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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1.1 緣起及目的 

本案基地位於屏東縣三軍聯訓基地內，海軍陸戰隊指揮部所屬下仁一道路，

路面現況為鋼筋混凝土，因國軍演訓時戰車通行，長久使用出現凹凸不平及龜裂，

側溝蓋破裂恐造成踩空發生危險，常有民眾陳情及影響部隊訓練效率，故辦理既

有道路鋪面重新整修鋪設，以達到減少民怨及提升部隊訓練執行成效及整體戰力。 

改善既有道路 0K+000～0K+380，另為增加行車安全，於道路里程數約

0K+000 及 0K+140 兩處轉彎處進行拓寬，新設 1 處排水溝，其他既有排水溝

為拆除重作，地理位置示意如圖 1。 

 

 
*資料來源：森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圖 1 基地位置 

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並落實生態永續發展理念，維護生

物多樣性資源與環境友善品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自國 95 年度辦理「建立

生態工程案件檢核評估作業之研究」委託研究案，並整合內政部、經濟部、交通

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農業委員會等部會執行生態檢核成果，於民國 106 年 4

月 25 日公告「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108 年 5 月 10 日名稱修正為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注意事項)」，提出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新建工程或地方政府辦理受中央補

助經費逾 50%之新建公共工程時，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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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檢核流程及方法 

2.1 工作流程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評估作業範圍及內容，相關工作項目及流程如圖 2。 

 
生態團隊 主辦機關 

 

規劃設計階段 

 

*右欄工程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作業流程圖摘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圖 2 生態檢核執行工作與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對照圖 

2.2 執行方法 

一、自然環境資料蒐集 

生態環境資料除了可利用網路生態資料庫，快速篩選歸納外，也會盤點碩博

士論文、學術期刊等研究發表、各類公私部門曾執行之基礎生態調查、河川情勢

調查、環境影響評估、生態檢核調查等生態相關調查記錄。 

二、生態勘查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作業應於基本設計前進行自然環境資料蒐集及生態

勘查，以確認生態議題與保全對象。生態勘查區域以下仁一道路沿線為主，並視

現況進入工程範圍預定位置進行勘查。根據本工程可能涉及的生態議題及現場棲

地狀況，針對關注物種、保育類、特稀有物種等進行調查，以期能更全面快速勘

查並釐清工區內的生物資源。 

三、民眾參與 

協助邀請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在地居民等，依循生態保育策略：迴避、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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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減輕、補償的優先順序及考量，共同商討、研擬生態保育對策，並確保生態

保育對策納入工程細部設計，在工程設計最適方案能取得共識。 

四、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及說明 

參考包含法定保護區、文獻紀錄、現地勘查結果或蒐集當地訪談資料等重要

生態資訊，在具有生物資源或生態議題的工程基地範圍，以圖像化(通常採用比

例尺 1/1000 至 1/5000 之衛星圖)呈現棲地類型與生態資源分布。所繪製生態關

注區域圖上，除標示工程基地範圍外，各地景因子之生態系功能、物種價值與棲

地重要性，及相關現場勘查或調查結果，明確呈現應關注之生態敏感區域(依其

生態環境特性劃分為高度敏感、中度敏感、低度敏感及人為干擾等四種等級)及

標註具重要生態價值的保全對象(如保育類野生動物、特稀有植物、老樹/母樹、

民俗動植物等)，幫助規劃設計及監造施工階段能快速瞭解重要生態敏感區域與

生態保全對象。 

五、生態保育對策研擬及訂定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整合前項工作成果，根據工程的目的、規劃設計及可能造成的生態環境衝擊，

並彙整關心環境議題的在地民眾、NGO 團體之生態相關意見，依循生態保育策

略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的優先順序與考量，研擬對應的生態保育對策，經過

工程單位及生態團隊往復確認其可行性，由生態團隊逐項條列施工期間應查驗之

保全對象與生態保育措施，提供設計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填寫自主檢查表。 

六、生態檢核表單 

依「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110 年 10 月 6 日修正)之最新規範進行

生態檢核作業，以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110.10 版本)作為主表，並以省道公

路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108.7 版本)之相關附表為輔，彙整工程規劃設計

階段的生態檢核資料、圖表、影像等，提供主辦機關辦理相關資訊公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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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調查結果 

3.1 生態資料蒐集 

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之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 TBN)搜尋涵蓋工區範圍之網格物種資料，編號 2620-47-

00-44 的觀測紀錄有 42 筆，資料來源主要為 TBN-DP 臺灣維管束植物調查及物

候觀察及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庫。網格物種資料共記錄鳥類 5 科 7 種、昆蟲類 3

科 3 種、植物 12 科 29 種(附錄一)。特有種 1 種，為腺葉木藍；無保育類或稀有

物種。 

進一步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之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資料庫查詢

