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屏東縣琉球鄉杉板灣及中澳沙灘聚落式污水處理設施工程 

 環境概述 

1. 杉板灣 

本計畫位處屏東縣琉球鄉，主要聯外道路為環島公路（屏 202），

如圖 4-1。檢核樣站為於杉福漁港北側「杉福潮間帶保育示範區」，海拔

高度約為 0-3 公尺，北邊的「杉福生態廊道」為小琉球著名景點及生態

導覽場域；施工基地為杉福漁港東側山坡地，目前為施工階段，調查樣

站則杉福漁港北側為亞潮帶及潮間帶，亞潮帶由珊瑚礁組成，近岸則有

消波塊及堤防等人工構造物，潮間帶主要為沙灘底質及珊瑚礁，濱海植

被主要由馬鞍藤、開卡蘆及馬氏濱藜組成。 

 
圖 4-1 山板灣生態調查範圍及水域測站 

2. 中澳沙灘 

本計畫位處屏東縣琉球鄉，主要聯外道路為觀光港路，如圖 4-2。檢

核樣站為於白沙港漁港東側中澳沙灘，海拔高度約為 0-3 公尺，為小琉



球著名之觀光戲水區域；施工範圍為白沙港漁港海堤，目前為施工階段，

調查樣站則為亞潮帶及潮間帶，亞潮帶由珊瑚礁、珊瑚砂及貝殼砂組成，

近岸則有消波塊及堤防等人工構造物，潮間帶主要為沙灘底質及岩盤，

濱海植被主要由臺灣蒺藜、蒺藜草及馬鞍藤組成。 

 
圖 4-2 中澳沙灘生態調查範圍及水域測站 

 調查方法 

1. 水域生態 

(1) 魚類 

A、 潮間帶 

本計畫潮間帶魚類調查方式採用抄網及捕捉法進行調查，先

以 50m 布尺劃設一 50x5m2 之樣區，於樣區內潮間帶潮池進行捕

捉調查，紀錄並拍攝種類及隻數。魚類若有無法確定之物種，以福

馬林或高濃度酒精保存，攜回實驗室做進一步鑑定。 

B、 海域（亞潮帶） 



本計畫亞潮帶魚類調查地點主要為珊瑚礁海岸，採用水肺潛

水方式進行穿越線採樣調查，紀錄並拍攝種類及隻數；另於魚群聚

集處採定點攝影 10 分鐘，進一步進行種類及隻數分析。 

(2) 底棲生物（蝦蟹螺貝類）及環節動物 

A、 潮間帶 

本計畫潮間帶底棲生物調查方式採用試坑法及捕捉法進行調

查，先以 50m 布尺劃設一 50x5m2 之樣區，再將其劃分為 1x1m2

的小樣區個別調查；如底質環境許可（泥沙底質），則以試坑法挖

取長寬深約 50×50×50cm3 的底泥，並以篩網進行過濾，每一小樣

區選三處進行調查；另以捕捉法在調查樣點地面進行目視捕捉後

記錄物種。環節動物調查使用海蟲鏟，於退潮期間循穿越線找尋可

能棲所或洞口，以試坑法挖掘。底棲生物若有無法確定之物種，以

福馬林或高濃度酒精保存，攜回實驗室做進一步鑑定。 

B、 海域（亞潮帶） 

本計畫亞潮帶底棲生物調查地點主要為珊瑚礁底床，採用水

肺潛水方式進行穿越線採樣調查，紀錄並拍攝種類及隻數。 

(3) 龜鱉類 

本計畫龜鱉類以海洋龜鱉類-海龜為主，調查方式在亞潮間帶測

站以水肺潛水方式進行採樣調查；潮間帶測站則於測站海岸設立觀

測點進行陸上觀測調查。白天依潮汐分為兩個時段：最低潮時段與

最高潮時段等 2 個時段，每個觀測時段各進行 1 小時觀測紀錄。每

一觀測點由二人進行觀測，每 10 分鐘由主要觀察員利用望遠鏡掃

描海域一次，其餘時間則以裸視方式注視海面動靜，另外一位為記

錄者；夜間則於潮間帶測站灘岸作業間巡查，記錄是否有海龜上岸

狀況。如觀察到龜鱉類時填寫記錄表記載包括時間、座標、相對距

離及隻數。此外，訪談當地居民或漁業從事人員近期是否有發現龜

鱉類之活動紀錄。 



2. 指數計算 

(1) 歧異度指數 

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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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i 為物種出現的數量百分比，s 為總物種數。當 H’值愈

