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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目的與工作範圍 

1.1 計畫目的 

本計畫生態檢核工作係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

生態檢核機制」辦理生態檢核工作，另參考經濟部水利署對於河川、區域

排水生態調查評估相關準則進行辦理，期望工程計畫區域，於工程後亦可

維持良好生態環境資源。 

1.2 計畫範圍 

工程計畫範圍位於高雄市六龜區，是位屬於高屏溪主支流之一的荖濃

溪，且鄰近寶來溪匯流處，其工程範圍圖如圖 1-1 所示。 

 
圖 1-1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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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2.1 文獻收集 

本計畫收集鄰近本案之相關生態資料，包含「高屏溪第二次河川情勢調查」

(2012)、「108~110 年度高屏溪河川情勢調查計畫(2/3)」(2020)、「臺灣生物多

樣性網絡(TBN)」，事先以較大尺度之生態資料作為基礎，於此階段後，完成

一次性地補充調查，將此區域小尺度之生態資料補充完備，以下為文獻收集資

料: 

一、 高屏溪情勢調查 

本次工程位點坐落於荖濃溪寶來二號橋，因於情勢調查資料中寶來二號

橋樣站為補充樣站，故以 101 年度 4 季次並合併 109 年度 1 季次調查之下游

新發大橋樣站資料做為背景資料，荖濃溪生態調查樣站如圖 2-1 所示。 

 
資料來源；108~110 年度高屏溪河川情勢調查計畫(2/3)，2020，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圖 2-1 高屏溪本流及荖濃溪樣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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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域生物調查 

1. 魚類 

經文獻比對後兩年度(共五季次)調查記錄中整理出魚類調查結果，

其中兩年度皆有紀錄的為鯉科的台灣鬚鱲、高屏馬口鱲、何氏棘魞、

高身白甲魚及爬鰍科的台灣間爬岩鰍，其餘僅單年度紀錄為鯉科的高

身小鰾鮈、中間鰍蛇；爬鰍科的南台中華爬岩鰍；鰕虎科的南台吻鰕

虎；鰍科的中華花鰍，並無外來種入侵跡象，其中南臺中華爬岩為 3

級保育類。 

2. 底棲生物 

兩年度調查中並未記錄螺貝類，亦無蟹類之紀錄，只於蝦類中共

計 1 目 1 科 2 種，分別是粗糙沼蝦及大和沼蝦。 

3. 水生昆蟲 

蒐集重點為蜻蜓類水生昆蟲，於兩年雖調查許多種類之水生昆蟲，

但蜻蛉目之水生昆蟲只記錄 1 種，為台灣特有種幽蟌科的短腹幽蟌。 

(二) 陸域生物調查 

1. 植物 

新發大橋分別於上下游設置 2 條穿越線，各設置草本樣區 10 個，

共 20 個，新發大橋豐水期上游樣區共記錄到 12 種，主要為五節芒、

木賊葉木麻黃及肥豬豆，新發大橋下游樣區共記錄到 9 種，主要為大

黍、五節芒、大花咸豐草及葛藤，以葛藤為最多。枯水期時共記錄到

包括大花咸豐草、山珠豆、山葛、木賊、毛蓮子草、光葉鴨舌癀舅及

多子漿果莧等 20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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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鳥類 

新發大橋上游因人為干擾較低，又於淺山環境，故於鳥類調查中

紀錄多種保育類，如猛禽類的鳳頭蒼鷹、松雀鷹、領角鴞及大冠鷲，

除猛禽類亦記錄畫眉科的台灣畫眉；伯勞科的紅尾伯勞等。其他帄地

區域常見鳥類如鷺科的黃頭鷺、夜鷺等；鵯科的白頭翁、紅嘴黑鵯等；

燕科洋燕、家燕等，鳩鴿科的紅鳩亦有記錄。 

3. 哺乳類 

新發大橋樣站調查中記錄多種哺乳類，其中包含獼猴科的台灣獼

猴；松鼠科的赤腹松鼠；鼠科的田鼷鼠；葉鼻蝠科的台灣葉鼻蝠；蝙

蝠科的東亞家蝠、赤黑鼠耳蝠、山家蝠等，且於調查中亦發現台灣野

兔之排遺，經訪查該區居民曾發現該區域有野兔活動。 

4. 兩棲類 

統整兩年記錄後，兩棲類共計 1 目 5 科 10 種，其中兩年度皆有記

錄的為蟾蜍科的盤古蟾蜍、黑眶蟾蜍；叉舌蛙科的澤蛙；赤蛙科的拉

都希氏赤蛙，其餘如樹蛙科的太田樹蛙、面天樹蛙、布氏樹蛙皆為單

年度記錄。 

5. 爬蟲類 

爬蟲類於兩年調查中紀錄共計 1 目 5 科 10 種，包含兩年度皆有記

錄之壁虎科的疣尾蠍虎；飛蜥科的斯文豪氏攀蜥；石龍子科的多線真

稜蜥，其餘為單年度記錄，如地龜科的斑龜；腹蛇科的龜殼花、赤尾

青竹絲；石龍子科的印度蜓蜥、麗紋石龍子、鮑氏蜓蜥等，。 

6. 昆蟲類(蝴蝶、蜻蛉) 

以 109 年度所記錄之蜻蜓及蝴蝶為近期資料，蜻蜓共計 1 目 3 科

4 種，如細蟌科的青紋細蟌蝴；琵蟌科的脛蹼琵蟌；蜻蜓科的侏儒蜻

蜓、薄翅蜻蜓，蝴蝶共記錄 1 目 5 科 32 科，記錄有弄蝶科的黃斑弄蝶、

禾弄蝶；鳳蝶科的紅珠鳳蝶、青鳳蝶等；粉蝶科的白粉蝶、黃蝶等；

灰蝶的藍灰蝶、波豆灰蝶；蛺蝶科的眼蛺蝶、黃鉤蛺蝶、大白斑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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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 

以本次工程區位查詢 TBN 物種調查紀錄，查詢最鄰近之窗格「高雄市六

龜區+網格標號=2720-76-01-24」檢索其中物種紀錄，其中紀錄包含鳥類 107

種、兩棲類 1 種、被子植物 7 種等，鳥類紀錄種類優於情勢調查所記錄種數，

其中包含情勢調查未記錄之保育類，如白耳畫眉、林鵰、遊隼、朱鸝等。 

調查記錄中唯一記錄之兩棲類為盤古蟾蜍，為帄地常見兩棲類動物，所

記錄之植物為南部濱溪環境常見植物，無特殊保全數種記錄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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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現地勘查 

一、 現地勘查 

本案於 110 年 2 月 26 日進行現地勘查，主要勘查區域為工程區域上下游

及荖濃溪與寶來溪之匯流處，以確定工程區域附近土地利用情況、植被分佈

現況、工程可能影響區域、水域棲地現況等。本次調查可知區域環境下游有

工程進行，河道兩側亦有人為砌石，但水質因於上游，水質未有濁度提高之

情況，而河道因枯水期退縮至山壁附近，於護岸下之埤塘推測為護岸內住家、

旅宿所排之用水造成之臨時性埤塘，其支流寶來溪，水質亦清澈，環境現況

照如圖 2-2 所示。 

  

工程區域下游水域環境現況 寶來溪近荖濃溪匯流 

  

工程區域河道現況 工程區域下游既有施工便道 

圖 2-2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環境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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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注區域圖 

事先利用航照圖繪製本案之關注區域，並參考「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

敏感度分級，再依現勘結果為輔，繪製本案鄰近區域生態關注圖，區域關注

圖如圖 2-3 所示。 

工程範圍內因鄰近淺山區域，事先將該區域原生林地劃設為高敏感度區

域，工程區域左岸區域為此較多商家、住家、旅宿，故劃設為人為干擾區域，

靠近人為感擾區域為人為開墾區域、人為種植喬灌木或公園，則劃設為低敏

感度區域，最後濱溪廊道或崩塌地，因濱溪環境可提供水鳥活動，而崩塌地

應留做植被復原之用，故劃分為中度敏感區域。 

 
圖 2-3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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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態評析 