預定工區 1 公里範圍，本計畫涉及的物種情報有 5 種，為第Ⅱ級法定珍貴稀有

野生動物的大冠鷲(特亞)、烏頭翁(特有)、臺灣畫眉(特有)、唐白鷺及臺灣紅皮書

國家接近受脅(NNT)的山柑(圖 3)。 

 

臺
灣
生
物
多
樣
性
網
絡 

集
水
區
友
善
環
境
生
態
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22)。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資料庫

https://mis.swcb.gov.tw/mis_extention/EcologicalInfo/EcoMap.aspx。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22。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https://www.tbn.org.tw/。 

圖 3 生態資料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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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態敏感地區棲地調查 

大尺度生態敏感區套疊包括法定保護區(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自然保

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護區等 6 類型)及其他

重要生態敏感區(國家重要濕地、沿海保護區、重要野鳥棲地(Important Bird 

Area, IBA)、保安林地、水庫蓄水範圍等)。本計畫工區未涉及重要棲地及生態敏

感區(圖 4)。 

進一步檢視其他生態關注區域，工程基地位於綠網關注區域—南三(恆春半

島；獅子鄉(含)國有林以南)區域，其關注的棲地類型為森林、溪流及恆春半島熱

帶季風植被，關注動物有穿山甲、食蟹獴、麝香貓、灰面鵟鷹、黃魚鴞、黃鸝、

董雞、食蛇龜、草花蛇、百步蛇、鎖鍊蛇、日本鰻鱺、椰子蟹、林投攀相手蟹等，

關注植物有浸水營石櫟、臺灣穗花杉、小葉樟、中原氏鬼督郵、青楊梅、南仁山

新木薑子、恆春山茶、柳葉石櫟、烏心石舅、椴葉野桐、臺灣木藍、臺灣石櫟、

鵝鑾鼻決明、鐵色、囊稃竹等。南三區域指認目的主要係保存森林與溪流豐富的

生物多樣性，改善及維護恆春半島獨流溪環境，減少陸蟹的路殺，推動社區協力

維護淺山地區之里山環境。移除入侵種銀合歡，進行生態造林以恢復熱帶季風林，

與本工程較無相關(表 1)。 

 

表 1 生態敏感區圖層套疊及關注區域檢視結果 

重要棲地及生態敏感區 涉及 備註* 

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 否  

國家公園法：國家自然公園 否  

野生動物保育法：野生動物保護區 否  

野生動物保育法：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否  

森林法：保安林 否  

森林法：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否  

水土保持法：特定水土保持區 否  

濕地保育法：國家重要濕地(國際級或國家

級) 
否 

 

濕地保育法：國家重要濕地(地方級) 否  

海岸管理法：一級海岸防護區 否  

其他生態關注區域 涉及 備註* 

IBA重要野鳥棲地 否  

國土綠網關注區域 是 關注內容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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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生態情報圖 

 

3.3 現地生態勘查 

生態勘查日期為 112 年 3 月 6 日，共記錄鳥類 8 科 8 種、哺乳 1 科 2 種、

昆蟲類 2 科 2 種、植物 23 科 39 屬 40 種(附錄二)。陸域動物僅發現 1 種稀特有

保育類，為侷限分佈在花東和恆春半島之烏頭翁。陸域植物部分，道路兩旁喬木

以銀合歡為優勢，相思樹次之，但灌木大多為原生種，另有發現臺灣特有的雙節

山螞蝗。 

環境現地狀況部分，工程起點道路右側為墓地，轉彎段後為前往下虎頭山

的爬坡路段。墓地以南樹林邊緣以銀合歡為優勢，中心人為擾動少區域則以相

思樹為主。道路左側沿線有相思樹、黃荊、臺灣海棗、芭樂、雙節山螞蝗、刺

軸含羞木等喬、灌木零星生長，其他則為軍方演訓場的草生地及以銀合歡為主

的次生林。有居民從事放牧，可見牛羊的排遺。落山風風勢大，現場鳥類、蝶

類數量少；因地景單調且乾季無水，其他兩棲爬蟲類不易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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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課題及建議改善對策 

經大尺度生態敏感區域套疊、中尺度關注區域檢視及小尺度現地調查後，收

斂本工程涉及的生態議題，僅發現 1 種侷限分布的保育鳥類(烏頭翁)及 1 種具有

入侵性的外來種植物(刺軸含羞木)。建議整地前先將入侵外來種植物刺軸含羞木

人 工 清 除 (工 區 內 坐 標 22.038062, 120.745216 、工 區 外 坐 標 22.036942, 

120.745984)，以可燃性垃圾運離工區及焚化，切勿就地掩埋，以免施工後促進

其拓殖。另外，道路側溝開挖後填後，裸露面種植在地適生的原生植栽，如狗牙

根、黃荊、相思樹等。由於道路左側有不少生長良好或較高大的相思樹(坐標

22.037963, 120.743521 及 22.037098, 120.745846)，施工需迴避並進行樹木

保護，若樹木枝條影響施工，則需依樹木修剪規範以電鋸修剪工程影響範圍內的

樹木(圖 5)。 

 