高，表示物種數愈多或種間數量分配愈均勻，其多樣性愈高。 

 調查成果 

1. 杉板灣 

本計畫共記錄魚類 2 目 16 科 37 種 160 隻次，底棲生物 9 目 22 科 27 種

74 隻次，龜鱉類 1 目 1 科 1 種 6 隻次；共記錄綠蠵龜 1 種瀕臨絕種之保育類

生物。 

(1) 魚類 

A、 亞潮帶 

本計畫亞潮帶共記錄魚類 2 目 15 科 36 種 157 隻次（表 4-1），

包括刺尾鯛科的褐斑刺尾鯛；鰺科的吉打副葉鰺；蝴蝶魚科的曲紋

蝴蝶魚、弓月蝴蝶魚、藍斑蝴蝶魚、鏡斑蝴蝶魚、飄浮蝴蝶魚、黃

鑷口魚、黑身立旗鯛及角蝶魚；䱵科的副䱵及福氏副䱵；隆頭魚科

的腋斑狐鯛、雜色尖嘴魚、雲班海豬魚 、斑點海豬魚、裂唇魚、

詹氏錦魚及胸斑錦魚；弱棘魚科的側條弱棘魚；鬚鯛科的多帶海緋

鯉；擬鱸科的雪點擬鱸；蓋刺魚科的福氏刺尻魚及雙棘甲尻魚；雀

鯛科的克氏雙鋸魚、雙斑光鰓雀鯛、魏氏光鰓雀鯛、網紋圓雀鯛、

三斑圓雀鯛、班卡雀鯛 及霓虹雀鯛；鮋科的魔鬼簑鮋；鮨科的橫

帶石斑魚；金梭魚科的斑條金梭魚；箱魨科的米點箱魨；四齒魨科

的橫帶扁背魨。調查未記錄特有性與保育類魚類。多樣性指數分析

中（H’）為 1.20。 

記錄魚類以雙斑光鰓雀鯛數量最多，佔 34.4%（55 隻次），

其次為網紋圓雀鯛，各佔 5.6%（9 隻次）。雙斑光鰓雀鯛主要棲



息於潟湖或珊瑚礁區，獨自或成群活動，以浮游動物為食。網紋圓

雀鯛主要棲息於潟湖外部、臨海礁石，常生活於枝狀珊瑚間，亦常

見於淤泥的棲息地中形成魚群。 

B、 潮間帶 

本計畫潮間帶調查共記錄 1 目 1 科 1 種 3 隻次（表 4-1），紀

錄物種為鰕虎科的椰子深鰕虎。椰子深鰕虎為日行性底棲魚類，腹

鰭特化成吸盤狀可吸附於硬底質，可避免海浪及水流沖離，以藻類

及無脊椎動物為食。調查未記錄特有種與保育類魚類。多樣性指數

分析中（H’）為 0。 

C、 樣區概述 

本計畫水域樣站包括杉福漁港北側亞潮帶及潮間帶，亞潮帶

環境由環境珊瑚礁組成，珊瑚礁為眾多蝴蝶魚科、隆頭魚科及雀鯛

科等小型珊瑚礁魚類群聚之場所；而潮間帶樣區主要為珊瑚礁平

台，雖易受海浪拍打擾動，但珊瑚礁間潮池可供魚類躲藏，但種類

及數量不及亞潮帶豐富。 

(2) 底棲生物 

A、 亞潮帶 

本計畫亞潮帶共記錄底棲生物 4 目 9 科 10 種 15 隻次（表 4-

2），包括饅頭蟹科的肝葉饅頭蟹；活額寄居蟹科的隱伏硬殼寄居

蟹及毛足真寄居蟹；尖頭蟹科的鈍額曲毛蟹；龍蝦科的雜色龍蝦；

芋螺科的柳絲芋螺；骨螺科的角岩螺；多彩海牛科的黑邊多彩海蛞

蝓；葉海牛科的彩斑飛機海蛞蝓；硨磲蛤科的無鱗硨磲貝。調查未

記錄特有性與保育類底棲生物。多樣性指數分析中歧（H’）為 0.95。 

記錄底棲動物以角岩螺數量較多，佔 26.7%（4 隻次），其次

為毛足真寄居蟹，佔 20.0%（3 隻次）。角岩螺為臺灣海域常見之

種類，喜歡棲息在潮間帶到淺海岩礁底。毛足真寄居蟹常見於臺灣

亞潮帶的寄居蟹之一，棲息在珊瑚礁上緣及岩礁等亞潮帶地形。 



B、 潮間帶 

本計畫潮間帶共記錄底棲生物 7 目 15 科 19 種 59 隻次（表 4-

2），包括跳蝦科的扁跳蝦；槍蝦科的無刺槍蝦；陸寄居蟹科的凹

足陸寄居蟹及灰白陸寄居蟹；活額寄居蟹科的隱伏硬殼寄居蟹及

摩氏硬殼寄居蟹；酋婦蟹科的粗糙酋婦蟹；地蟹科的毛足圓軸蟹；

方蟹科的小厚紋蟹；大眼蟹科的麗莎大眼蟹；蜘蛛蟹科的有角並額