一、 工程影響分析 

本次工程內容為主要為疏濬作業，預計主要影響範圍為水域棲地環境，

又因下游已有大型工程於施工中的情況，為避免加劇水域環境的變化，因注

意施工時的生態保育，故擬定以下策略。 

二、 生態議題 

(一) 因工程機具進行河道整理時，必會行駛於河道中，影響水域環境濁度，

建議於工程區域下游設置臨時沉砂池，減輕水生動物生存壓力。 

(二) 工程機具行駛造成揚塵，可能造成區域內植被生長受影響，建議定期實

施灑水作業，降低揚塵發生率。 

(三) 附近物種資源豐富，疏濬作業應避免行駛於靠近山壁區域，造成驅趕作

用，造成區域內野生動物壓力上升。 

(四) 施工便道設置應優先使用既有施工便道，若需新闢施工便道則有先使用

裸地或草生地，避免降低該區域綠覆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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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核定階段生態檢核表單 

3.1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評估表 

依水利工程快速棲地評估表之各項因素，評估本案之河川棲地環境，以利

日後檢視各階段水域生態棲地變化，本案於水利工程快速棲地評估表所得之分

數為 52 分，屬良好趨近優等之棲地環境，各項評估分數多於 6 分以上，其中

因水域型態較少、灘地裸露比例稍高及物種豐富度分數偏低，因為工程位於上

游環境，水流較為湍急水域型態單一，亦未完成一次性生態調查，現勘時間較

短無發現更多物種，且下游工程又影響一部分區域上游等因素，故於建議於規

劃設計階段應安排一次性生態調查，將其補充完備，確認物種豐多度選項準確

性。核定階段所紀錄之水利工程快速棲地評估表如表 3-1 所示，分數評斷標準

如表 3-2 所示。 

表 3-1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快速棲地評估表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110/02/26 填表人 陳震 

區排名稱 荖濃溪 行政區 高雄市六龜區 

工程名稱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

河道整理工程 
工程階段 核定階段 

調查樣區 寶來二號橋下游區域 
位置座標

（TW97） 

X: 219072.01 

Y: 2556613.64 

工程概述 河道整理 8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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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0-10

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

特性 

(A) 

水

域

型

態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

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

分類標準表) 

3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維持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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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0-10

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多

樣

性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

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 

□維持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維持水量充足 

□考量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

調查 

□其他______________ 

• 5 分以下： 

■避免水流型態單一化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確保水量充足 

□確保部分棲地水深足夠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

域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

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

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

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

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

伏流)：0 分 

10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維持水量充足 

□避免橫向結構物高差過高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______________ 

• 5 分以下： 

□確保水量充足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

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水的

特性 

(C) 

水

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

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

表有浮藻類) 

10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維持水量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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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0-10

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

10 分 

□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

坡降帄緩：6 分 

□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

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確保足夠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 5 分以下： 

□確保水量充足 

□確保水路維持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

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水路中有機質來源(如：腐壞的植物體)

是否太高 

□建議進行區排情勢調查中的ㄧ般調查的

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

域生物生存 

水陸

域過

渡帶

及底

質特

性 

(D)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

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

於 25%： 5 分 

■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

於 25%-75%： 3 分 

□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

於 75%： 1 分 

□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 
4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植生種類與密度 

□維持原生種植物種類與密度 

□維持灘地裸露粗顆粒(如：巨石、礫石等)

的存在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

等) 

□若有可供沖淤灘地，維持灘地自然沖淤 

□其他______________ 

• 5 分以下： 

□確保水量充足 

□考量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

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

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

物跟植物所組成? 

漿砌 草花+藤 

(詳表 D-1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

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

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

類移動的困難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0-10

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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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0-10

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陸

域過

渡帶

及底

質特

性 

(E) 

溪

濱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

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

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 

□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

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 

□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

所阻斷：1 分 

□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6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維持植生種類與密度 

■保持自然溪濱植生帶，並標示位置 

□維持原生種植物種類與密度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

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

調查 

□其他______________ 

• 5 分以下：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

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

質 

多

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0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考量工程材料採用現地底質粗顆粒造成

的影響(護甲層消失、底質單ㄧ化)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土砂動態帄衡 

□其他______________ 

• 5 分以下： 

□確保水量充足 

□確保水路維持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

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非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

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外的土砂材料

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

例                       (詳參照表

F 項) 

■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

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

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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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0-10

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

特性 

(G) 

水

生

動

物 

豐

多

度 

(原

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

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

□兩棲類、□爬蟲類 

1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集水區內是否有保育水生物 

□維持足夠水深 

□水路的系統連結是否暢通(廊道連通) 

□確認是否有目標物種(特色物種、關鍵物

種、指標物種等)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

調查 

□其他______________ 

• 5 分以下： 

□增加水路的系統連結(廊道連通) 

■建議進行區排情勢調查中的ㄧ般調查的

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

種：7 分 

□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

外來種：4 分 

■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

來種：1 分 

□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區排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

述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

排指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態

特性 

(H) 

水

域

生

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色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色呈現黃色：6 分 

□水色呈現綠色：3 分 

□水色呈現其他色：1 分 

□水色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 

10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維持水量充足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避免水深過淺 

□建議進行區排情勢調查中的ㄧ般調查的

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 5 分以下： 

□確保水量充足 

□確保水路維持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

水標準 

□控制水路中有機質來源(如：腐壞的植物

體)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區排情勢調查中的ㄧ般調查的

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

(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15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0-10

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23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20  (總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11   (總分 20 分) 

總和=  54   

(總分 80 分) 

註：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區域排水工程評估檢核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樣

性的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略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略及措施

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略。 

3.執行步驟：  (步驟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略)。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

魚、牛蛙、巴西龜。 

 

表 3-2 快速棲地評估表分數等級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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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棲地評估現地情形(核定階段) 

  

工程下游河道兩岸現況 水質現況 

  

右岸現況 左岸至護岸現況 

 

 

左岸堤防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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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態檢核執行情形檢核表 

依據生態檢核各階段所需完成事項，填報自評表表單，本案為核定階段，

需確定工程預定區域是否為法定生態保育區、野生動物重要棲地等的生態敏感

區域，其餘填報項目如表 3-3 所示。 

表 3-3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自評表(核定階段)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生態檢核 
水系

名稱 
荖濃溪 填表人 逢甲大學 

工程名稱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 
設計

單位 
自辦設計 

紀錄日

期 
2021/2/18 

工程期程  
監造

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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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施工

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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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

預算/

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高雄市六龜區  TWD97 座標  X：194703.88 Y：2489306.09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疏濬作業 800m 

預期效益  

階段 
檢核

項目 

評估內

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

提報

核定

階段 

 

一、 

專 業

參與 

生態背

景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

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 態

資 料

蒐 集

調查 

地理位

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

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

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文獻資料顯示，此區域有許多保育種鳥類在此活動，雖水域環境未見保育類，但因

多為原生種或特有種，本次工程應多加注意。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

統? 

  ■是：於高屏溪支流荖濃溪水系，且有原生林、灘地、埤塘等七地型態。                                              

  □否 

生態環

境及議

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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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評

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

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

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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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四、 

民 眾

參與 

地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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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說明會，

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

相關意見？ 

  □是：    ■否：將詢問主辦機關後是否辦理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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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 訊

公開 

計畫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詢問主辦機關後，將擇期公開 

調查

設計

階段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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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二、 

設 計

成果 

生態保

育措施

及工程

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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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施工

階段 
(附表 2) 

(附表 3) 

(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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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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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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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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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維護

管理

階段 
(附表 5) 

一、 

生 態

資 料

建檔 

生態檢

核資料

建檔參

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

態？ 

  □是：    □否： 

二、 

資 訊

公開 

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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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規劃設計) 

工程名稱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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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組成具有生態評估專業之團隊，或延攬外聘專家學者給予協助。應說明

單位/職稱、學歷/專業資歷、專長、參與勘查事項 

單位/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長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特殊物種  

現地環境描述  

4.棲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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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縮小  

□減輕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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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附表 2 生態監測紀錄表(施工階段) 

工程名稱 

（編號）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1.生態團隊組成：  

同附表 1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同附表 1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同附表 1 

4.棲地影像紀錄： 

包括棲地環境影像 (含拍攝日期) 

 

5.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應以特寫與全景照方式記錄生態保全對象，比對「自主檢查表」所載之相片紀錄。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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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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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發

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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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說明： 

1.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 

2.複查行動可自行增加欄列以至達複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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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施工階段)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 

(○○○○○○○○○○○/○○○)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施工圖示 

設計階段 圖示 說明 

施工範圍與生

態關注區域套

疊圖  

同附表 1-05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圖說 

 

範圍限制 

現地照片 

(施工便道 

及堆置區) 

(拍攝日期) 