 
圖 5 工程生態情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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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TBN 搜尋結果 

1. 搜尋條件：行政區(含所有子行政區)=屏東縣恆春鎮 + 網格編號=2620-47-00-44。觀測時間不

限。 

 

 
 
2. 觀測紀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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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名 紀錄數 

TBN-DP 臺灣維管束植物調查及物候觀察 13 

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庫 12 

Alien plant presence dataset from the point-radius plot surveys in 2010-2015 in 

Taiwan 

8 

EOD – eBird Observation Dataset 7 

iNaturalist Research-grade Observations 1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1 

 

3. 名錄： 

類群：鳥類 

• Anatidae 雁鴨科 (2 物種) 

– Anas zonorhyncha 花嘴鴨 

– Aythya fuligula 鳳頭潛鴨 

• Charadriidae 鴴科 (1 物種) 

–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東方環頸鴴 

• Rallidae 秧雞科 (2 物種) 

– Fulica atra 白冠雞 

– Gallinula chloropus 紅冠水雞 

• Scolopacidae 鷸科 (1 物種) 

– Scolopax rusticola 山鷸 

• Sturnidae 椋鳥科 (1 物種) 

– Sturnia sinensis 灰背椋鳥 

類群：蝶類 

• Papilionidae 鳳蝶科 (1 物種) 

– Papilio polytes 縞鳳蝶 

• Pieridae 粉蝶科 (1 物種) 

– Eurema blanda 亮色黃蝶 

類群：甲蟲類 

• Coccinellidae 瓢蟲科 (1 物種) 

– Micraspis discolor 橙瓢蟲 

類群：蕨類 

• Marsileaceae 蘋科 (1 物種) 

– Marsilea minuta L. 田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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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群：裸子植物 

• Cupressaceae 柏科 (1 物種) 

– Calocedrus macrolepis Kurz 翠柏 

類群：被子植物 

• Amaranthaceae 莧科 (1 物種) 

– Chenopodium album L. 藜 

• Araliaceae 五加科 (1 物種) 

– Schefflera octophylla (Lour.) Harms 鵝掌柴 

• Asteraceae 菊科 (1 物種) 

– Bidens pilosa L. 白花鬼針 

• Cyperaceae 莎草科 (3 物種) 

– Cyperus compressus L. 沙田草 

– Fimbristylis littoralis Gaud. 水虱草 

– Fimbristylis schoenoides (Retz.) Vahl 嘉義飄拂草 

•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1 物種) 

– Euphorbia hirta L. 大飛揚草 

• Fabaceae 豆科 (10 物種) 

– Acacia farnesiana (L.) Willd. 金合歡 

– Alysicarpus rugosus (Willd.) DC. 皺果煉莢豆 

– Cajanus scarabaeoides (L.) Thouars 蔓蟲豆 

– Crotalaria triquetra Dalzell 砂地野百合 

– Indigofera glandulifera Hayata 腺葉木藍 

–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 Mimosa pudica L. 含羞草 

– Phyllodium pulchellum (L.) Desv. 排錢樹 

– Teramnus labialis (L.f.) Spur. 野黃豆 

– Uraria lagopodioides (L.) Desv. ex DC. 大葉兔尾草 

• Malvaceae 錦葵科 (2 物種) 

–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 Melochia corchorifolia L. 野路葵 

• Nyctaginaceae 紫茉莉科 (2 物種) 

– Boerhavia glabrata Blume 光果黃細心 

–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九重葛 

• Poaceae 禾本科 (3 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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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hanthium annulatum (Forssk.) Stapf 雙花草 

– Ischaemum barbatum Retz. 

– Paspalidium flavidum (Retz.) A.Camus 黃穗類雀稗 

• Rosaceae 薔薇科 (2 物種) 

– Duchesnea indica (Andr.) Focke 蛇莓 

– Rubus alnifoliolatus H.Lév. 榿葉懸鉤子 

• Salicaceae 楊柳科 (1 物種) 

– Scolopia oldhamii Hance 魯花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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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生態調查名錄 

一、植物 

NO. 門 NO. 科名 NO. 中文名 學名 
植物 

型態 

原生 

類別 

特有 

類別 

紅皮書等級 

臺灣 全球 

1 雙子葉植物 1 莧科 1. 臺灣牛膝 Achyranthes aspera var. rubrofusca (Wight) Hook. f. 草本 原生  LC NE 

  2 菊科 2. 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 Sch. Bip. 草本 入侵  NA NE 