蟹；扇蟹科的絨毛仿銀杏蟹；指蝦蛄科的大指蝦蛄；法螺科的金色

美法螺；寶螺科的金環寶螺及阿拉伯寶螺；殼菜蛤科的雲雀殼菜

蛤；骨螺科的角岩螺及結螺。調查未記錄特有性與保育類底棲生

物。多樣性指數分析中（H’）為 1.12。 

記錄底棲動物以金環寶螺數量較多，佔 20.3%（12 隻次），

其次為有角並額蟹，佔 18.6%（11 隻次）。金環寶螺棲息於潮間

帶的珊瑚礁縫隙、岩石質底以及砂礫質底，產量豐富，主要以海藻

為食。有角並額蟹為小型蟹類，棲息在珊瑚礁、岩質潮間帶或海底

海藻環境，甲殼表面有短剛毛，可鉤住藻類以利偽裝。 

C、 樣區概述 

本計畫水域樣站包括杉福漁港北側沙灘亞潮帶及潮間帶，亞

潮帶環境由環境珊瑚礁組成，底棲生物主要發現於珊瑚礁體周邊，

如寄居蟹類及海蛞蝓類等海洋生物，發現屬華盛頓公約之硨磲貝

類；而潮間帶樣區主要為珊瑚礁平台，受海浪擾動頻繁，底棲生物

棲息於珊瑚礁之海藻間或潮池中，陸生寄居蟹及陸蟹則於高潮線

間發現，種類組成及數量較亞潮帶豐富。 

(3) 環節動物 

A、 潮間帶 

本計畫潮間帶調查未記錄環節動物。 

B、 樣區概述 

本計畫水域樣站為杉福漁港北側潮間帶，潮間帶樣區主要為



珊瑚礁底質，缺乏沙泥底質軟底質環境及其他石珊瑚活體，環節動

物較難棲息。 

(4) 龜鱉類 

A、 亞潮帶  

本計畫調查亞潮帶共記錄龜鱉類 1 目 1 科 1 種 6 隻次（表 4-

3），紀錄物種為綠蠵龜，屬「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所列瀕

臨絕種之保育類，未記錄特有種龜鱉類。綠蠵龜為小琉球海域常見

之海龜，廣泛分布在熱帶及亞熱帶海域中，主要以海藻及海草為

食；綠蠵龜一生中大多在海中生活，對於棲息地的忠誠度很高，大

部分綠蠵龜會回到原來的棲地進行繁衍，現今因人為干擾及海岸

開發，則群生存受到威脅。保育類座標詳見表 4-4 及圖 4-1。 

B、 潮間帶 

本計畫潮間帶調查未記錄龜鱉類。 

C、 樣區概述 

本計畫水域樣站包括杉福漁港北側亞潮帶及潮間帶，亞潮帶

環境由環境珊瑚礁組成，其中珊瑚礁體為綠蠵龜提供停棲平台及

覓食場域，或於礁體周邊漫游，此外，陸上觀察可發現綠蠵龜浮出

水面換氣；而潮間帶為珊瑚礁，綠蠵龜生活史中僅有產卵季節較有

機會於夜間上岸產卵，本季於日間及夜間觀察時並未發現綠蠵龜

於潮澗帶活動狀況。 

本案於杉板灣調查到一級保育類物種綠蠵龜，其分布位置如圖 4-3

所示。 



 
圖 4-3 杉板灣綠蠵龜分布圖 

(5) 小結 

本計畫區位於杉福漁港東側山坡地，施工區域目前已在施工階

段。調查樣站則為杉福漁港北側杉福潮間帶保育示範區亞潮帶及潮

間帶，亞潮帶由珊瑚礁，近岸則有消波塊及堤防等人工構造物；亞

潮帶生物主要活動於珊瑚礁周邊，魚類種類以蝴蝶魚科、隆頭魚科

及雀鯛科等珊瑚礁魚類為多，綠蠵龜則於珊瑚礁間活動。 

根據「珊瑚礁體檢（Reef check）」調查之作業規範，杉板灣

海域共有發現蝴蝶魚及石斑等 2 種指標性魚類，龍蝦、硨磲貝、海

參、魔鬼海膽及馬糞海膽等 5 種指標性無脊椎動物，生物資源豐

富。 

潮間帶主要為珊瑚礁平台，生物種類及數量豐富，多棲息於珊

瑚礁間潮池及海藻區域，除本計畫調查之軟體動物、節肢動物及環

節動物外，另有豐富的棘皮動物如環棘鞭蛇尾、魔鬼海膽、梅氏長



海膽、盪皮參及黑赤星海參；較高潮位則為沙灘，陸生寄居蟹類則

活動於較高潮位的灘地上。 

 