參見附表 2-04 棲地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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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保全對象 
   

   

生態友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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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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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生態評析(維護管理階段) 

計畫名稱 

（編號） 

 維護管理

單位 

 

生態評析日期:  

1.生態團隊組成： 

須組成具有生態評估專業之團隊，或延攬外聘專家學者給予協助。應說明單位/職稱、學歷/專業資歷、專

長、參與勘查事項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相關生態環境之背景資料、施工階段生態評估歷程，以及完工（竣工）相關資料，以期掌握工程

施作之後的生態保育措施研擬與實行過程。應包含陸域生態資訊、水域生態資訊、生態議題、其他可能相

關之生態訊息等，應註明資料來源，包括學術研究報告、環境監測報告、地方生態資源出版品及網頁資料、

民間觀察紀錄資料等，以儘量蒐集為原則。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本階段生態棲地環境評估，應包含生態課題勘查與勘查意見往復、保育議題研議、棲地評估結果、特殊物

種 (包含稀有植物、保育類動物)、現地環境描述。現場勘查應針對以下生態議題進行評估：(1)確認生態

保全對象狀況、(2)可能之生態課題，例如：(a)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分佈、(b)影響環境生態的開發行為、

(c)強勢外來物種入侵、(d)水域廊道阻隔、(e) 有無環境劣化現象，其與治理工程施作之關聯、(f) 其他當

地生態系及生態資源面臨課題。 

 

4.棲地影像紀錄： 

包括棲地環境、生態保全對象之影像 (含拍攝日期)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以帄面圖示標繪治理範圍及其鄰近地區之生態保全對象及潛在生態課題，並與竣工圖套疊成生態關注區域

圖，描述工程與生態關注區域之關係。 

應配合竣工圖的範圍及比例尺進行繪製，比例尺約 1/1000。繪製範圍除了工程本體所在的地點，亦要將工

程可能影響到的地方納入考量，如濱溪植被緩衝區、施工便道的範圍。若河溪附近有道路通過，亦可視道

路為生態關注區域圖的劃設邊界。應標示包含施工時的臨時性工程預定位置，例如施工便道、堆置區等。 

 

6. 課題分析與保育措施： 

分析目前該環境是否存在重要環境生態課題，並對維護管理期間提出保育之措施。包括： 

(1) 釐清生態課題：可能發生之生態課題，例如：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消失、影響水資源保護的開發行

為、強勢外來物種入侵、水域廊道阻隔、其他當地生態系及生態資源面臨課題等。  

(2) 研擬保育措施：應對本處生態課題擬定可行之保育措施方案。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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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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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規劃設計階段執行成果 

4.1 工程區域生態資源盤點 

本計畫以不同年度「高屏溪第二次河川情勢調查」(2012)、「108~110 年

度高屏溪河川情勢調查計畫(2/3)」(2020)、既有線上資料庫資料等周邊地區相

關生態調查進行生態資料盤點。計畫區鄰近範圍水陸域動物盤點分別如表 4-1

至表 4-7 所示。 

表 4-1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鳥類盤點表 

物種 A B C 物種 A B C 

小白鷺    白環鸚嘴鵯    

黃頭鷺    紅尾伯勞    

夜鷺    樹鵲    

黑冠麻鷺    大卷尾    

鳳頭蒼鷹    白尾八哥    

松雀鷹    藍磯鶇    

大冠鷲    黃尾鴝    

竹雞    赤腹鶇    

白腹秧雞    東方大葦鶯    

小環頸鴴    短翅樹鶯    

磯鷸    極北柳鶯    

珠頸斑鳩    黃眉柳鶯    

紅鳩    灰頭鷦鶯    

領角鴞    褐頭鷦鶯    

台灣夜鷹    黑枕藍鶲    

小雨燕    台灣畫眉    

白腰雨燕    小彎嘴    

台灣擬啄木    山紅頭    

小啄木    綠繡眼    

赤腰燕    斑文鳥    

家燕    白腰文鳥    

洋燕    麻雀    

白面白鶺鴒    頭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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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 A B C 物種 A B C 

過眼線白鶺鴒    白腰鵲鴝    

灰鶺鴒    台灣紫嘯鶇    

紅嘴黑鵯    棕面鶯    

白頭翁    紋翼畫眉    

繡眼畫眉    紅尾鶲    

樹鷚    白尾鴝    

臺灣山鷓鴣    藍尾鴝    

東方鵟    黃腹琉璃    

綠簑鷺    星鴉    

臺灣朱雀    朱鸝    

翠翼鳩    黃嘴角鴞    

河鳥    青背山雀    

灰林鴿    山麻雀    

巨嘴鴉    灰喉山椒    

喜馬拉雅中杜鵑    煤山雀    

東方毛腳燕    東方蜂鷹    

大赤啄木    鉛色水鶇    

紅胸啄花    臺灣鷦眉    

黑臉鵐    斑紋鷦鶯    

小剪尾    岩鷚    

綠畫眉    火冠戴菊鳥    

遊隼    棕沙燕    

褐頭花翼    茶腹鳾    

松鴉    金背鳩    

白耳畫眉    黃羽鸚嘴    

鷹鵑    栗背林鴝    

深山鶯    綠鳩    

小鶯    臺灣噪眉    

棕噪眉    鷦鷯    

林鵰    白眉鶇    

紅頭山雀    白腹鶇    

黃胸藪眉    臺灣藍鵲    

臺灣叢樹鶯    冠羽畫眉    

藍腹鷴    白氏地鶇    

黃山雀    日菲繡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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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 A B C 物種 A B C 

小卷尾    斯氏繡眼    

大彎嘴    西方黃鶺鴒    

黑鳶        

總計 47 種 21 種 107 種 

背景資料 

 調查日期 調查範圍 

A-「高屏溪第二次河川情

勢調查」(2012) 
2011/9、11、2012/1、3 

新發大橋樣站 

(參閱第一章圖 2-1) 

B-「108~110 年度高屏溪

河川情勢調查計畫(2/3)」

(2020) 

2020/4 
新發大橋樣站 

(參閱第一章圖 2-1) 

C-台灣動物多樣性網站 2012/10-2020/6 
高雄市六龜區 + 網格標號

=2720-76-01-24 

 

表 4-2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爬蟲類類盤點表 

物種 A B 物種 A B 

鉛山壁虎   印度蜓蜥   

疣尾蝎虎   鮑氏蜓蜥   

斯文豪氏攀蜥   斯文豪氏攀蜥   

麗紋石龍子   赤尾青竹絲   

多線真稜蜥   龜殼花   

長尾南蜥   班龜   

總計 7 種 8 種 

背景資料 

 調查日期 調查範圍 

A-「高屏溪第二次河川情

勢調查」(2012) 
2011/9、11、2012/1、3 

新發大橋樣站 

(參閱第一章圖 2-1) 

B-「108~110 年度高屏溪

河川情勢調查計畫(2/3)」

(2020) 

2020/4 
新發大橋樣站 

(參閱第一章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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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魚類盤點表 

物種 A B 物種 A B 

高身白甲魚   台灣間爬岩鰍   

中間鰍蛇   南台中華爬岩鰍   

台灣鬚鱲   中華花鰍   

高屏馬口鱲   台灣石賓   

何氏棘魞   南台吻鰕虎   

高身小鰾鮈   總計 9 種 7 種 

背景資料 

 調查日期 調查範圍 

A-「高屏溪第二次河川情

勢調查」(2012) 
2011/9、11、2012/1、3 

新發大橋樣站 

(參閱第一章圖 2-1) 

B-「108~110 年度高屏溪

河川情勢調查計畫(2/3)」

(2020) 

2020/4 
新發大橋樣站 

(參閱第一章圖 2-1) 

 

表 4-4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兩棲類盤點表 

物種 A B 物種 A B 

盤古蟾蜍   拉都希氏赤蛙   

黑眶蟾蜍   太田樹蛙   

澤蛙   面天樹蛙   

小雨蛙   布氏樹蛙   

貢德氏赤蛙   黑蒙西氏小雨蛙   

總計 8 種 6 種 

背景資料 

 調查日期 調查範圍 

A-「高屏溪第二次河川情

勢調查」(2012) 
2011/9、11、2012/1、3 

新發大橋樣站 

(參閱第一章圖 2-1) 

B-「108~110 年度高屏溪

河川情勢調查計畫(2/3)」

(2020) 

2020/4 
新發大橋樣站 

(參閱第一章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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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哺乳類盤點表 