   菊科 3. 長柄菊 Tridax procumbens L. 草本 入侵  NA NE 

  3 旋花科 4. 野牽牛 Ipomoea obscura (L.) Ker Gawl. 藤本 原生  LC NE 

  4 厚殼樹科 5. 
滿福木 

(小葉厚殼樹) 
Carmona retusa (Vahl) Masam. 灌木 原生  LC NE 

  5 大戟科 6.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L.) Müll. Arg. 喬木 原生  LC LC 

  6 豆科 7. 相思樹 Acacia confusa Merr. 喬木 原生  LC LC 

   豆科 8. 雙節山螞蝗 Dendrolobium dispermum (Hayata) Schindl. 灌木 原生 E LC NE 

   豆科 9.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喬木 入侵  NA NE 

   豆科 10. 賽芻豆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m (DC.) Urb. 草本 歸化  NA NE 

   豆科 11. 刺軸含羞木 Mimosa pigra L. 灌木 歸化  NA LC 

   豆科 12. 含羞草 Mimosa pudica L. 草本 歸化  NA LC 

   豆科 13. 金合歡 Vachellia farnesiana (L.) Wight & Arn. 喬木 歸化  NE LC 

  7 唇形科 14. 香苦草 Hyptis suaveolens (L.) Poit. 草本 歸化  LC NE 

   唇形科 15. 黃荊 Vitex negundo L. 灌木 原生  LC LC 

  8 錦葵科 16. 垂桉草 Triumfetta rhomboidea Jacq. 草本 原生  LC NE 

  9 防己科 17. 木防己 Cocculus orbiculatus (L.) DC. 灌木 原生  LC NE 

  10 桑科 18. 盤龍木 Malaisia scandens (Lour.) Planch. 灌木 原生  LC NE 

  11 桃金孃科 19. 番石榴 Psidium guajava L. 喬木 歸化  NA LC 

  12 木犀科 20. 山素英 Jasminum nervosum Lour. 灌木 原生  LC NE 

  13 山柚科 21. 山柚 Champereia manillana (Blume) Merr. 喬木 原生  LC LC 

  14 葉下珠科 22. 土密樹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 喬木 原生  LC LC 

   葉下珠科 23. 密花白飯樹 Flueggea virosa (Roxb. ex Willd.) Royle 灌木 原生  LC LC 

   葉下珠科 24. 細葉饅頭果 Glochidion rubrum Blume 喬木 原生  LC LC 

   葉下珠科 25. 多花油柑 Phyllanthus reticulatus Poir. 灌木 原生  LC LC 

  15 海桐科 26. 臺灣海桐 Pittosporum pentandrum (Blanco) Merr. 喬木 原生  LC NE 

  16 藍雪科 27. 烏面馬 Plumbago zeylanica L. 灌木 歸化  NA NE 

  17 茜草科 28. 雞屎藤 Paederia foetida L. 藤本 原生  LC NE 

  18 芸香科 29. 過山香 Clausena excavata Burm. f. 喬木 原生  LC NE 

  19 馬鞭草科 30. 馬纓丹 Lantana camara L. 灌木 入侵  NA NE 

   馬鞭草科 31. 長穗木 Stachytarpheta urticifolia Sims 草本 歸化  NA NE 

2 單子葉植物 20 棕櫚科 32. 臺灣海棗 Phoenix hanceana Schaedtler 喬木 原生  LC NE 

  21 禾本科 33. 扭鞘香茅 Cymbopogon tortilis (J. Presl) Hitchc. 草本 原生  LC NE 

   禾本科 34.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草本 原生  LC NE 

   禾本科 35. 雙花草 Dichanthium annulatum (Forssk.) Stapf 草本 歸化  NA NE 

   禾本科 36. 細穗腸鬚草 Enteropogon unispiceus (F. Mueller) W. D. Clayton 草本 原生  LC NE 

   禾本科 37.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 (Nees) C.E. Hubb. 草本 原生  LC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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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門 NO. 科名 NO. 中文名 學名 
植物 

型態 

原生 

類別 

特有 

類別 

紅皮書等級 

臺灣 全球 

   禾本科 38. 五節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 
草本 原生  LC NE 

   禾本科 39. 鼠尾粟 Sporobolus indicus var. major (Buse) Baaijens 草本 原生  LC NE 

  22 薑科 40. 月桃 Alpinia zerumbet (Pers.) B.L. Burtt & R.M. Sm. 草本 原生  LC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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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鳥類 

NO. 科名 NO. 中文名 學名 臺灣地區遷移屬性 
原生 

類別 

特有 

類別 

保育 

等級 

紅皮書等級 
數量 

臺灣 全球 

1 雉科 1 臺灣竹雞 Bambusicola sonorivox 留、普 原生 E  LC LC 3 

2 鷺科 2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留、不普/夏、普/冬、普/過、普 原生   LC NE 2 

3 卷尾科 3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留、普/過、稀 原生 Es  LC NE 1 

