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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1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700~3K+7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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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3K+700~3K+7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3 

 

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2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750~3K+8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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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3K+750~3K+8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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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3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800~3K+8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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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3K+800~3K+8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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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4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850~3K+9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2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2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2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2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2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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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3K+850~3K+9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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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5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900~3K+9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2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2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2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2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2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3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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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3K+900~3K+9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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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6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950~4K+0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3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3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3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3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3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3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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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3K+950~4K+0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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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7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000~4K+0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3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3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3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4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4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4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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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000~4K+0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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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8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050~4K+1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4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4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4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4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4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4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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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050~4K+1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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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9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100~4K+1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4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5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5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5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5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5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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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100~4K+1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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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0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150~4K+2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5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5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5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5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5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6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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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150~4K+2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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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1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200~4K+2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6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6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6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6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6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6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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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200~4K+2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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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2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250~4K+3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6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6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6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7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7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7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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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250~4K+3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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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3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300~4K+3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7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7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7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7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7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7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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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300~4K+3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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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4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350~4K+4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7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8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8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8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8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8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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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350~4K+4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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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5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400~4K+4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8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8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8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8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8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9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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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400~4K+4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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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6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450~4K+5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9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9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9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9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9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9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32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450~4K+5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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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7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500~4K+5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9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9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9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0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0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0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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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500~4K+5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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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8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550~4K+6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0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0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0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0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0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0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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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550~4K+6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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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9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600~4K+6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0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1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1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1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1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1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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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600~4K+6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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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0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650~4K+7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1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1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1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1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1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2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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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650~4K+7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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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1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700~4K+7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2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2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2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2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2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2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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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700~4K+7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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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2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750~4K+8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2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2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2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3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3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3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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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750~4K+8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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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3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800~4K+8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3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3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3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3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3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3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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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800~4K+8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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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4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850~4K+9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3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4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4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4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4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4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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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850~4K+9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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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5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900~4K+9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4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4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4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4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4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5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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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900~4K+9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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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6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950~5K+0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5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5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5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5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5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5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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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4K+950~5K+0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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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7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000~5K+0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5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5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5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6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6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6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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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5K+000~5K+0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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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8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050~5K+1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6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6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6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6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6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6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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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5K+050~5K+1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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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9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100~5K+1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6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7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7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7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7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7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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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5K+100~5K+1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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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70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150~5K+2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7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7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7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7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7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8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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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5K+150~5K+2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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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71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200~5K+2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8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8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8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8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8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8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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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5K+200~5K+2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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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72     檢查日期：109/03/19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250~5K+3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8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8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8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9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9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9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64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3/19 

說明: 5K+250~5K+3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2020 03 19 



1 

 

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1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700~3K+7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2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3K+700~3K+7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3 

 

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2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750~3K+8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4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3K+750~3K+8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5 

 

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3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800~3K+8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6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3K+800~3K+8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7 

 

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4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850~3K+9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2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2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2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2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2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8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3K+850~3K+9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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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5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900~3K+9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2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2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2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2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2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3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10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3K+900~3K+9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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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6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950~4K+0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3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3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3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3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3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3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12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3K+950~4K+0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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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7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000~4K+0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3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3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3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4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4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4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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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4K+000~4K+0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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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8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050~4K+1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4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4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4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4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4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4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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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4K+050~4K+1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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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9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100~4K+1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4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5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5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5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5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5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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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4K+100~4K+1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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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0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150~4K+2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5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5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5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5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5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6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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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4K+150~4K+2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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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1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200~4K+2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6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6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6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6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6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6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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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4K+200~4K+2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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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2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250~4K+3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6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6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6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7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7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7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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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4K+250~4K+3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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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3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300~4K+3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7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7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7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7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7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7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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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4K+300~4K+3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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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4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350~4K+4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7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8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8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8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8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8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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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4K+350~4K+4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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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5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400~4K+4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8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8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8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8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8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9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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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4K+400~4K+4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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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6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450~4K+5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9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9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9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9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9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9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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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4K+450~4K+5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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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7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500~4K+5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9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9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9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0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0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0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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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4K+500~4K+5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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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8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550~4K+6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0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0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0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0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0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0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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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4K+550~4K+6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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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9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600~4K+6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0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1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1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1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1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1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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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4K+600~4K+6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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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0     檢查日期：109/04/16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650~4K+7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1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1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1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1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1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2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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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16 

說明: 4K+650~4K+7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2020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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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1     檢查日期：109/04/23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700~4K+7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2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2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2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2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2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2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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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23 

說明: 4K+700~4K+7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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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2     檢查日期：109/04/23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750~4K+8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2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2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2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3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3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3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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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23 

說明: 4K+750~4K+8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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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3     檢查日期：109/04/23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800~4K+8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3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3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3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3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3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3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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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23 

說明: 4K+800~4K+8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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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4     檢查日期：109/04/23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850~4K+9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3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4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4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4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4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4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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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23 

說明: 4K+850~4K+9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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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5     檢查日期：109/04/23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900~4K+9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4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4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4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4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4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5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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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23 