物種 A B 物種 A B 

台灣獼猴   長尾鼠耳蝠   

赤腹松鼠   東亞家蝠   

田鼷鼠   山家蝠   

臺灣葉鼻蝠   台灣野兔 (痕跡)  

赤黑鼠耳蝠   總計 9 種 0 種 

背景資料 

 調查日期 調查範圍 

A-「高屏溪第二次河川情

勢調查」(2012) 
2011/9、11、2012/1、3 

新發大橋樣站 

(參閱第一章圖 2-1) 

B-「108~110 年度高屏溪

河川情勢調查計畫(2/3)」
(2020) 

2020/4 
新發大橋樣站 

(參閱第一章圖 2-1) 

 

表 4-6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底棲生物盤點表 

物種 A B 物種 A B 

粗糙沼蝦   大和沼蝦   

總計 2 種 2 種 

背景資料 

 調查日期 調查範圍 

A-「高屏溪第二次河川情

勢調查」(2012) 
2011/9、11、2012/1、3 

新發大橋樣站 

(參閱第一章圖 2-1) 

B-「108~110 年度高屏溪

河川情勢調查計畫(2/3)」

(2020) 

2020/4 
新發大橋樣站 

(參閱第一章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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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昆蟲(蜻蜓、蝴蝶)盤點表 

物種 A B 物種 A B 

青紋細蟌 
 

 異紋帶蛺蝶   

脛蹼琵蟌   小波眼蝶   

短腹幽蟌   淺色眉眼蝶   

猩紅蜻蜓   切翅眉眼蝶   

侏儒蜻蜓   森林暮眼蝶   

薄翅蜻蜓   藍紋鋸眼蝶   

霜白蜻蜓(中印亞種)   台灣粉蝶   

杜松蜻蜓   八重山粉蝶   

總計 6 種 4 種 淡黃蝶   

黃斑弄蝶   端紅蝶   

禾弄蝶   黑點粉蝶   

褐弄蝶   紋白蝶   

紅珠鳳蝶   台灣紋白蝶   

青鳳蝶   黑脈粉蝶   

花鳳蝶   斑粉蝶   

黑鳳蝶   雌白黃蝶   

白粉蝶   青斑鳳蝶   

亮色黃蝶   烏鴉鳳蝶   

纖粉蝶   大鳳蝶   

遷粉蝶   玉帶鳳蝶   

黃蝶   青帶鳳蝶   

亮色黃蝶   白紋鳳蝶   

藍灰蝶   樺斑蝶   

波豆灰蝶   黑脈樺斑蝶   

淡紋青斑蝶   紫蛇目蝶   

小紋青斑蝶   圓翅紫斑蝶   

旖斑蝶   端紫斑蝶   

大白斑蝶   斯氏紫斑蝶   

黃襟蛺蝶   小紫斑蝶   

眼蛺蝶   琉球紫蛺蝶   

鱗紋眼蛺蝶   黑擬蛺蝶   

黃鉤蛺蝶   玉帶蔭蝶   

豆環蛺蝶   黑樹蔭蝶   

細帶環蛺蝶   樹蔭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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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 A B 物種 A B 

琉球三線蝶   石墻蝶   

台灣三線蝶   波紋小灰蝶   

姬小紋青斑蝶   沖繩小灰蝶   

孔雀蛺蝶   台灣琉璃小灰蝶   

琉球青斑蝶   恆春小灰蝶   

淡色小紋青斑蝶   姬波紋小灰蝶   

眼紋擬蛺蝶   台灣黑星小灰蝶   

姬紅蛺蝶   淡綠弄蝶   

小波紋蛇目蝶   台灣單帶弄蝶   

台灣波紋蛇目蝶   白裙弄蝶   

小蛇目蝶   黑星弄蝶   

總計 32 種 53 種 

背景資料 

 調查日期 調查範圍 

A-「高屏溪第二次河川情

勢調查」(2012) 
2011/9、11、2012/1、3 

新發大橋樣站 

(參閱第一章圖 2-1) 

B-「108~110 年度高屏溪

河川情勢調查計畫(2/3)」

(2020) 

2020/4 
新發大橋樣站 

(參閱第一章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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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工程概況  

本案位於高雄市六龜區，主要工程項目為河道整理 800 公尺，為荖濃溪水

溪，工程區域下游為荖濃溪與寶來溪接壤處，工程區域右岸直接接壤崩塌地環

境，左岸則為人為干擾區域，民宅、旅宿接集中於此，唯靠堤岸邊有人為種植

喬木區域、草生地、臨時性埤塘，工程區域上下游則多為原生林地區域，沿線

除道路兩側部分為人為開墾或公園，皆維持自然狀況，顯示陸域環境棲地良

好。而水域環境因處中上游，水質清澈，水流較為湍急，棲地型態多為深流，

為部分魚類所適之水域棲地，且濱溪環境亦能提供哺乳類、爬蟲類、鳥類活動

之用。環境照如圖 4-1 所示。工程初步帄面設計圖如圖 4-2 所示。 

  

左岸堤內草生地  下游右岸山壁 

 

 

下游右岸河道及人為砌石 上游右岸水域環境 

圖 4-1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環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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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帄面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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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生態調查成果 

一、 植物 

本次植物調查範圍主要圍右岸堤內草生環境及左岸靠近山壁附近 2 調路

徑，調查範圍內草生地物種有甜根子草、五節芒、孟仁草等常見草本植物，

靠近峭壁附近有灌木及喬木生長，如銀合歡、山柚、梧桐等。 

調查共記錄維管束植物 60 科 148 屬 170 種，其中蕨類植物佔 6 科 7 屬 7

種，裸子植物佔 3 科 5 屬 5 種，雙子葉植物佔 45 科 111 屬 132 種，單子葉植

物佔 6 科 25 屬 26 種。按植物生長型劃分，計有喬木 67 種、灌木 16 種、木

質藤本 6 種、草質藤本 9 種及草本 72 種。依植物屬性區分，計有原生種 84

種（包含特有種 4 種）。歸化種 61 種（包含入侵種 15 種），栽培種則有 25

種。植物歸隸屬性表如表 4-8 所示，植物名錄如 

由歸隸屬性分析發現，本地植物生長型以草本植物佔 42.4%最多，喬木

佔 39.4%次之；物種組成中有 49.1%為原生種（含特有種佔 2.4%），35.9%

為歸化種（含入侵種佔 8.8%）。調查範圍並未記錄有文資法公告之珍貴稀有

植物；環保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之特稀有植物有臺灣肖楠及臺灣杉 2 種

(皆為環評等級：3)；為 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之具保育急迫性等

級的物種：瀕危（Endangered, EN）的有臺灣杉及菲島福木 2 種；易危(Vulerable, 

VU）的有臺灣肖楠 1 種；近危(Near Threatened, NT)的有六月雪 1 種，皆屬

人為栽植作為園藝景觀植栽，生長狀況良好；屬臺灣特有種有臺灣杉、山芙

蓉、臺灣欒樹及臺灣蕘花 4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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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植物歸隸特性表 

歸隸屬性 類型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小計 

分類 

科 6 3 45 6 60 

屬 7 5 111 25 148 

種 7 5 132 26 170 

生長型 

喬木 0 5 60 2 67 

灌木 0 0 15 1 16 

木質藤本 0 0 5 1 6 

草質藤本 0 0 9 0 9 

草本 7 0 43 22 72 

屬性 

原生 7 1 58 14 80 

特有 0 1 3 0 4 

歸化 0 0 40 6 46 

入侵 0 0 11 4 15 

栽培 0 3 20 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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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植物名錄 

綱 科 屬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IUCN 

蕨類植物 骨碎補科 骨碎補屬 Davallia griffithiana Hook.  杯狀蓋陰石蕨 草本 原生  

蕨類植物 木賊科 木賊屬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木賊 草本 原生  

蕨類植物 蓧蕨科 腎蕨屬 Nephrolepis cordifolia (L.) C. Presl  腎蕨 草本 原生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伏石蕨屬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C. Presl  伏石蕨 草本 原生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金粉蕨屬 Onychium japonicum (Thunb.) Kunze  日本金粉蕨 草本 原生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鳳尾蕨屬 Pteris vittata L.  鱗蓋鳳尾蕨 草本 原生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毛蕨屬 Cyclosorus jaculosus (Christ) H. Ito  小毛蕨 草本 原生  