4 百靈科 4 小雲雀 Alauda gulgula 留、普 原生   LC NE 5 

5 燕科 5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普 原生   LC NE 3 

6 鵯科 6 烏頭翁 Pycnonotus taivanus 留、局普 原生 E Ⅱ VU VU 3 

7 繡眼科 7 斯氏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留、普 原生   LC LC 2 

8 鶇科 8 赤腹鶇 Turdus chrysolaus 冬、普 原生   LC LC 1 

註： 

1.特有類別：E為特有種、Es為特有亞種。 

2.保育等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8年1月9日農林務字第1071702243A號公告)：Ⅰ瀕臨絕種(Endangered Species)、Ⅱ珍貴稀有(Rare and 

Valuable Species)、Ⅲ其他應予保育(Other Conservation-Deserving Wildlife)之野生動物。 

3.臺灣紅皮書類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16版)及全球紅皮書類別(IUCN 2001/3.1版)：CR (Critically Endangered)

極危、EN (Endangered)瀕危、VU (Vulnerable)易危、NT (Near Threatened)接近受脅、LC (Least Concern)暫無危機、DD (Data Deficient)

數據缺乏、NE (Not Evaluated)未評估、NA (Not Applicable)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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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NO. 類群 NO. 科名 NO. 中文名 學名 
原生 

類別 

特有 

類別 

保育 

等級 

紅皮書等級 
數量 

臺灣 全球 

1 哺乳類 1 牛科 1 牛 Bubalus bubalis 馴化   NE NE 1 群 

 哺乳類  牛科 1 羊 Capra aegagrus hircus 馴化   NE NE 排遺 

2 昆蟲類 2 蜜蜂科 4 意大利蜂 Apis mellifera 馴化   — NE 1 

 昆蟲類 3 蛺蝶科 5 
豆環蛺蝶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原生   — NE 1 

註： 

1.特有類別：E為特有種、Es為特有亞種。 

2.保育等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8年1月9日農林務字第1071702243A號公告)：Ⅰ瀕臨絕種(Endangered Species)、Ⅱ珍貴

稀有(Rare and Valuable Species)、Ⅲ其他應予保育(Other Conservation-Deserving Wildlife)之野生動物。 

臺灣紅皮書類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17版)及全球紅皮書類別(IUCN 2001/3.1版)：CR (Critically 

Endangered)極危、EN (Endangered)瀕危、VU (Vulnerable)易危、NT (Near Threatened)接近受脅、LC (Least Concern)

暫無危機、DD (Data Deficient)數據缺乏、NE (Not Evaluated)未評估、NA (Not Applicable)不適用、「—」為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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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生態調查照片 

  
大卷尾(特亞) 小雲雀 

  
羊隻排遺 刺軸含羞木(外來入侵) 

  
臺灣海棗 山素英 

  
雙節山螞蝗(特有) 生態保全對象-相思樹 

 



 

 
 

附錄四 生態檢核表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計畫核定階段■規劃設計階段□施工階段□維護管理階段 

工
程
基
本
資
料 

計畫及 
工程名稱 

下仁一戰車地坪整建工程 
 

設計單位 森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監造廠商 森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海軍陸戰隊指揮部 營造廠商 尚未發包 

基地位置 

地點：屏東縣恆春鎮五里亭段131、254、
326地號 
T W D 9 7座標  
X：223451～223778 Y：2437671～2437825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14,440 

工程目的 解決道路路面龜裂及積土問題 

工程類型 ■交通、□港灣、□水利、□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建築、□其他 

工程概要 
本案道路0K+000~0K+380m為既有道路改善；0K+000及0K+140m兩處轉彎段拓寬57m

2
，部分

路段新設排水溝，部分路段拆除重建，共740m長，集水井12座，草皮鋪植702 m
2
。 

預期效益 提高行車安全、減少積土情形，達到降低民怨陳情及提升部隊訓練效率。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
設
計
階
段
補
充
填
寫
︶ 

提報核定期間：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 
一、 
專業參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參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料、評估生態

衝擊、提出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料

蒐集調查 

地理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 ■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留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林自然保護

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重

要棲地及高生

態價值區域 

1. 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類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老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烏頭翁(Ⅱ)、雙節山螞蝗(特有)等  
■否 

2. 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林、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

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保力溪  
□否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
設
計
階
段
補
充
填
寫
︶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經濟及社會等層面之影響，提

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略 針對關注物種、重要棲地及高生態價值區域，是否採取迴避、

縮小、減輕或補償策略，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否 

經費編列 是否有編列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否 

四、 
民眾參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理現場勘查，說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

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見？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設
計
階
段 

規劃設計期間：2021/12/24～2022/12/9 
一、 
專業參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領域工作團隊？ 
■是 國立臺南大學流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補充調查  
□否 

二、 
基本資料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 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料？ 

■是 □否 
2. 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之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及補