整體而言，亞潮帶的珊瑚礁環境供給多樣的生物之棲地及食物

來源，可供給各生態區棲位（niche）之物種棲息；而潮間帶雖受潮

汐及海浪作用影響，但硬底質的珊瑚礁平台及潮池可供初級生產者

生長及消費者躲藏，本計畫之潮間帶生物種類組成及數量皆較亞潮

帶豐富。 

海龜調查方面，依據海洋動物保護署 108 年度至 109 年 4 月之

資料，小琉球海龜目擊記錄共有 24 筆，物種則有玳瑁及綠蠵龜等 2

種，其中以綠蠵龜為大宗，記錄地點主要位於小琉球北海岸美人洞-

花瓶岩一帶居多，最靠近本計畫之記錄點則為杉福漁港周邊，共計

3 筆回報記錄（表 4-1）；另根據「海龜點點名」一網路回報平台，

平均 2-3 日便有民眾於小琉球各處從事海洋活動時發現海龜之目擊

記錄，可得知海龜族群在小琉球的族群較各記錄上來的龐大且穩

定；因此於近岸工程作業時更需要減少對該水域環境之干擾。 

表 4-1 海保署屏東縣琉球鄉海龜類出現紀錄（108 年度至 109 年 4 月） 

目擊日期 物種 學名 數量 地點描述 

2019/2/25 玳瑁 Eretmochelys imbricata 1 漁埕尾 

2019/3/17 

綠蠵龜 Chelonia mydas 

1 棄嬰洞 

2019/3/22 1 衫福漁港 

2019/3/29 1 美人洞 

2019/4/28 1 美人洞 

2019/4/29 1 花瓶岩 

2019/4/29 1 美人洞-花瓶岩 

2019/5/5 1 肚仔坪 

2019/5/5 1 肚仔坪 

2019/5/7 1 厚石群礁 

2019/5/7 1 厚石群礁 

2019/5/7 1 龍蝦洞 

2019/5/8 1 大福西 

2019/5/16 1 衫福漁港 

2019/5/25 1 美人洞 



2019/8/30 1 厚石群礁 

2019/9/11 1 美人洞-花瓶岩 

2019/11/4 1 威尼斯 

2019/11/16 1 大福西 

2019/11/18 1 花瓶岩 

2019/11/24 1 海子口 

2019/12/1 1 美人洞 

2019/12/17 1 衫福漁港 

2019/12/29 1 龍蝦洞 

註:資料來源為海委會海洋保育署-海洋保育網。網址：https://iocean.oca.gov.tw/OCA_OceanConservation/ 

 