裸子植物 南洋杉科 南洋杉屬 Araucaria cunninghamii Aiton ex D. Don 肯氏南洋杉 喬木 栽培  

裸子植物 柏科 肖楠屬 Calocedrus macrolepis var. formosana Kurz (Florin) Cheng & L.K. Fu.  臺灣肖楠* 喬木 原生 VU 

裸子植物 柏科 臺灣杉屬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ata  臺灣杉* 喬木 特有 EN 

裸子植物 柏科 側柏屬 Thuja orientalis L. 側柏 喬木 栽培  

裸子植物 杉科 落羽松屬 Taxodium distichum (L.) A. Rich 落羽松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蘆莉草屬 Ruellia brittoniana Leonard 翠蘆莉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莧科 蓮子草屬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Nicholson  毛蓮子草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莧科 蓮子草屬 Alternanthera paronychioides St. Hil. 匙葉蓮子草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莧科 青葙屬 Celosia argentea L.  青葙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芒果屬 Mangifera indica L. 芒果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黃連木屬 Pistacia chinensis Bunge 黃連木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漆樹屬 Rhus chinensis var. roxburghiana (DC.) Rehder  繫氏鹽膚木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番荔枝科 番荔枝屬 Annona montana Macf.  山刺番荔枝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黑板樹屬 Alstonia scholaris (L.) R.Br.  黑板樹 喬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尖尾鳳屬 Asclepias curassavica L.  馬利筋 草本 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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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科 屬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IUCN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酸藤屬 Ecdysanthera rosea Hook. & Arn. 酸藤 木質藤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緬梔屬 Plumeria rubra L. var. acutifolia (Poir.) ex Lam.) Bailey 緬梔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霍香薊屬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霍香薊屬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草本 入侵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鬼針屬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 L. Sch. Bip. 大花咸豐草 草本 入侵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艾納香屬 Blumea lacera (Burm. f.) DC.  生毛將軍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香澤蘭屬 Chromolaena odorata (L.) R. M. King & H. Rob  香澤蘭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假蓬屬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加拿大蓬 草本 入侵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假蓬屬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野茼蒿 草本 入侵  

雙子葉植物 菊科 波斯菊屬 Coreopsis tinctoria Nutt.  波斯菊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昭和草屬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昭和草 草本 入侵  

雙子葉植物 菊科 紫背草屬 Emilia sonchifolia var. javanica (L.) DC. (Burm. f.) Mattfeld  紫背草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兔仔菜屬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兔仔菜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蔓澤蘭屬 Mikania micrantha H. B. K.  小花蔓澤蘭 草質藤本 入侵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刺果菊屬 Pterocypsela indica (L.) C. Shih  鵝仔草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苦苣菜屬 Sonchus oleraceus L.  苦滇菜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王爺葵屬 Tithonia diversifolia (Hemsl.) A.Gray  王爺葵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長柄菊屬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草本 入侵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蟛蜞菊屬 Wedelia trilobata (L.) Hitchc.  南美蟛蜞菊 草本 入侵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黃鵪菜屬 Youngia japonica (L.) DC. 黃鵪菜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紫葳科 巴西紫葳屬 Jacaranda acutifolia Humb. et Bonpl. 藍花楹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紫葳科 山菜豆屬 Radermachera sinica (Hance) Hemsl. 山菜豆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紫葳科 火燄木屬 Spathodea campanulata Beauv.  火焰木 喬木 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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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科 屬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IUCN 

雙子葉植物 紫葳科 風鈴木屬 Tabebuia chrysantha (Jacq.) G. Nicholson 黃花風鈴木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紫葳科 風鈴木屬 Tabebuia pentaphylla (L.) Hemsl. 洋紅風鈴木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大麻科 山黃麻屬 Trema orientalis (L.) Bl.  山黃麻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石竹科 荷蓮豆草屬 Drymaria diandra Blume 菁芳草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藤黃科 福木屬 Garcinia subelliptica Merr. 菲島福木* 喬木 原生 EN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欖仁屬 Terminalia catappa L.  欖仁*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欖仁屬 Terminalia mantalyi H. Perrier. 小葉欖仁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牽牛屬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野牽牛 草質藤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破布子科 破布子屬 Cordia dichotoma G. Forst.  破布子 喬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穿山龍屬 Neoalsomitra integrifolia (Cogn.) Hutch.  穿山龍 草質藤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柿樹科 柿屬 Diospyros eriantha Champ. ex Benth.  軟毛柿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杜英科 杜英屬 Elaeocarpus serratus L. 錫蘭橄欖 喬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地錦草屬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飛揚草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地錦草屬 Chamaesyce hypericifolia (L.) Millsp.  假紫斑大戟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地錦草屬 Chamaesyce serpens (H. B. & K.) Small  匍根大戟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變葉木屬 Codiaeum variegatum Bl.  變葉木 灌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血桐屬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血桐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野桐屬 Mallotus japonicus (Thunb.) Muell.-Arg.  野桐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野桐屬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uell.-Arg.  白匏子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烏臼屬 Triadica sebifera (L.) Small  烏臼 喬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相思樹屬 Acacia confusa Merr.  相思樹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煉莢豆屬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煉莢豆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羊蹄甲屬 Bauhinia x blakeana Dunn. 艷紫荊 喬木 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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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豆科 粉撲花屬 Calliandra haematocephala Hassk. 美洲合歡 灌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決明屬 Cassia barkeriana Linn. 花旗木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假含羞草屬 Chamaecrista nictitans var. glabrata (Vogel) H.S. Irwin & Barneby  大葉假含羞草 灌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山螞蝗屬 Desmodium sequax Wall.  波葉山螞蝗 灌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山螞蝗屬 Desmodium triflorum (L.) DC. 蠅翼草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豆科 銀合歡屬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喬木 入侵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含羞草屬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ht ex Sauvalle 美洲含羞草 木質藤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含羞草屬 Mimosa pudica L.  含羞草 草本 入侵  

雙子葉植物 豆科 鹿藿屬 Rhynchosia volubilis Lour.  鹿藿 草質藤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豆科 決明屬 Senna siamea (Lamarck) Irwin & Barneby 鐵刀木 喬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田菁屬 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田菁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繫望子屬 Tamarindus indica L.  繫望子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唇形科 海州常山屬 Clerodendrum trichotomum Thunb.  海州常山 灌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唇形科 香苦草屬 Hyptis suaveolens (L.) Poir.  香苦草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樟科 樟屬 Cinnamomum burmannii (Nees) Blume  陰香 喬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樟科 樟屬 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樟樹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紫薇屬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  九芎*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木蘭科 烏心石屬 Michelia compressa var. compressa (Maxim.) Sargent 烏心石*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木棉屬 Bombax malabarica DC. 木棉 喬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梧桐屬 Firmiana simplex (L.) W. F. Wight  梧桐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木槿屬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灌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木槿屬 Hibiscus taiwanensis Hu  山芙蓉* 灌木 特有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賽葵屬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草本 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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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馬拉巴栗屬 Pachira macrocarpa (Cham. & Schl.) Schl.  馬拉巴栗 喬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梵天花屬 Urena lobata L.  野棉花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楝科 楝屬 Melia azedarach Linn 楝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楝科 桃花心木屬 Swietenia mahogoni (L.) Jacq. 桃花心木 喬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防己科 木防己屬 Cocculus orbiculatus (L.) DC 木防己 木質藤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波繫蜜屬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am. 波繫蜜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波繫蜜屬 Artocarpus incisus (Thunb.) L. f.  麵包樹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構樹屬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benjamina L. 垂榕*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elastica Roxb. 印度橡膠樹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microcarpa Linn. f. 正榕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septica Burm. f. 稜果榕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桑科 葎草屬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草質藤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桑屬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桑樹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桃金孃科 赤楠屬 Syzygium myrtifolium (Roxb.) Walp. 長紅木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桃金孃科 赤楠屬 Syzygium samarangense (Blume) Merr. et Perry  蓮霧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紫茉莉科 九重葛屬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九重葛 木質藤本 栽培  

