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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生態教育中心園區活躍計畫─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

善工程(第二期)-生態檢核表 

 

基隆市生態教育中心園區活躍計畫─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善工程(第二期)

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基隆市生態教育中心園區活躍計畫─

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善工程

(第二期) 

設計單位 威季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9 年 3 月 31 日至 109 年 8 月 27 日 監造廠商 威季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處 營造廠商 成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暖東苗圃(205基隆市暖暖區東碇路 12

號) (25.093103, 121.740865)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勞務契約變更完成，原案與搶

災工程合併後，預算增加為約

2,518 萬元。 

工程目的 

「暖東苗圃」園區有六座溫室，部分設施年久失修，且目前育苗場所以七堵苗圃

為主，因此對於園區溫室的需求較低，溫室旁的生態池枕木護岸腐朽鬆動，有傾

倒之虞，生態池的修繕和機能提升等議題，閒置空間再利用，及活化現有資源，

思考為將來生態教育的場域的可行性，爰此，基隆市政府產業發產處進行「暖東

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善工程(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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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拆除及重建 

2.生態池修繕 

3.新設多功能展演區與可食地景區 

4.全區部分硬體修繕 

5.部分植栽遷移 

預期效益 完成園區溫室、生態池..設施修繕與閒置空間設計，以達成區域活化之目的。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1.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2.    ■是，生態檢核團隊由 108年 9月 12日起協助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3.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4.    ■是，詳見附表 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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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表 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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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表 D03、D04、D-0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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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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辦機關邀集召開，於 108年 6月 3日辦理第一次

規劃設計意見交流會、108年 7月 19日辦理第一次規劃設計書

圖說明會，詳見附表 D-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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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發包確認後於 109年 4月 6日上網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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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表 D01、D-03生態團隊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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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表 D-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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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發包確認後於 109年 4月 6日上網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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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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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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基隆市生態教育中心園區活躍計畫─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

善工程(第二期)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1 工程設計資料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威季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填表

日期 
民國 108 年 10 月 3 日 

設計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工程主辦機

關 
陳至威 

基隆市政府產業

發產處-農漁管

理科/技佐 

林業技術 
主辦及督導工程設

計、施工相關事宜 

設計單位 

/廠商 
劉淑玲 

威季景觀工程有

限公司/設計總

監 

規劃設計 

細部設計 

二期工程規劃設計與

工程整合、溝通協調 

提供工程規劃圖給生態團隊 

設計階段 查核 提供日期 

規劃說明會 是 ■ / 否 □ 2019/06/03 

設計圖書說

明會 

是 ■  / 否 □ 2019/07/19 

第一次預算

書圖細部審

查會議 

是 ■ 否 □ 2019/09/24 

第二次預算

書圖細部審

查會 

是 ■ 否 □ 2019/11/06 

第三次預算

書圖細部審

查會 

是 ■ 否 □ 2019/11/29 

設計定稿 是 ■ 否 □ 2019/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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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生態教育中心園區活躍計畫─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

善工程(第二期)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2 工程設計圖-書面意見紀錄表 

編號:01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8 月 27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8 月 30 日 

書面審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鄭暐/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威季景觀工程有限公司/劉淑玲總監 