償策略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參與 

規劃設計說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理規劃說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見？ 
■是   
□否 

五、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生態及工程人員之意見往復確認可行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六、 
資訊公開 

規劃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

資訊公開？ 
■是   
□否 

 



 

下仁一戰車地坪整建工程 

生態專業人員/相關單位意見紀錄表 

■規劃設計階段/□施工階段：□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陳佳郁 參與日期 2023/3/6 

參與方式 
■現地勘查□訪談□座談會 
□說明會□工作坊□其他＿＿＿ 

地點 屏東縣恆春鎮 

參與人員 單位/職稱 參與角色 
陳佳郁 臺南大學流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經理 生態團隊 
曾暐倫 臺南大學流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組長 主辦機關 
蔣孟齊 臺南大學流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組員 設計監造單位/施工廠商 
謝政盟 森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設計監造單位 

意見摘要 
提出人員：生態團隊 

處理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謝政盟 

1.本工程地處三軍聯訓基地內，除下虎頭山有以相思樹為主的次

生林，其他則為作為演訓場的草生地。下仁一道路為原構造物

範圍內之改善，僅有兩處轉彎段需拓寬，待拓寬處皆為人為經

常擾動區域，工程範圍無關注之生態議題。除有兩處相思樹建

議迴避保留，沿線的外來入侵種刺軸含羞木則施工中移除。 

 
相思樹(22.037963, 120.743521)  相思樹(22.037098, 120.745846) 

 可保留相思樹生態保護對象並設

置樹木保護措施，施工範圍內配

合辦理移除刺軸含羞木。 

 



 

生態評估分析紀錄表 

■規劃設計階段/ □維護管理階段 

工程名稱 
下仁一戰車地坪整建工程 
 

填表人員 陳佳郁 填表日期 2023/3/6 
評析報告是否

完成下列工作 
■生態調查(■生態資料蒐集■生態補充調查)、■生態影響預測/課題分析、■生態

保育策略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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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歷、專長、參與勘查事項。 
姓名 單位/職稱 專業資歷 專長 參與勘查事項 

王一匡 
國立臺南大學生態暨環境

資源學系/教授兼主任 
29年 

溪河生態學、濕地生態學、生態保

育學、生態養殖、生態影響評估、

生態保育環境教育 

生態議題評析、人

力與資源整合 

陳佳郁 
國立臺南大學流域生態環

境保育研究中心/專案經理 
13年 陸域昆蟲、水域調查 生態環境記錄 

曾暐倫 
國立臺南大學流域生態環

境保育研究中心/專案經理 
8年 鳥類、兩棲爬蟲類調查 陸域生態評估 

楊菘羽 
國立臺南大學流域生態環

境保育研究中心/專案經理 
9年 濕地生態、陸域植物調查 陸域植物生態評估 

2.棲地生態資料蒐集及調查結果：應包含陸域生態資訊、水域生態資訊、生態議題、其他可能相關之生態訊息

等，應註明資料來源，包括學術研究報告、環境監測報告、地方生態資源出版品及網頁資料、民間觀察紀錄資料等，以

儘量蒐集為原則。維護管理階段則蒐集工程相關生態環境之背景資料、施工階段生態評估歷程，以及完工(竣工)相關資

料，以期掌握工程施作之後的生態保育措施研擬與實行過程。 

●資料庫查詢(設定範圍 1 公里) 

1.法定瀕臨絕種野生動物(Ⅰ)：無。 
2.法定珍貴稀有野生動物(Ⅱ)：大冠鷲(特亞)、烏頭翁(特有)、臺灣畫眉(特有)、唐白鷺。  
3.法定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Ⅲ)：無。 
4.臺灣紅皮書國家極危(NCR)：無。 
5.臺灣紅皮書國家瀕危(NEN)：臺灣畫眉(特有)。 
6.臺灣紅皮書國家易危(NVU)：烏頭翁(特有)、唐白鷺。 
7.臺灣紅皮書國家接近受脅(NNT)：山柑(藤本)。 

●位於綠網關注區域—南三(恆春半島；獅子鄉(含)國有林以南)區域。 

1.關注棲地類型：森林、溪流及恆春半島熱帶季風植被。 
2.關注動物：穿山甲、食蟹獴、麝香貓、灰面鵟鷹、黃魚鴞、黃鸝、董雞、食蛇龜、草花蛇、百

步蛇、鎖鍊蛇、日本鰻鱺、椰子蟹、林投攀相手蟹。 
3.關注植物：浸水營石櫟、臺灣穗花杉、小葉樟、中原氏鬼督郵、青楊梅、南仁山新木薑子、恆

春山茶、柳葉石櫟、烏心石舅、椴葉野桐、臺灣木藍、臺灣石櫟、鵝鑾鼻決明、鐵色、囊稃

竹。 
4.指認目的：保存森林與溪流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改善及維護恆春半島獨流溪環境，減少陸蟹的