雙子葉植物 紫茉莉科 皮孫木屬 Pisonia aculeata L.  腺果藤 木質藤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木犀科 梣屬 Fraxinus griffithii C. B. Clarke  白雞油*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木犀科 木犀屬 Osmanthus fragrans Lour.  桂花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水丁香屬 Ludwigia hyssopifolia (G. Don) Exell  細葉水丁香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水丁香屬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水丁香 草本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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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山柚科 山柚屬 Champereia manillana (Bl.) Merr.  山柚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酢漿草科 酢漿草屬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漿草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酢漿草科 酢漿草屬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漿草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西番蓮屬 Passiflora foetida var. hispida L.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毛西番蓮 草質藤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西番蓮屬 Passiflora suberosa Linn.  三角葉西番蓮 草質藤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葉下珠科 重陽木屬 Bischofia javanica Bl.  茄冬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葉下珠科 紅仔珠屬 Breynia officinalis var. officinalis Hemsley  紅仔珠 灌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葉下珠科 土密樹屬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  土密樹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葉下珠科 饅頭果屬 Glochidion philippicum (Cavan.) C. B. Rob.  菲律賓饅頭果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葉下珠科 葉下珠屬 Phyllanthus tenellus Roxb.  五蕊油柑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咖啡屬 Coffea arabica L.  咖啡 灌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雞屎藤屬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草質藤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九節木屬 Psychotria serpens L.  拎壁龍 草質藤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茜草樹屬 Randia spinosa (Thunb.) Poir.  對面花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六月雪屬 Serissa serissoides (DC.) Druce  六月雪* 草本 歸化 NT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鴨舌黃舅屬 Spermacoce assurgens Ruiz & Pavon  光葉鴨舌癀舅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月橘屬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楊柳科 柳屬 Salix pendulina Wenderoth  垂柳 喬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欒樹屬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喬木 特有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無患子屬 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 無患子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玄參科 揚波屬 Buddleja asiatica Lour.  揚波 灌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茄科 煙草屬 Nicotiana plumbaginifolia Viv.  皺葉煙草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茄科 茄屬 Solanum americanum Miller  光果龍葵 草本 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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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瑞香科 蕘花屬 Wikstroemia taiwanensis Chang  臺灣蕘花 灌木 特有  

雙子葉植物 榆科 櫸屬 Zelkova serrata (Thunb.) Makino 臺灣櫸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苧麻屬 Boehmeria densiflora Hook. & Arn.  密花苧麻 灌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冷水麻屬 Pilea microphylla (L.) Liebm.  小葉冷水麻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金露花屬 Duranta repens Linn. 金露花 灌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馬纓丹屬 Lantana camara L.  馬纓丹 灌木 入侵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火筒樹屬 Leea guineensis G. Don  火筒樹* 灌木 原生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拎樹藤屬 Epipremnum pinnatum (L.) Engl. ex Engl. & Kraus 拎樹藤 草質藤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山棕屬 Arenga tremula (Blanco) Becc.  山棕 灌木 原生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黃椰子屬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Bory) Wendl.  黃椰子 喬木 栽培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大王椰子屬 Roystonea regia (H. B. K.) O. F. Cook  大王椰子 喬木 栽培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莎草屬 Cyperus involucratus Rottb.  輪傘莎草 草本 歸化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水蜈蚣屬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葉水蜈蚣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蘆竹屬 Arundo formosana Hack.  臺灣蘆竹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蒺藜草屬 Cenchrus echinatus L.  蒺藜草 草本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虎尾草屬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入侵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狗牙根屬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雙花草屬 Dichanthium annulatum (Forsk.) Stapf  雙花草 草本 入侵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穇屬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畫眉草屬 Eragrostis amabilis (L.) Wight & Arn. ex Nees 鯽魚草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芒屬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  五節芒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求米草屬 Oplismenus compositus (L.) P. Beauv.  竹葉草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稷屬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草本 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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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雀稗屬 Paspalum urvillei Steud.  吳氏雀稗 草本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狼尾草屬 Pennisetum polystachion (L.) Schult.  牧地狼尾草 草本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狼尾草屬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草本 入侵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紅毛草屬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甘蔗屬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狗尾草屬 Setaria parviflora (Poir.) Kerguelen  莠狗尾草 草本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鼠尾粟屬 Sporobolus indicus var. major (L.) R. Br. (Buse) Baaijens  鼠尾粟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棕葉蘆屬 Thysanolaena latifolia (Roxb. ex Hornem.) Honda  棕葉蘆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香蒲科 香蒲屬 Typha orientalis Presl  香蒲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薑科 月桃屬 Alpinia zerumbet (Persoon) B. L. Burtt & R. M. Smith  月桃 草本 原生  

註 1：「IUCN」欄顯示臺灣植物紅皮書編輯委員會（2017）中的物種受威脅等級，名錄中僅列受威脅等級為極危（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危（Endangered, EN）、

易危（Vulnerable, VU）、接近受脅（Near Threatened, NT）之物種。 

註 2：中文名後方*代表該種為原生種或特有種，但在當地屬於人為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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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鳥類 

(一) 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結果共記錄鳥類 8 目 22 科 31 種，分別為雉科的竹雞；鴴

科的小環頸鴴；鴟鴞科的領角鴞；夜鷹科的南亞夜鷹；鵯科的紅嘴黑鵯、

白頭翁、白環鸚嘴鵯；麻雀科的麻雀；繡眼科的綠繡眼；鴉科的樹鵲；鶲

科的鉛色水鶇、藍磯鶇；鳩鴿科的紅鳩、珠頸斑鳩；燕科的家燕、洋燕、

赤腰燕等；鬚鴷科的五色鳥；畫眉科的小彎嘴等等，其中以白頭翁最為常

見。鳥類資源表如表 4-10 所示。 

(二) 特有性 

本計畫調查記錄到特有亞種的領角鴞、南亞夜鶯、大冠鷲、樹鵲、大

卷尾、紅嘴黑鵯、白環鸚嘴鵯等 12 種；特有種的竹雞、五色鳥 2 種，外來

種的白尾八哥 1 種，共計 15 種。 

(三) 保育類 

本計畫保育類物種記錄珍貴稀有保育類的大冠鷲(2 隻次)、領角鴞(1

隻次)、朱鸝(1 隻次)3 種，應予保育物種的鉛色水鶇(4 隻次)、紅尾伯勞(2

隻次)2 種共計 5 種。 

表 4-10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鳥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遷徙屬性 

雞形目 雉科 竹雞 Bambusicola sonorivox E  R 

鴴形目 鴴科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dubius curonicus   W 

鴞形目 鴟鴞科 領角鴞 Otus lettia glabripes Es II R 

夜鷹目 夜鷹科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Es  R 

鷹形目 鷹科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hoya Es II R 

鴷形目 鬚鴷科 五色鳥 Psilopogon nuchalis E  R 

鴿形目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R 

鴿形目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R 

雀形目 畫眉科 小彎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Swinhoe Es  R 

雀形目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Linnaeus  Ⅲ W,T 

雀形目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Es  R,T 

雀形目 椋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Ais  R 

雀形目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R 

雀形目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topela   R 

雀形目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R 

雀形目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Es  R 

雀形目 黃鸝科 朱鸝 Oriolus traillii ardens Es I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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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形目 鶇科 赤腹鶇 Turdus chrysolaus chrysolaus   W 

雀形目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Es  R 

雀形目 扇尾鶯科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R 

雀形目 鶺鴒科 白面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leucopsis   R,W 

雀形目 鶺鴒科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cinerea   R,W 

雀形目 鶲科 藍磯鶇 Monticola solitarius philippensis   R,W 

雀形目 鶲科 鉛色水鶇 Phoenicurus fuliginosus affinis Es III R 

雀形目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nigerrimus Es  R 

雀形目 鵯科 白環鸚嘴鵯 Spizixos semitorques cinereicapillus Es  R 

雀形目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Es  R 

雀形目 燕科 赤腰燕 Cecropis striolata striolata   R 

雀形目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R,T 

雀形目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S,W,T 

雀形目 燕科 棕沙燕 Riparia chinensis chinensis   R 

8 目 22 科 31 種 15 種 5 種  

a. 註 1：「特有種」一欄「E」指臺灣特有種；「Es」指臺灣特有亞種；「Ais」指外來種。  

b. 註 2：保育類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註 3：

「備註」一欄，英文代碼第 1 碼為留候鳥屬性(R：留鳥；W：冬候鳥；S：夏候鳥；T：過境鳥；I：引進種)，

以「/」隔開者為本物種兼具多種屬性族群。 

 

三、 哺乳類 

(一) 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並記錄哺乳類 2 目 2 科 2 種，為獼猴科的台灣獼猴及兔科