1. 植栽遷移需著重其存活率，建議可於設

計書增加移植的相關注意事項，以利後續

施工單位留意。 

遵照辦理，目前規劃設計階段著重園區植栽搭

配與既有植栽疏植，於植栽移植相關規範敝公

司有一定的相關工程經驗，將於施工圖階段一

併於圖面詳述相關辦法，以利施工廠商施作並

提高植栽存活率。 

2.生態池中的深水警界石是否有相關的配

套說明?使初次到訪之民眾了解其用意，避

免誤入而發生危險。 

敬悉，生態池中設置的深水警戒石除了有提醒

遊園民眾深水危險之意更提供水面造景不一

樣的風貌，也可成為池中生物生長躲藏之處，

增加生物豐富棲地，本工程將於幾處觀景點增

設解說牌說明設置用意。 

3.設計圖中原地保留樹木，建議於施工前

與施工廠商同步確認，並用警示帶等標

示，做為施工期間的包全對象。如樹木位

處施工動線附近，可請廠商加強保護其樹

幹，避免損傷。 

遵照辦理，敝公司於施工前將會同機關、生態

檢核團隊與施工廠商辦理會勘，協助確認現場

保留與移植植栽，並請益生態檢核團隊專業意

見，於圖說詳述相關移植與保護作業規範，降

低本園植栽因施工所造成折損。 

 

編號:02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1 月 29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1 月 29 日 

暖東苗圃細部設計 V3_書面審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鄭暐/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威季景觀工程有限公司/劉淑玲總監 

1. 暖東苗圃水生植物植栽建議 

(1)廠商原擬新植水生植物，建議剔除幾

種外來種及強勢擴張能力的物種： 

(1) 

A. 除鳶尾外其餘皆已排除，因本園區不僅是

基隆生態教育中心，同時也是暖暖社區居

民散步休閒的場域，再營造生態之於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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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建議剔除物種：(a)外來種：睡

蓮、紫鳶尾、日本莎草、埃及莎草。

(b)強勢擴張性：大安水蓑衣 

B.建議新植原生水生植物：(a)挺水

性-田葱科：田葱(接近威脅)---具保

育性；車前科：桃園石龍尾(瀕危)、

大葉田香草(易受害)---具保育性；

莎草科：蒲(大甲藺)、單葉鹹草、燈

心草---具使用教育性。(b)浮葉性-

睡蓮科：芡(嚴重瀕危) ---具食用保

育性；菱角科：菱角或野菱---具食

用教育性；睡菜科：龍骨瓣杏菜(水

蓮) ---具食用教育性 

(2)建議未來苗圃的一部分功能可作為協助

以植物保種的「國家植物園方舟計

畫」，協助珍稀植物的保種及復育。 

兼顧四季景觀性，營造風複的園區視覺景

觀。 

B. 遵照辦理，本案新增田蔥，桃園石龍尾、

大甲藺、芡、野菱、龍骨瓣杏菜。 

 

 

 

 

 

 

 

 

(2)遵照辦理，設計單位將盡力協助暖東苗圃

成為珍稀植物保種及復育中心。 

2.基隆多雨，以目前暖東峽谷及荖寮坑的

經驗，原木步道及平台常是造成民眾滑倒

及重大意外的主因，加上容易損壞，建議

以防滑材質替代，並搭配相應的止滑設

計。 

修繕步道採碎石步道非原木步道，木平台面板

會有止滑溝槽，避免民眾摔倒。 

3.以基隆為名的植物如基隆筷子芥、基隆

蠅子草、基隆扁葉芋等野外族群已經很

少，請問是否已經有來源可以取得。 

因來原取得不易，已取消基隆特有種的引介。 

4.以內寮濕地為例，小小的人工濕地已經

記錄超過 65種蜻蜓，建議原生的挺水植物

多考慮，這有利於蜻蛉目昆蟲的聚集，而

這些原生植物及昆蟲也是未來作為環境教

育場域重要的資產。 

未來暖東苗圃生態池改建完成後，原區生態勢

必會比現況豐富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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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生態教育中心園區活躍計畫─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

善工程(第二期)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基隆市生態教育中心園區活躍

計畫-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

景觀改善工程(第二期)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9 月 25 日 

評析報告

是否完成

下列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

■生態影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專長 

基隆市野鳥學

會/理事長 
鄭暐 

環境友善方案研提、

工程生態分析 

生態工程、環境

影響評估 

基隆市野鳥學

會/常務理事 
沈錦豐 昆蟲生態調查 

陸域動物生態調

查與評析 

基隆市野鳥學

會/總幹事 
李佳陵 鳥類生態調查 

鳥類生態調查與

評析 

中華大自然教

育推廣協會/理

事 

江德賢 植物生態分析 植物生態評估 

石虎保育協會

/研究員 
張育誠 動物生態分析 

陸域動物生態調

查與評析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人文歷史資料翻查，暖東苗圃園區基質應有「愛產煤礦」開採煤礦，所產生的