路殺，推動社區協力維護淺山地區之里山環境。移除入侵種銀合歡，進行生態造林以恢復熱帶

季風林。 

●TBN 結果：工區範圍網格(網格編號 2620-47-00-44)共記錄鳥類 5 科 7 種、昆蟲類 3 科 3 種、植物



 

12 科 29 種。 

1.鳥類：花嘴鴨、鳳頭潛鴨、東方環頸鴴、白冠雞、紅冠水雞、山鷸、灰背椋鳥。 
2.昆蟲類：縞鳳蝶、亮色黃蝶、橙瓢蟲。 
3.植物： 

(1)原生木本植物(含灌木、木質藤本)：鵝掌柴、排錢樹、大葉兔尾草、野路葵、榿葉懸鉤子、

魯花樹。 
(2)原生草本植物(含藤本)：田字草、藜、白花鬼針、沙田草、水虱草、嘉義飄拂草、蔓蟲豆、

砂地野百合、腺葉木藍(特有)、野黃豆、光果黃細心、毛瘤鴨嘴草、蛇莓。 
(3)外來木本植物(含灌木、木質藤本)：翠柏(栽培)、金合歡、銀合歡、九重葛(栽培)。 
(4)外來草本植物(含藤本)：大飛揚草、皺果煉莢豆、含羞草、賽葵、雙花草、黃穗類雀稗。 

 
參考文獻： 
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資料庫(水土保持局，2023)。 
生態工法基金會，2020。國土生態綠網藍圖規劃及發展計畫成果報告書。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https://www.tbn.org.tw/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22)。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若工程計畫涉及的環境無適合的評估工具，應整合文獻資料及現勘結果，進行現地環境描述

及生態保育議題分析，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老樹、保育類動物及特稀有植物、生態影響等。維護管理階段現

場勘查應針對以下生態議題進行評估：(1)確認生態保全對象狀況、(2)可能之生態課題，例如：(a)稀有植物或保育類動物

分佈、(b)影響環境生態的開發行為、(c)強勢外來物種入侵、(d)水域廊道阻隔、(e)有無環境劣化現象，其與治理工程施

作之關聯、(f)其他當地生態系及生態資源面臨課題。 

●現地環境描述 

工程起點道路右側為墓地，轉彎段後為前往下虎頭山的爬坡路段。墓地以南樹林邊緣以銀合歡

為優勢，中心人為擾動少區域則以相思樹為主。道路左側沿線有相思樹、黃荊、臺灣海棗、芭樂、

雙節山螞蝗、刺軸含羞木等喬、灌木零星生長，其他則為軍方演訓場的草生地及以銀合歡為主的次

生林。有居民從事放牧，可見牛羊的排遺。落山風風勢大，現場鳥類、蝶類數量少；因地景單調且

乾季無水，其他兩棲爬蟲類不易發現。 

●生態勘查結果(2023/3/6)：共記錄鳥類 8 科 8 種、哺乳 1 科 2 種、昆蟲類 2 科 2 種、植物 23 科 40
種。僅發現 1 種稀特有保育類，為侷限分佈在花東和恆春半島之烏頭翁。道路兩旁喬木以銀合歡為

優勢，相思樹次之，但灌木大多為原生種，另有發現臺灣特有的雙節山螞蝗。 

1.鳥類：臺灣竹雞(特有)、黃頭鷺、大卷尾(特亞)、小雲雀、洋燕、烏頭翁(特有/Ⅱ/NVU)、斯氏

繡眼、赤腹鶇。 
2.哺乳類：飼養牛、家羊(排遺) 
3.昆蟲類：意大利蜂、豆環蛺蝶(琉球三線蝶)。 
4.植物： 

(1)原生木本植物(含灌木、木質藤本)：臺灣海棗、滿福木(小葉厚殼樹)、血桐、相思樹、雙節

山螞蝗(特有)、黃荊、木防己、盤龍木、山素英、山柚、土密樹、密花白飯樹、細葉饅頭

果、多花油柑、臺灣海桐、過山香。 
(2)原生草本植物(含藤本)：臺灣牛膝、野牽牛、垂桉草、扭鞘香茅、狗牙根、細穗腸鬚草、白

茅、五節芒、鼠尾粟、雞屎藤、月桃。 
(3)外來木本植物(含灌木、木質藤本)：銀合歡、刺軸含羞木、金合歡、番石榴、烏面馬、馬纓

丹。 
(4)外來草本植物(含藤本)：大花咸豐草、長柄菊、賽芻豆、含羞草、香苦草、雙花草、長穗

木。 



 