說明: 4K+900~4K+9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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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6     檢查日期：109/04/23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950~5K+0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5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5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5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5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5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5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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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23 

說明: 4K+950~5K+0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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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7     檢查日期：109/04/23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000~5K+0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5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5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5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6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6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6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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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23 

說明: 5K+000~5K+0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55 

 

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8     檢查日期：109/04/23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050~5K+1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6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6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6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6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6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6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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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23 

說明: 5K+050~5K+1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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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9     檢查日期：109/04/23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100~5K+1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6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7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7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7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7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7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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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23 

說明: 5K+100~5K+1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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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70     檢查日期：109/04/23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150~5K+2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7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7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7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7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7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8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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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23 

說明: 5K+150~5K+2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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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71     檢查日期：109/04/23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200~5K+2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8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8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8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8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8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8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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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23 

說明: 5K+200~5K+2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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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72     檢查日期：109/04/23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250~5K+3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8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詳附件 

    18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8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9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9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9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64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4/23 

說明: 5K+250~5K+3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2020 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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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1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700~3K+7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2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3K+700~3K+7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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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2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750~3K+8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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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3K+750~3K+8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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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3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800~3K+8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1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6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3K+800~3K+8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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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4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850~3K+9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2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2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2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2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2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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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3K+850~3K+9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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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5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900~3K+9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2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2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2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2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2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3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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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3K+900~3K+9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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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6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3K+950~4K+0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3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3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3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3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3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3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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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3K+950~4K+0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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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7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000~4K+0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3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3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3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4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4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4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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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000~4K+0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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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8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050~4K+1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4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4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4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4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4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4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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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050~4K+1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17 

 

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49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100~4K+1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4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5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5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5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5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5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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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100~4K+1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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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0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150~4K+2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5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5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5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5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5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6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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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150~4K+2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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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1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200~4K+2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6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6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6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6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6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6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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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200~4K+2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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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2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250~4K+3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6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6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6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7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7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7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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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250~4K+3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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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3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300~4K+3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7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7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7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7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7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7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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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300~4K+3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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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4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350~4K+4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7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8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8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8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8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8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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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350~4K+4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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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5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400~4K+4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8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8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8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8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8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9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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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400~4K+4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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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6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450~4K+5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9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9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9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9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9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9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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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450~4K+5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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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7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500~4K+5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9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9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9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0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0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0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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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500~4K+5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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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8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550~4K+6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0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10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0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0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0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0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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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550~4K+6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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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59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600~4K+6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0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11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1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1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1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1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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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600~4K+6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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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0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650~4K+7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1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11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1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1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1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2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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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650~4K+7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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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1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700~4K+7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2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天氣不佳而未執行 

    12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2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2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2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2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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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700~4K+7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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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2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750~4K+8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2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天氣不佳而未執行 

    12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2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3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3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3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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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750~4K+8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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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3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800~4K+8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3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天氣不佳而未執行 

    13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3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3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3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3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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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800~4K+8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47 

 

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4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850~4K+9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3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14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4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4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4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4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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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850~4K+9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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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5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900~4K+9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4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天氣不佳而未執行 

    14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4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4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4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5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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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900~4K+9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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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6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4K+950~5K+0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5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天氣不佳而未執行 

    15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5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5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5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5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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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4K+950~5K+0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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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7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000~5K+0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5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天氣不佳而未執行 

    15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5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6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6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6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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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5K+000~5K+0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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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8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050~5K+1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63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天氣不佳而未執行 

    164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65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66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67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68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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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5K+050~5K+1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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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69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100~5K+1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69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天氣不佳而未執行 

    170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71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72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73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7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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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5K+100~5K+1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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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70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150~5K+2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75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天氣不佳而未執行 

    176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77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78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79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80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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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5K+150~5K+2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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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71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200~5K+25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8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182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83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8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8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8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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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5K+200~5K+25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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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車籠埤排水 3.7-5.3K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72     檢查日期：109/05/20          

施工查核點：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工區: 5K+250~5K+300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109/02/14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87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

籠埤排水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

時圈養及原地釋放計畫，以進行捕捉、移

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業，並於完

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Ⅴ  氣候不佳而未執行 

    188  

保全工區周邊大樹，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

必要的樹木移除。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

木，如有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

主協調後，方得修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

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岸設計以繞過

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除

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

辦單位、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

處置方法。 

   Ⅴ 

 

    189  

1K+680~3K+080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

地，不浚深渠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

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擾動渠底，須強

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Ⅴ 

 

    190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度，寬度不小於

40公分，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

度，以利動物通行。 

   Ⅴ 

 

    191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

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

響水質。 
   Ⅴ 

 

    192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

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Ⅴ    詳附件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64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1.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捕捉、暫時圈養與原地釋放計畫及作業 

[施工前]  

日期: 109/05/20 

說明: 5K+250~5K+300 

 

1.捕捉 4.觀察記錄 

2.移置 5.工區垃圾集中帶離 

3.圈養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照片需

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2020 05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