2. 中澳沙灘 

本計畫共記錄魚類 2 目 17 科 52 種 272 隻次，底棲生物 9 目 11 科

14 種 28 隻次，環節動物 1 目 2 科 3 種 9 隻次，龜鱉類 1 目 1 科 1 種 2

隻次；共記錄綠蠵龜 1 種瀕臨絕種之保育類生物。 

(1) 魚類 

A、 亞潮帶 

本計畫亞潮帶共記錄魚類 2 目 17 科 51 種 268 隻次（表 4-1），

包括刺尾鯛科的線紋刺尾鯛及褐斑刺尾鯛；天竺鯛科的黃帶鸚天

竺鯛；鳚科的黑帶稀棘鳚；鰺科的吉打副葉鰺；蝴蝶魚科的胡麻斑

蝴蝶魚、克氏蝴蝶魚、月斑蝴蝶魚、弓月蝴蝶魚、鏡斑蝴蝶魚、烏

利蝴蝶魚及角蝶魚；䱵科的副䱵及福氏副䱵；鑽嘴魚科的奧奈鑽嘴

魚；鰕虎科的亥突珊瑚蝦虎；石鱸科的暗點石鱸；隆頭魚科的青斑

阿南魚、蓋馬氏盔魚、雜色尖嘴魚、哈氏海豬魚、雲班海豬魚、斑

點海豬魚、珠斑大咽齒鯛、帶尾新隆魚 、黑星紫胸魚、鈍頭錦魚、

哈氏錦魚、新月錦魚及胸斑錦魚；鬚鯛科的多帶海緋鯉及單帶海鯡

鯉；擬鱸科的四斑擬鱸及雪點擬鱸；雀鯛科的條紋豆娘魚、克氏雙

鋸魚、雙斑光鰓雀鯛、魏氏光鰓雀鯛、網紋圓雀鯛、三斑圓雀鯛、

迪克氏固齒雀鯛、珠點固齒鯛、班卡雀鯛、霓虹雀鯛、王子雀鯛及

藍紋高身雀鯛；合齒魚科的花斑狗母魚；三鰭鳚科的篩口雙線鳚；

二齒魨科的六斑二齒魨；四齒魨科的笨氏尖鼻魨及橫帶扁背魨。調

https://iocean.oca.gov.tw/OCA_OceanConservation/


查未記錄特有性與保育類魚類。多樣性指數分析中（H’）為 1.37。 

記錄魚類以黃帶鸚天竺鯛數量最多，佔 22.0%（59 隻次），

其次為褐斑刺尾鯛，佔 7.8%（21 隻次）。黃帶鸚天竺鯛為小型群

聚性魚類，主要棲息於礁洞下的陰暗處或珊瑚叢中，以多毛類及底

棲無脊椎動物為食。褐斑刺尾鯛為淺水域礁區常見的魚種，主要棲

息於潟湖淺灘及礁石底部，成魚喜成群的覓食，以藻類為食。 

B、 潮間帶 

本計畫潮間帶調查共記錄 1 目 1 科 1 種 4 隻次（表 4-1），紀

錄物種為鰕虎科的椰子深鰕虎。椰子深鰕虎為日行性底棲魚類，腹

鰭特化成吸盤狀可吸附於硬底質，可避免海浪及水流沖離，以藻類

及無脊椎動物為食。調查未記錄特有種與保育類魚類。多樣性指數

分析中（H’）為 0.0。 

C、 樣區概述 

本計畫水域樣站包括中澳沙灘亞潮帶及潮間帶，亞潮帶環境

由環境珊瑚礁、珊瑚砂及貝殼砂組成，其中灘地中的獨立珊瑚礁體

為眾多蝴蝶魚科、隆頭魚科及雀鯛科等小型珊瑚礁魚類群聚之場

所，除天然珊瑚礁環境，白沙港外海提另有護岸之消波塊，亦提供

珊瑚礁魚類覓食及活動場域；而潮間帶樣區主要為沙灘底質，易受

海浪拍打擾動，僅有小部分岩盤間有小潮池可供魚類躲藏，因此種

類及數量不及亞潮帶豐富。 

(2) 底棲生物 

A、 亞潮帶 

本計畫亞潮帶共記錄底棲生物 7 目 8 科 10 種 20 隻次（表 4-

2），包括活額寄居蟹科的隱伏硬殼寄居蟹及毛足真寄居蟹；海鹿

科的極小海兔海蛞蝓；擬海牛科的燕尾海牛；骨螺科的角岩螺；盤

海牛科的威氏瘤背海蛞蝓；葉海牛科的彩斑飛機海蛞蝓及突丘小

葉海蛞蝓；海菊蛤科的山羊海菊蛤；硨磲蛤科的巨硨磲貝。調查未



記錄特有性與保育類底棲生物。多樣性指數分析中（H’）為 0.84。 

記錄底棲動物以極小海兔海蛞蝓數量最多，佔40.0%（8隻次），

其次為角岩螺，佔 15.0%（3 隻次）。極小海兔海蛞蝓為底棲草食

性的軟體動物，本調查發現群聚於礁石間的海藻中。角岩螺為臺灣

海域常見之種類，喜歡棲息在潮間帶到淺海岩礁底。 

B、 潮間帶 

本計畫潮間帶共記錄底棲生物 3 目 3 科 4 種 8 隻次（表 4-2），

包括跳蝦科的扁跳蝦；陸寄居蟹科的凹足陸寄居蟹及灰白陸寄居

蟹；蜑螺科的花圓蜑螺。調查未記錄特有性與保育類底棲生物。多

樣性指數分析中（H’）為 0.57。 

記錄底棲動物以灰白陸寄居蟹數量較多，佔 37.5%（3 隻次）。

灰白陸寄居蟹為陸生性寄居蟹，喜棲息於海岸周邊較潮溼的區域

及海岸灌叢周邊，屬夜行性底棲生物，食性為雜食性，以果實為主

食。 

C、 樣區概述 

本計畫水域樣站包括中澳沙灘亞潮帶及潮間帶，亞潮帶環境

由環境珊瑚礁、珊瑚砂及貝殼砂組成，底棲生物主要發現於灘地中

的獨立珊瑚礁體周邊，如寄居蟹類及海蛞蝓類等海洋生物，此外亦

發現屬華盛頓公約之硨磲貝類；而潮間帶樣區主要為沙灘底質，受

海浪擾動頻繁，底棲生物躲藏於岩盤之海藻間或吸附於堅硬底質

上，陸生寄居蟹則於中高潮線間發現，種類及數量較亞潮帶少。 

(3) 環節動物 

A、 亞潮帶 

本計畫亞潮帶共記錄環節動物 1 目 2 科 3 種 9 隻次（表 4-3），

包括纓鰓蟲科的印度光纓蟲；龍介蟲科的巨原管蟲及大旋鰓蟲。調

查未記錄特有性與保育類環節動物。多樣性指數分析中（H’）為

0.30。 



記錄環節動物以大旋鰓蟲數量最多，佔 77.8%（7 隻次），其

餘物種為零星出現。大旋鰓蟲為固著性環節動物，宿主珊瑚多為微

孔珊瑚，廣泛分布於全球的熱帶珊瑚礁海域，臺灣本島及各離島的

珊瑚礁海域，會構築石灰質的硬管棲息其中，利用螺旋形鰓冠濾食

水層中的食物顆粒或小生物。 

B、 潮間帶 

本計畫潮間帶調查未記錄環節動物。 

C、 樣區概述 

本計畫水域樣站包括中澳沙灘亞潮帶及潮間帶，亞潮帶環境

由環境珊瑚礁、珊瑚砂及貝殼砂組成，環節動物主要為管蟲類，棲