事業廢棄物(煤渣等)。整個園區皆位處基隆河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園區
鄰近山區為保安林，鄰近之東勢溪為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根據基隆鳥會過往調查園區曾記錄之部分鳥種：留鳥：鴛鴦、灰樹鵲、紅頭穗
鶥、五色鳥、竹雞、小彎嘴鶥、 蛇鵰、繡眼雀鶥、綠繡眼、紅嘴黑鵯、白頭翁、灰
頭鷦鶯、褐頭鷦鶯、烏線雀鶥、洋燕、麻雀、珠頸斑鳩、台灣藍鵲、鳳頭蒼鷹等。
冬候鳥：小白鷺、中白鷺、大白鷺、白鶺鴒、灰鶺鴒、紅尾伯勞、紅隼、黃尾鴝、
短翅樹鶯、藍尾歌鴝，白腹鶇等。夏候鳥：家燕、中杜鵑等。 

iNaturalist 網路資料庫，與暖暖運動公園一起搜尋僅有過三位觀察者提供資料，
10 種物種出現紀錄，包含黑眶蟾蜍、盤古蟾蜍、台灣青銅金龜、黃斑椿象、台灣紋
蠊、扁鍬形蟲、紫花酢漿草、小彎嘴畫眉與天蛾科和梅屬植物。 

參考資料： 

1. 王鈺婷等人，暖式生活暖所在，為城鄉所「環境規劃與設計實習⼀」。 

2. 暖東苗圃賞鳥路線介紹。http://kite.biodiv.tw/kite/birdofkeelung/nuandong.htm 

3. 煤礦 IN 基隆，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12/ns6grade/about.htm 

4. 網路資料庫：iNaturalist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暖東苗圃位於雪山山脈五分山系西北支稜海拔 220 公尺的頂寮山下，苗圃園區

http://kite.biodiv.tw/kite/birdofkeelung/nuandong.htm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12/ns6grade/abou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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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圍種植著許多台灣各地的原生植物，其中有些種類是地域性的稀有種，如：分

布於恆春半島或蘭嶼的蘭嶼肉桂、鐵色、鵝掌藤、日本衛矛、菲島福木、番仔林
投，還有僅狹隘分布於桃園埤塘的臺灣萍蓬草及生長於龜山島的蒲葵、狹隘分布
北台灣大漢溪流域的流蘇樹、南北兩端零星分布的穗花棋盤腳與竹柏，還有數量
雖稀少但因資料不足而無法明確評估其稀有等級的四照花。而在園區環山步道上
可見的在地原生稀有植物則有台北茜草樹、野漆樹與裂葉雙蓋蕨，另外尚有胡氏
肉桂與裏白瓜馥木同樣因資料不足而無法明確評估其稀有性。 

園區通往環山自然步道的路線可由生態池對面的階梯直上稜線，在前段森林裡
的第一層喬木仍可見零星的相思樹突出於其他樹冠，此或與早期相思樹造林有
關，尤其基隆、新北一帶的礦業發達，對相思樹的需求高。而第二層喬木則以森
氏紅淡比為優勢，林下地被以喜濕、耐陰的觀音座蓮、姑婆芋、廣葉鋸齒雙蓋蕨
為主。步道逐漸上了稜線後，兩旁樹冠被大量藤蔓性極強的酸藤所覆蓋，這在北
部潮濕森林雖是頗為常見的景觀，但其對森林樹木生長的影響也有一定的程度。

