109年 11月 26日 

施工圖示 

設計階段 圖示與說明 

施工範圍與

生態關注區

域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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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項目 生態保育措施 狀況摘要 照片(拍攝日期) 

保全

對象 

礫間淨化景觀區(由東海別墅污水匯流口起，至跨越溪流的跳石區止) 

原地保留 2株胸徑 60公分

以上的大樟樹 
確實保留 

109.11.26 

109.11.26 10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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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保留 1株破損樟樹 確實保留 

109.11.26 

原地保留近柵格門圍籬外 5

株相思樹(胸徑 15-30公分) 
缺失(照 05) 

 

01相思樹 11.26 02相思樹 11.26 03相思樹 11.26 

04相思樹 11.26 05相思樹 11.26 

 

移植 5株生長尚佳小徑級相

思樹至圍籬外相思樹孔隙區 

皆死亡紀錄於 

自主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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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相思樹 11.26 02相思樹 11.26 03 相思樹 11.26 

04相思樹 11.26 05相思樹 11.26 

 

移植 5株鐵刀木至牧場中央

水圳旁栽植區。 

皆死亡紀錄於 

自主檢核表 

01 鐵刀木 11.26 

02鐵刀木 11.26 03鐵刀木 11.26 04 鐵刀木 11.26 



 

附-31 

移植 1株樟樹至牧場中央水

圳旁栽植區 
補植樹木需澆水 

109.11.26 

溪流自淨區 (由跨越溪流跳石區起，至女生宿舍東南側固床工止) 

保留溪床卵礫石及自生草本

植物 
確實保留 

109.11.26 

保留兩座高落差之防砂壩，

增加曝氣 
確實保留 

109.11.26 

棲地復育區(由女生宿舍東南側固床工起，至工業區一路止) 

保留成對固床工營造出的潭

區環境 
確實保留 

109.11.2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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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周

邊國定古蹟區 
確實迴避 

109.11.26 

迴避相思林步道至台灣大道

間之樹林區 
確實迴避 

109.11.26 

迴避化材系館與生科系館間

之樹林區 
確實迴避 

109.11.26 

迴避女生宿舍至教職員宿舍

區間之樹林區 
確實迴避 

109.11.26 

迴避教職員宿舍區至牧場區

間之樹林區 
確實迴避 

10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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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約農路、力行路、篤信

路及銘賢路所框範圍內之樹

林區 

確實迴避 

109.11.26 

保存中央水圳中的高莖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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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保存 

109.11.26 

生態

友善

措施 

礫間淨化景觀區(自東海別墅污水匯流口起，至跨越溪流的跳石區止) 

設置礫間淨化場改善水質 尚未執行 

109.11.26 

移除臨東大溪步道東北側 10

公尺內 85株相思樹及 1株

木麻黃 

確實移除 

移除後 109.11.26 

臨東大溪步道東北側 10公

尺內補植 160 株楠櫧林、楠

榕林帶非先驅陽性喬木原生

喬木(240≦樹高<300公分) 

 

尚未執行 

10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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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種圍籬至相思林步道間的

既有相思林下補植 12種以

上共 360株耐陰性原生喬木

小樹(60≦ 樹高<120公分) 

尚未執行 

109.11.26 

移除沿岸銀合歡及小花蔓

澤蘭 
合格 

109.11.26 

溪流自淨區 (自跨越溪流跳石區起，至女生宿舍東南側固床工止) 

濱溪補植原生植被 尚未執行 

109.11.26 

移除沿岸銀合歡及小花蔓

澤蘭 
尚未執行 

109.11.26 

棲地復育區(自女生宿舍東南側固床工起，至工業區一路止) 

針對 20支固床工營造既有

固床設施簡易緩坡跌水環境 
尚未執行 

10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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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溪帶補植原生植物 尚未執行 

109.11.2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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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執行 

10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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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執行 

109.11.26 

沿東大溪及樹林區設置領

角鴞巢箱 
尚未執行 

109.11.26 

沿東大溪及樹林區設置蝙

蝠箱 
尚未執行 

109.11.26 

沿東大溪補植易產生樹洞

之原生樹種 
尚未執行 10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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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

復原

情形 

□施工便道與堆置區環境

復原 
 

 

□植生回復   

□垃圾清除   

□其他______   

其他    

 

施工中生態檢核團隊： 

填寫人員：     陳妤欣          日期：      109.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