居於硬珊瑚或珊瑚礁間；而潮間帶樣區主要為沙灘底質，營養鹽較

為缺乏，未發現環節動物。 

(4) 龜鱉類 

A、 亞潮帶  

本計畫調查亞潮帶共記錄龜鱉類 1 目 1 科 1 種 2 隻次（表 4-

4），紀錄物種為綠蠵龜，屬「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所列瀕

危滅絕之保育類，未記錄特有種龜鱉類。綠蠵龜為小琉球海域常見

之海龜，廣泛分布在熱帶及亞熱帶海域中，主要以海藻及海草為

食；綠蠵龜一生中大多在海中生活，對於棲息地的忠誠度很高，大

部分綠蠵龜會回到原來的棲地進行繁衍，現今因人為干擾及海岸

開發，則群生存受到威脅。保育類座標詳見表 4-5 及圖 4-1。 

B、 潮間帶 

本計畫潮間帶調查未記錄龜鱉類。 

C、 樣區概述 

本計畫水域樣站包括中澳沙灘亞潮帶及潮間帶，亞潮帶環境

由環境珊瑚礁、珊瑚砂及貝殼砂組成，其中珊瑚礁體為綠蠵龜提供

停棲平台及覓食場域，或於礁體周邊漫游，此外，陸上觀察可發現



綠蠵龜浮出水面換氣；而潮間帶為沙灘，綠蠵龜生活史中僅有產卵

季節較有機會於夜間上岸產卵，本季於日間及夜間觀察時並未發

現綠蠵龜於潮澗帶活動狀況。 

本案於中澳沙灘調查到一級保育類物種綠蠵龜，其分布位置如圖 4-

4 所示。 

 
圖 4-4 中澳沙灘綠蠵龜分布位置圖 

(5) 小結 

本計畫區位於白沙港漁港東側中澳沙灘，施工範圍海堤目前已

在施工階段。調查樣站則為亞潮帶及潮間帶，亞潮帶由珊瑚礁、珊

瑚砂及貝殼砂組成，近岸則有消波塊及堤防等人工構造物；亞潮帶

生物主要活動於珊瑚礁及消波塊周邊，魚類種類以蝴蝶魚科、隆頭

魚科及雀鯛科等珊瑚礁魚類為多，綠蠵龜則於珊瑚礁間活動。 



根據「珊瑚礁體檢（Reef check）」調查之作業規範，中澳海

域共有發現蝴蝶魚及石鱸等 2 種指標性魚類；硨磲貝及魔鬼海膽等

2 種指標性無脊椎動物，生物資源尚屬豐富。 

潮間帶主要為沙灘底質及岩盤，生物種類及數量較少，多棲息

於岩盤間潮池及表面海藻區域，陸生寄居蟹類則活動於較高潮位的

灘地上。 

整體而言，亞潮帶的珊瑚礁環境供給多樣的生物之棲地及食物

來源，可供給各生態區棲位（niche）之物種棲息；而受潮汐及海浪

頻繁拍打的沙質海岸，初級生產者及消費者較難停留成長，故本計

畫之潮間帶生物種類及數量均遠少於亞潮帶。 

海龜調查方面，依據海洋動物保護署 108 年度至 109 年 4 月之

資料，小琉球海龜目擊記錄共有 24 筆，物種則有玳瑁及綠蠵龜等 2

種，其中以綠蠵龜為大宗，記錄地點主要位於小琉球北海岸美人洞-

花瓶岩一帶居多，最靠近本計畫之記錄點則為魚埕尾（表 4-2）；

另根據「海龜點點名」一網路回報平台，平均 2-3 日便有民眾於小

琉球各處從事海洋活動時發現海龜之目擊記錄，可得知海龜族群在

小琉球的族群較各記錄上來的龐大且穩定；此外，透過居民訪談得

知中澳沙灘過去有海龜上岸之紀錄，因此於近岸工程作業時更需要

減少對該水域環境之干擾。 

表 4-2 海保署屏東縣琉球鄉海龜類出現紀錄（108 年度至 109 年 4 月） 

目擊日期 物種 學名 數量 地點描述 

2019/2/25 玳瑁 Eretmochelys imbricata 1 漁埕尾 

2019/3/17 

綠蠵龜 Chelonia mydas 

1 棄嬰洞 

2019/3/22 1 衫福漁港 

2019/3/29 1 美人洞 

2019/4/28 1 美人洞 

2019/4/29 1 花瓶岩 

2019/4/29 1 美人洞-花瓶岩 

2019/5/5 1 肚仔坪 

2019/5/5 1 肚仔坪 

2019/5/7 1 厚石群礁 



2019/5/7 1 厚石群礁 

2019/5/7 1 龍蝦洞 

2019/5/8 1 大福西 

2019/5/16 1 衫福漁港 

2019/5/25 1 美人洞 

2019/8/30 1 厚石群礁 

2019/9/11 1 美人洞-花瓶岩 

2019/11/4 1 威尼斯 

2019/11/16 1 大福西 

2019/11/18 1 花瓶岩 

2019/11/24 1 海子口 

2019/12/1 1 美人洞 

2019/12/17 1 衫福漁港 

2019/12/29 1 龍蝦洞 

註:資料來源為海委會海洋保育署-海洋保育網。網址：https://iocean.oca.gov.tw/OCA_OceanConservation/ 

 環境、生物及工作照 

本案調查環境、生物及工作照如圖 4-5~圖 4-6 所示。 

  

施工區域環境照 施工區域環境照 

  

杉板灣海岸環境照 亞潮帶環境照 

  



亞潮帶環境照 亞潮帶環境照 

  

潮間帶環境照 潮間帶環境照 

  

潮間帶樣區工作照 亞潮帶水肺調查工作照 

  
生物照-副䱵 生物照-斑條金梭魚 

  
生物照-米點箱魨 生物照-鏡斑蝴蝶魚 

  
生物照-角蝶魚 生物照-克氏雙鋸魚 



  
生物照-椰子深蝦虎 生物照-黑邊多彩海蛞蝓 

  
生物照-彩斑飛機海蛞蝓 生物照-雜色龍蝦 

  
生物照-金環寶螺 生物照-角岩螺 

  
生物照-無刺槍蝦 生物照-麗莎大眼蟹 

  
生物照-有角併額蟹 生物照-綠蠵龜 

圖 4-5 杉板灣聚落式污水處理設施生態調查環境照、工作照及生物圖 

 