●陸域棲地評估 

■簡易坡地植生與棲地復育成效評估指標 道路、河溪等兩側邊坡 

評估指標 

評估項目 
評估目的 

評估說明 

各階段評估結果 
規劃設計 施工 維護管理 
20230306 yyymmdd yyymmdd 

覆蓋度 評估範圍內喬木及灌木覆蓋樣區面積之百分比率。一般

認為木本植物生長所需時間較草本長，木本植物生 
長茂密之地區常被認為處於演替較後期之階段，植生狀

況良好。 
3 — — 1.木本植物覆蓋度(%) □55%以上：4分 

■15~55%：3分 
□0~15%：2分 
□0%：1分 

物種豐多度 代表植物社會的多樣性，植生種類越多樣，顯示該區植

物的多樣性越高。 

3 — — 
2.每100平方米植物種數 □30種以上：4分 

■20~30種：3分 
□15~20種：2分 
□15種以下：1分 

原生種族群量 樣區內所有原生種覆蓋樣區面積之百分比率，原生種覆

蓋度高，表示該地區原生種生長良好。 

3 — — 
3.樣區原生種覆蓋度(%) □65%以上：4分 

■30~65%：3分 
□10~30%：2分 
□10%以下：1分 

植物層次 代表植物社會空間結構的複雜度，層次越多，代表其植

物社會組成越複雜，越趨向天然林環境。(包含草本

層、<4m灌木層、<4m第二喬木層、>4m第一喬木層) 

3 — — 4.植物社會層次 □具四層以上結構：4分 
■具三層結構：3分 
□具二層結構：2分 
□具一層結構或裸露：1分 

演替序列 代表植物群聚隨環境及時間變遷而發生變化的階段，即

由演替初期至後期之過程。 

3 — — 
5.演替階段 □演替後期(中後期物種優勢)：4分 

■演替中期(先驅樹種優勢)：3分 
□演替初期(草本物種優勢)：2分 
□拓殖期(裸露或外來種優勢)：1分 

總分

(總分20：7以下不理想、7~10尚可、10~16.7次理想、16.7以上最理想)
15 

(次理想) — — 

*資料來源：財團法人資源及環境保護服務基金會，2011，水庫集水區生態調查評估準則建立與運用研究(2/2)。經濟部

水利署，臺中市。 

4.棲地影像紀錄(拍攝日期2023/3/6)：包括災害照片、棲地環境影像。 



 

   
a. 工程起點，道路右側為墓地 b. 轉彎段 c. 進入演訓場之叉路，兩側為銀

合歡林且欲拓寬範圍為裸露地 

  
d. 路面因戰車行經造成凹凸不

平，道路左側有連續刺軸含羞木

灌叢需儘早移除避免拓殖 

e. 側溝蓋有破損不牢固，踩空會

造成危險。側溝內無水流 
f. 工程終點 

   
g. 下虎頭山次生林 h. 工區外道路左側低矮相思樹叢 i.工區外道路右側墓地焚燒雜草痕

跡，已有新芽冒出 



 

5.生態關注區域說明及繪製： 
以平面圖示標繪治理範圍及其鄰近地區之生態保全對象及潛在生態課題，可依設計期程分別以基本設計圖與細部設計圖/
維護管理階段竣工圖套疊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以更精確地呈現工程設計與生態關注區域和生態保全對象的位置關係。 
應配合工程設計圖的範圍及比例尺進行繪製，比例尺以1/1000為原則。繪製範圍除了工程本體所在的地點，亦要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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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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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策略： 
需考量公告生態保護區、學術研究動植物棲地地點、民間關切生態地點、天然植被、天然水域環境(人為構造物少)等各

類型生態保全對象，逐一分析工程設計及工區(含施工區域)對生態環境立即性棲地破壞及後續帶來的衍生性影響(如溪水

斷流、植被演替停滯等)進行預測分析。 
應對於各個可能受影響的生態保全對象事先研擬合適之保育對策或措施，工程佈設時應盡量迴避生態保全對象，若無法

迴避時，則務求縮小、減輕及補償之策略，同時須評估保育策略的成效。 

項

次 
生態議題 生態影響預測 生態保育策略 

1 

烏頭翁為侷限分布於花東及恆

春半島的保育鳥類，其偏好低

海拔闊葉林，於樹冠層活動，

以漿果、種籽和昆蟲為食。因

白頭翁範圍擴大，而有混血雜

交的危機。 

工程可能造成其自然棲地或大

樹消失，烏頭翁賴以為食的漿

果和昆蟲數量減少，造成其生

存壓力 

(迴避)保留闊葉林環境 
(縮小)減少整地面積 
(減輕)限縮工區範圍 
(減輕)移除入侵種植物，勿助

長其拓植 
(補償)整地範圍回填後補植原

生植栽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應以特寫與全景照方式記錄生態保全對象，提供現地操作人員辨識。 



 

  
a. 轉彎段前相思樹(22.037963, 120.743521) b. 近工程終點相思樹(22.037098, 120.745846) 
填表說明： 
一、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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