的台灣野兔。哺乳類資源表如表 4-12 所示。 

(二) 特有性 

本次調查並記錄哺乳種皆為台灣特有種。 

(三) 保育類 

本次調查並未記錄到保育類物種。 

表 4-11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哺乳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靈長目 獼猴科 台灣獼猴 Macaca cyclopis E  

兔形目 兔科 臺灣野兔 Lepus sinensis subsp. formosus E  

2 目 2 科 2 種 2 種 0 種 

註 1：「E」指特有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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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魚類 

(一) 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僅記錄魚類 1 目 1 科 1 種，為台灣鬚鱲(3 隻次)。魚類資源

表如表 4-12 所示。 

(二) 特有性 

本次調查僅紀錄鯉科的台灣鬚鱲一種特有種魚類。 

(三) 保育類 

本次調查並未記錄到保育類物種。 

表 4-12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魚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鯉形目 鯉科 台灣鬚鱲 Candidia barbata E  

1 目 1 科 1 種 1 種 0 種 

註 1：「E」指特有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五、 兩棲類 

(一) 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結果共記錄兩生類 1目 3科 3種，分別為叉舌蛙科的澤蛙；

赤蛙科的拉都希氏赤蛙；蟾蜍科的黑眶蟾蜍。兩棲類資源表如表4-13所示。 

(二) 特有性 

本計畫調查記錄未紀錄任何特有種兩棲類。 

(三) 保育類 

本計畫未記錄保育類兩棲類。 

表 4-13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兩棲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無尾目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無尾目 赤蛙科 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無尾目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1 目 3 科 3 種 0 種 0 種 

註 1：「特有種」一欄「E」指臺灣特有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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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底棲生物 

(一) 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記錄到 1 目 2 科 3 種底棲生物，為長臂蝦科的粗糙沼蝦、

大和沼蝦；溪蟹科的拉氏清溪蟹。底棲生物資源表如表 4-14 所示。 

(二) 特有性 

本次調查僅記錄溪蟹科的拉氏清溪蟹一種特有種。 

(三) 保育類 

本次調查並未記錄到保育類物種。 

表 4-14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底棲生物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十足目 長臂蝦科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十足目 長臂蝦科 大和沼蝦 Macrobrachium japonicum   

十足目 溪蟹科 拉氏清溪蟹 Candidiopotamon rathbuni E  

1 目 2 科 3 種 1 種 0 種 

註 1：「特有種」一欄「E」指臺灣特有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七、 昆蟲 

(一) 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記錄到 2 目 4 科 8 種昆蟲，分別為蜻蜓科的善變蜻蜓、猩

紅蜻蜓、霜白蜻蜓及金黃蜻蜓；細蟌科的青紋細蟌；蛺蝶科的雙標紫斑蝶；

粉蝶科的白粉蝶、黃蝶。昆蟲資源表如表 4-15 所示。 

(二) 特有性 

本次調查未記錄到台灣有種昆蟲。 

(三) 保育類 

本次調查並未記錄到保育類昆蟲。 

表 4-15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昆蟲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蜻蛉目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蜻蛉目 蜻蜓科 善變蜻蜓 Neurothemis ramburii    

蜻蛉目 蜻蜓科 猩紅蜻蜓 Crocothemis servilia   

蜻蛉目 蜻蜓科 霜白蜻蜓 Orthetrum pruinosum subsp. neglectum   

蜻蛉目 蜻蜓科 金黃蜻蜓 Orthetrum glaucum   

鱗翅目  粉蝶科 黃蝶 Eurema hecabe   

鱗翅目 粉蝶科 白粉蝶 Pieris rapae   

鱗翅目 蛺蝶科 雙標紫斑蝶 Euploea sylvester subsp. swinhoei   

2 目 4 科 8 種 0 種 0 種 

註 1：「特有種」一欄「E」指臺灣特有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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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生態調查所記錄之照片，如 

圖 4-3 所示: 

 
 

二級保育類-朱鸝 三級保育類-鉛色水鶇 

 

 

二級保育類-大冠鷲 三級保育類-紅尾伯勞 

 

 

赤腹鶇 藍磯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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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環頸鴴 白環鸚嘴鵯 

  

台灣獼猴 台灣鬚鱲 

 

 

大和沼蝦 拉氏清溪蟹 

 
 

夜間調查-黑眶蟾蜍 夜間調查-澤蛙 



50 

圖 4-3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物種及工作照 

  

  

雙標紫斑蝶 善變蜻蜓 

  

六月雪 台灣杉 

  

蝦籠佈點回收 手拋網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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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生態關注圖 

一、 調查區域 

本工區陸域調查重點區域分為工程上下游、左岸沿線、寶來溪與荖濃溪

匯流處，鼠籠佈點亦於沿線分布，水域樣站主要重點為上下游區域及匯流口

處，共佈設 6 個水域樣站，另外夜間調查主要於左岸沿線長草區、下游沙地

區域，經調查後發現眾多關注物種，於本次生態檢核中列為重點保對象，但

因本次工程為疏濬作業，對鄰近區域的陸域環境影響較低，陸域範圍唯靠近

下游陸橋區域需多加注意此區域物種棲息。調查物種位置、樣點、路徑位置

如圖 4-4 所示。 

 
圖 4-4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物種位置、調查樣站及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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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關注圖 

依據核定階段初步區域劃分，後經規劃設計階段調查重點及資料盤點，

本次關注圖如圖 4-5 所示。左岸住戶、旅宿列為人為干擾區域，近堤防邊因

有人為種植喬灌木、草生環境，故劃設為低敏感度區域，原始林區域劃設為

高敏感度區域，除崩塌地區劃設為中度敏感區域，與核定階段不同處為下游

橋墩區域因發現鉛色水鶇、台灣野兔等於此棲息，因此劃設為中度敏感區域，

又因本次施工便道可能通過此區域，於工程時期應多加注意此範圍。 

 
圖 4-5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生態關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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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生態議題評估 

本案於荖濃溪河道進行施作，右岸鄰近原始林區域，提供鳥類極佳的覓食

和躲藏環境，濱溪帶又發現鉛色水鶇、台灣野兔於此出沒，除此處紀錄並發現

多種保育種鳥類，又於匯流處樣區發現溪蟹活動，生態資源豐富，是故提出下

列建議: 

一、 生態議題評估: 

(一) 水域環境調查及資料盤點後發現台灣保育魚類-南臺中華爬岩鰍及多種

特有魚類於此，若工程擾動水域，會造成水域環境濁度上升，可能造成

水域生物死亡工程於河道內。 

(二) 工程區域調查到許多保育鳥類，且鄰近原生林地工程的噪音可能對其造

成驅離的效果，導致此區域鳥類生存壓力上升。 

(三) 工程機具易造成揚塵，可能造成附近區域植被生長受影響。 

(四) 施工便道若經生態敏感區域或綠覆蓋區域，將影響濱溪帶環境的生物利

用。 

(五) 施工機具行駛於野生動物出沒路線，可能造成驅趕或輾斃。 

二、 友善措施: 

(一) 「迴避」：本案保育種鳥類資源豐富，若施工時發出噪音太大，容易遭

成驅離的效果，因此工程應迴避右岸原生林地。 

(二) 「迴避」：施工地點左岸堤邊附近有臨時性埤塘，是兩棲類動物臨時棲

地，河道整理應避免整理此區域。 

(三) 「迴避」：妥善安排工程施作時間，避免晨昏時段野生動物活動旺盛期

間施工。 

(四) 「減輕」：進入河道內施作時，設置臨時沉沙池或淨水池，並隨時檢視

清除雜物及沉沙，確保其功用，避免工程使濁度上升，影響水域生物生

存。 

(五) 「減輕」：設置施工便道、臨時置料區應優先使用既有道路或施工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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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闢施工便道以草生地或裸露地環境為主，以干擾最少植被範圍為原則

劃設，減少植被遭移除之面積，並禁止工程擾動施工邊界外之區域。 

(六) 「減輕」：濱溪帶部分巨石應保留，保留鉛色水鶇鳥踏的環境。 

(七) 「減輕」：施工期間將遺留之民生及工程廢棄物集中處理，並帶離現場。 

(八) 「減輕」：施工車輛於工區周圍速限每小時 30 公里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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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表單 

5.1 生態檢核執行情形檢核表 

依據生態檢核各階段所需完成事項，填報自評表表單，本案為規劃設計階

段，主要需填報生態保育措施、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其餘填報項目如表

5-1 所示。 

表 5-1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自評表(規劃設計階段)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生態檢核 
水系

名稱 
荖濃溪 填表人 逢甲大學 

工程名稱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整理工程 
設計

單位 
自辦設計 

紀錄日

期 
2021/3/26 

工程期程  
監造

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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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施工

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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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

預算/

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高雄市六龜區  TWD97 座標  X：194703.88 Y：2489306.09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疏濬作業 800m 

預期效益  

階段 
檢核

項目 

評估內

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

提報

核定

階段 

 

一、 

專 業

參與 

生態背

景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

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 態

資 料

蒐 集

調查 

地理位

置 

3.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4.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

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

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文獻資料顯示，此區域有許多保育種鳥類在此活動，雖水域環境未見保育類，但因

多為原生種或特有種，本次工程應多加注意。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

統? 