  

施工區域環境照 施工區域環境照 

  

中澳沙灘環境照 亞潮帶渠環境照 

  

亞潮帶環境照 亞潮帶環境照 

  

潮間帶環境照 潮間帶環境照 

  



潮間帶樣區工作照 亞潮帶水肺調查工作照 

  
生物照-黃帶鸚天竺鯛 生物照-網紋圓雀鯛 

  
生物照-雲斑海豬魚 生物照-鏡斑蝴蝶魚 

  
生物照-四斑擬鱸 生物照-橫帶扁背魨 

  
生物照-椰子深蝦虎 生物照-灰白陸寄居蟹 

  
生物照-角岩螺 生物照-極小海兔海蛞蝓 



  
生物照-突丘小葉海蛞蝓 生物照-山羊海菊蛤 

  
生物照-巨硨磲貝 生物照-花圓蜑螺 

  
生物照-大旋鰓蟲 生物照-巨原管蟲 

圖 4-6 中澳沙灘聚落式污水處理設施生態調查環境照、工作照及生物圖 

 生態評析 

1. 生態議題 

(1) 杉板灣 

A、 施工範圍鄰近杉福潮間帶保育示範區海岸，杉福漁港東側坡地海

岸灌叢為本區域自然度較高的地方，亦為陸生寄居蟹及海岸生物

之棲所，施工可能干擾棲地。 

B、 施工範圍鄰近杉福海域及潮間帶，除對原有汙水放流外，施工的土

方工程所產生之土石如遇強降雨或海風吹拂，沖刷至鄰近區的海

岸，影響水質及生態狀況。 

C、 每年 5 月至 10 月為海龜繁殖季，母龜會於晚間登岸產卵，在過去

的研究中顯示如海龜產卵受到干擾，便有可能放棄該繁殖地；此



外，海岸燈光亦會造成小海龜錯判方位，往陸地爬行而非進入海

洋，錯失生存機會。 

(2) 中澳沙灘 

A、 中澳沙灘南側道路旁有一以黃槿、林投及構樹組成之海岸灌叢地

帶，為施工範為周邊自然度較高之區域，因毗鄰中澳沙灘潮間帶，

海岸灌叢底層可作為陸生寄居蟹、陸蟹之等濱海生物之棲地，施工

可能干擾。 

B、 施工範圍毗鄰中澳海域及潮間帶，施工期間仍須對原有汙水放流

進行管理。 

C、 每年 5 月至 10 月為海龜繁殖季，母龜會於晚間登岸產卵，在過去

的研究中顯示如海龜產卵受到干擾，便有可能放棄於該繁殖地；此

外，海岸燈光亦會造成小海龜錯判方位，往陸地爬行而非進入海

洋，錯失生存機會。 

2. 建議保育對策 

(1) 杉板灣 

A、 「減輕」施工期間應保留自然度較高的海岸灌叢及植被，減少干擾

面積，並避免堆置器材及機具操作時對海岸灌叢及植被造成機械

性傷害。 

B、 「減輕」施工期間，原有的汙水須達到放流水標準再進行放流，並

定時檢測近岸水域之水質及生態狀況；施工所產生之土方與石塊

應集中堆放，並以防塵網覆蓋，減少揚塵污染並避免砂土因大雨沖

刷至鄰近區的海岸。 

C、 「減輕」為保護海岸生物及海龜，應禁止於夜間施工，避免對海岸

生物之干擾；海岸道路燈光加裝燈罩等採收斂式照明，減少燈光影

響生物活動。 

(2) 中澳沙灘 

A、 「減輕」保留中澳沙灘周邊自然度較高的海岸灌叢，並減少施工對



植被之干擾或機械性破壞。 

B、 「減輕」施工期間，原有的汙水須達到放流水標準再進行放流，並

定時檢測近岸水域之水質及生態狀況。 

C、 「減輕」為保護海岸生物及海龜，應禁止於夜間施工，避免對海岸

生物之干擾；海岸道路燈光加裝燈罩等採收斂式照明，減少燈光影

響生物活動。 

3. 保全對象 

本案兩處皆調查到一級保育類綠蠵龜，因其上岸產卵期，大鵬灣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將從 5 月 1 日起到 10 月 31 日止，於中澳、威尼斯及肚

仔坪沙灘等保護區夜間進行宵禁，晚上 8點到清晨 5點禁止進入保護區，

違反都將依「野生度物保育法」開罰（https://e-info.org.tw/node/224259）。 

4. 生態關注圖 

(1) 杉板灣 

本工區因鄰近琉球漁業資源保育區，且為綠蠵龜產卵處，因此

劃設為高度敏感區，鄰近植被良好區域劃設為中度敏感區及部分人

為干擾區，惟施工範圍並未影響中、高敏感區域。生態關注圖如圖

4-7 所示。 

(2) 中澳沙灘 

本工區除海岸灌叢劃設為中度敏感區外，其餘皆為人為干擾區

域，生態關注圖如圖 4-8 所示。 



 
圖 4-7 杉板灣生態關注圖 

 

 
圖 4-8 中澳沙灘生態關注圖 



  



 自主檢查表 

表 4-3 杉板灣自主檢查表 

主辦機關 屏東縣政府水利處 

 

工程名稱 
屏東縣琉球鄉杉板灣及中澳沙灘聚落

式污水處理設施工程 

承攬廠商 閎大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位點 

地點：屏東縣琉球鄉 

杉板灣聚落 

TWD97 座標 X：184433.702 

Y：2471521.340 

編號 項目 檢查標準 
檢查日期 

     

1 
植被

保全 

[減輕]施工期間保留自然度較高的海

岸灌叢及植被，減少干擾面積，並避

免堆置器材及機具操作時對海岸灌叢

及植被造成機械性傷害。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2 
物種

保護 

[減輕]施工期間，原有的汙水須達到

放流水標準再進行放流，並定時檢測

近岸水域之水質及生態狀況；施工所

產生之土方與石塊應集中堆放，並以

防塵網覆蓋，減少揚塵污染並避免砂

土因大雨沖刷至鄰近區的海岸。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3 
物種

保護 

[減輕] 為保護海岸生物及綠蠵龜，應

禁止於夜間施工，避免對海岸生物之

干擾；海岸道路燈光加裝燈罩等採收

斂式照明，減少燈光影響生物活動。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異常狀況處理 

異常狀況類型 
□生態保護目標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過大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 

發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備註： 

一、本表於設計階段由生態團隊依生態友善措施研擬，於施工期間據以執行。 

二、本表於工程期間，由監造單位隨工地安全檢查填寫。 

三、如發現異常，保留對象發生損傷、斷裂、搬動、移除、干擾、破壞、衰弱或死亡等異常狀況，請註明

敘述處理方式，第一時間通報主辦機關。 

四、廠商每月填寫一次，生態團對 3 個月抽查一次。 

       承攬廠商(簽名)：                       日期： 

編號 1紀錄照片 編號 2紀錄照片 編號 3紀錄照片 

   

 

表 4-4 中澳沙灘自主檢查表 



主辦機關 屏東縣政府水利處 

 

工程名稱 
屏東縣琉球鄉杉板灣及中澳沙灘聚落

式污水處理設施工程 

承攬廠商 閎大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位點 

地點：屏東縣琉球鄉 

中澳沙灘聚落 

TWD97 座標 X：184433.702 

Y：2471521.340 

編號 項目 檢查標準 
檢查日期 

     

1 植被保全 

[減輕]保留中澳沙灘周邊自然度較

高的海岸灌叢，並減少施工對植被

之干擾或機械性破壞。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2 物種保護 

[減輕]施工期間，原有的汙水須達

到放流水標準再進行放流，並定時

檢測近岸水域之水質及生態狀況。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3 物種保護 

[減輕] 為保護海岸生物及綠蠵龜，

應禁止於夜間施工，避免對海岸生

物之干擾；海岸道路燈光加裝燈罩

等採收斂式照明，減少燈光影響生

物活動。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異常狀況處理 

異常狀況類型 
□生態保護目標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過大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 

發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備註： 

一、本表於設計階段由生態團隊依生態友善措施研擬，於施工期間據以執行。 

二、本表於工程期間，由監造單位隨工地安全檢查填寫。 

三、如發現異常，保留對象發生損傷、斷裂、搬動、移除、干擾、破壞、衰弱或死亡等異常狀況，請註明

敘述處理方式，第一時間通報主辦機關。 

四、廠商每月填寫一次，生態團對 3 個月抽查一次。 

       承攬廠商(簽名)：                       日期： 

編號 1紀錄照片 編號 3紀錄照片 

  

 

 



 生態檢核自評表 

表 4-5 屏東縣琉球鄉杉板灣及中澳沙灘聚落式污水處理設施工程自評表 

工程

基本

資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屏東縣琉球鄉杉板灣及中澳沙灘聚落式污水處理設施工程 
設計單位 

聯聖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聯聖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屏東縣政府水利處 營造廠商 
閎大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屏東縣琉球鄉  

 (1)杉板灣聚落 

TWD97 座標 X：184433.702 

Y：2471521.340 

(2)中澳沙灘聚落 

TWD97 座標 X：184433.702 

Y：2471521.340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55,000 

工程目的 此處之生活廢污水大排引入聚落式理設施後，再予以放流或做為利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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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概要 1.工程監造費用。2. 水質淨化場工程 3. 成效評估費用。 

預期效益 
期以仿造琉球鄉老人會館聚落式生活廢污水截流處理設施模式，建造一個能將生活污水 處理至能放流或再利用之水域生態

環境。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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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核定

階段 

二、 

生態資料蒐集調

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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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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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珊瑚礁 地質 、潮間帶 潮間帶 、綠蠵龜 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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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仔坪潮間帶 、杉福潮間帶 、漁埕尾潮間帶、蛤板灣間帶及龍蝦洞潮間帶 

□否 

工程

計畫

核定

階段 

三、 

生態保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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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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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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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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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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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將工程計畫相關資料存放在當地區公所，供民眾參閱。 

□否  

規劃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團

隊 

4.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5.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蒐集調

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6.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7.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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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

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

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計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

案 

是否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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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往復確認可

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

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

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

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

管理

階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

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