  ■是：於高屏溪支流荖濃溪水系，且有原生林、灘地、埤塘等七地型態。                                              

  □否 

生態環

境及議

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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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評

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

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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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調查評

析、生

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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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四、 

民 眾

參與 

地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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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說明會，

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

相關意見？ 

  □是：    ■否：將詢問主辦機關後是否辦理民眾參與  

五、 

資 訊

公開 

計畫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詢問主辦機關後，將擇期公開 

調查

設計

階段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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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二、 

設 計

成果 

生態保

育措施

及工程

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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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詢問主辦機關後，將擇期公開                                     

施工

階段 
(附表 2) 

(附表 3) 

(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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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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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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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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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維護

管理

階段 
(附表 5) 

一、 

生 態

資 料

建檔 

生態檢

核資料

建檔參

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

態？ 

  □是：    □否： 

二、 

資 訊

公開 

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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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規劃設計) 

工程名稱 
荖濃溪寶來二號橋下游河道

整理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0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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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組成具有生態評估專業之團隊，或延攬外聘專家學者給予協助。應說明單

位/職稱、學歷/專業資歷、專長、參與勘查事項 

單位/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長 

顧問 曾晴賢 協助生態檢核 
台灣大學動物

學博士 
魚類學、河川生態學 

顧問 林義忠 協助生態檢核 

成功大學水利
及海洋工程學
系研究所 

景觀綠美化、水土保持 

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 鄭詠升 生態檢核 
交通大學土木
工程博士 

統計分析、生態檢核 

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 陳震 生態檢核 
中興大學分子
生物學碩士 

鳥類調查、魚類調查、生態檢核 

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 江鴻猶 生物檢核 
中興大學森林

系碩士 
植物調查、生態檢核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本計畫蒐集鄰近相關資料，包括高屏溪情勢調查-新發大橋樣站、台灣動物多樣性網站(高雄市
六龜區 + 網格標號=2720-76-01-24)、iNaturalist(高雄市六龜區)、e-brid 等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工程範圍內因鄰近淺山區域，事先將該區域原生林地劃設為高敏感度區域，工程區域左岸區域

為此較多商家、住家、旅宿，故劃設為人為干擾區域，靠近人為感擾區域為人為開墾區域、人
為種植喬灌木或公園，則劃設為低敏感度區域，最後濱溪廊道或崩塌地，因濱溪環境可提供水
鳥活動，而崩塌地應留做植被復原之用。此外部分濱溪環境經調查因有保育類動物及特有種動
物活動，故劃設為中度敏感區域，工程期間應降低對次區域的干擾。 

特殊物種 動物: 大冠鷲、紅尾伯勞、鉛色水鶇、領角鴞、朱鸝、台灣野兔、台

灣獼猴、拉氏清溪蟹等。 

植物: 台灣杉、菲島福木、台灣肖楠、六月雪 

現地環境描述 本次調查可知區域環境下游有工程進行，河道兩側亦有人為砌
石，但水質因於上游，水質未有濁度提高之情況，而河道因枯
水期退縮至右岸山壁附近，左岸為人為干擾區域，於護岸下之

埤塘推測為護岸內住家、旅宿所排之用水造成之臨時性埤塘，
其支流寶來溪，水質亦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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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棲地影像紀錄： 

  

8.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近堤防邊因有人為種植喬灌木、草生環境，故劃設為低敏感度區域，原始林區域劃設為高敏感

度區域，除崩塌地區劃設為中度敏感區域，與核定階段不同處為下游橋墩區域因發現鉛色水

鶇、台灣野兔等於此棲息，因此劃設為中度敏感區域，又因本次施工便道可能通過此區域，於

工程時期應多加注意此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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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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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游既有施

工便道區域 

台灣野兔、鉛

色水鶇 

車輛行駛可能成野生動物被輾斃，或是驅趕

作用 

□是 

■ 否 □縮小  

■ 減輕  

□補償 

應此區域為既

有施工便道區

域，故建議車

速放緩，並避

免於野生動物

活動頻繁時間 

左岸堤岸邊

臨時埤塘區

域 

澤蛙、拉都希

氏赤蛙、黑眶

蟾蜍等蛙類 

河道整理若移除此區域或經過此區域，將影

響蛙類生存。 

■ 是 

□否 

□縮小  

□減輕  

□補償 

此區域應迴避

或保留部分作

為蛙類臨時棲

地。 

10. 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既有施工便道區域、臨時埤塘區域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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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生態監測紀錄表(施工階段) 

工程名稱 

（編號）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1.生態團隊組成：  

同附表 1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同附表 1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同附表 1 

4.棲地影像紀錄： 

包括棲地環境影像 (含拍攝日期) 

 

5.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應以特寫與全景照方式記錄生態保全對象，比對「自主檢查表」所載之相片紀錄。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附表 3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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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發

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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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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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說明： 

1.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 

2.複查行動可自行增加欄列以至達複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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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施工階段)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 

(○○○○○○○○○○○/○○○)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施工圖示 

設計階段 圖示 說明 

施工範圍與生

態關注區域套

疊圖  

同附表 1-05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圖說 

 

範圍限制 

現地照片 

(施工便道 

及堆置區) 

(拍攝日期) 

參見附表 2-04 棲地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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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保全對象 
   

   

生態友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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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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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生態評析(維護管理階段) 

計畫名稱 

（編號） 

 維護管理

單位 

 

生態評析日期:  

1.生態團隊組成： 

須組成具有生態評估專業之團隊，或延攬外聘專家學者給予協助。應說明單位/職稱、學歷/專業資歷、專

長、參與勘查事項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相關生態環境之背景資料、施工階段生態評估歷程，以及完工（竣工）相關資料，以期掌握工程

施作之後的生態保育措施研擬與實行過程。應包含陸域生態資訊、水域生態資訊、生態議題、其他可能相

關之生態訊息等，應註明資料來源，包括學術研究報告、環境監測報告、地方生態資源出版品及網頁資料、

民間觀察紀錄資料等，以儘量蒐集為原則。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本階段生態棲地環境評估，應包含生態課題勘查與勘查意見往復、保育議題研議、棲地評估結果、特殊物

種 (包含稀有植物、保育類動物)、現地環境描述。現場勘查應針對以下生態議題進行評估：(1)確認生態

保全對象狀況、(2)可能之生態課題，例如：(a)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分佈、(b)影響環境生態的開發行為、

(c)強勢外來物種入侵、(d)水域廊道阻隔、(e) 有無環境劣化現象，其與治理工程施作之關聯、(f) 其他當

地生態系及生態資源面臨課題。 

 

4.棲地影像紀錄： 

包括棲地環境、生態保全對象之影像 (含拍攝日期)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以帄面圖示標繪治理範圍及其鄰近地區之生態保全對象及潛在生態課題，並與竣工圖套疊成生態關注區域

圖，描述工程與生態關注區域之關係。 

應配合竣工圖的範圍及比例尺進行繪製，比例尺約 1/1000。繪製範圍除了工程本體所在的地點，亦要將工

程可能影響到的地方納入考量，如濱溪植被緩衝區、施工便道的範圍。若河溪附近有道路通過，亦可視道

路為生態關注區域圖的劃設邊界。應標示包含施工時的臨時性工程預定位置，例如施工便道、堆置區等。 

 

6. 課題分析與保育措施： 

分析目前該環境是否存在重要環境生態課題，並對維護管理期間提出保育之措施。包括： 

(1) 釐清生態課題：可能發生之生態課題，例如：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消失、影響水資源保護的開發行

為、強勢外來物種入侵、水域廊道阻隔、其他當地生態系及生態資源面臨課題等。  

(2) 研擬保育措施：應對本處生態課題擬定可行之保育措施方案。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