步道上亦可見早期為了取得種仁裡的油脂而引進栽種的三年桐的自然更新植株及
幼苗；此外，森林喬木也略有變化，森氏紅淡比仍為優勢，但伴生著江某、菲律
賓榕、頷垂豆、山紅柿、厚殼桂、台北茜草樹、野漆等，其中較特別的是此步道
上數量頗多的台北茜草樹與野漆樹在台灣其他地區並不常見，故被列為易受害與
接近威脅，可說是暖東苗圃環山步道上最具特色與代表的物種。 

環山步道上的優勢喬木以森氏紅淡比為主，其樹幹堅重挺直，花期在六月，乳
黃色的花散發著淡淡的香氣，是北部養蜂人的盛事，森氏紅淡比是台灣特有變
種，雖然為全台分布，但以北部低海拔森林尤其基隆、暖暖一帶的森林裡最具優
勢，而基隆紅淡山原名為雙龍山，傳說因日治時期旅居基隆的日本人於山上廣植
森氏紅淡比而改名。而在森氏紅淡比優勢的林下則以耐陰的九節木與柏拉木為灌
木層優勢，此外林下地被尚有一種僅分布於台北與蘭嶼的莎草科植物割雞芒，所
謂分布於台北其實主要是分布於從台北內湖、汐止至基隆情人湖一帶的五指山系
森林裡，有趣的是除五指山系外臺北盆地周圍的其他山系並沒有分布，連與五指

山相鄰的陽明山區也沒有，此次調查則發現五分山系的暖暖也有少量的分布。類
似的情形還有野鴉椿，其在台灣僅分布於基隆河以北地區，主要分布區在陽明山
與五指山系，而隔著基隆河與五指山系對望的五分山系卻僅有少量的分布，此環
山步道上亦有少數幾株野鴉椿。 

4.棲地影像紀錄： 

20190502_空拍正射影像 

20190901 生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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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1 生態池步道 20190901 生態池步道 

20190901 生態池步道 20190901 可食地景區 

20190901 停棲於跨橋的大冠鷲 20190901 生態池中鴛鴦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高度敏感(陸域)為禁止任何干擾或破壞之區域。中度敏感(陸域)則為盡可能減少擾
動，如有超過 1 公尺以上的擾動之需求，需和監造單位、生態檢核團隊及主辦單
位商討。低度敏感(陸域)則列為優先使用建成地區。中度敏感(水域)需確實執行友
善措施後-施工前妥善安置鴛鴦，並遷移園區內既有之鴨鵝等，方可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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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迴避：工區範圍既有大樹：蓮霧 2株、烏心石 1株、九芎 1株。 
迴避：施工前妥善安置鴛鴦，並遷移園區內既有之鴨鵝等。 
縮小：施工便道等工程行為需盡可能迴避既有樹木，如須修剪大樹，應避免不當

修枝。工區範圍非保全對象則盡可能降低既有生物破壞，降低人為干擾。 
補償：改善園區前期施作之滯洪池之棲地連結，增設動物坡道。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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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2 

九芎*1 

烏心石*1 

九芎與烏心石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   鄭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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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生態教育中心園區活躍計畫─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

善工程(第二期)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4 生態保育策略及討論紀錄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鄭暐 

(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

理事長)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9 月 26 日 

解決對策項目 

1.生態池周邊既有樹木討論 

2.鴛鴦、鴨鵝移置討論 

3.擬定施工期間自主檢查表 

實施位置 暖東苗圃工區範圍中 

解決對策之詳細內容或方法： 

下列項目討論依據附件三：保全對象討論會議進行 

1. 植栽遷移之存活率：設計單位將植栽移植相關規範，將於施工圖階段一併於圖面詳

述相關辦法，以利施工廠商施作並提高植栽存活率。監造單位並於遷移時確實督導。 

(該項目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2. 原地保留生態池西北側-保全樹木：蓮霧大樹*2、烏心石*1、九芎*1，標示於設計

圖中，施工前請施工單位以警示帶標示並加強保護，避免施工期間損傷。(該項目

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3. 既有旅人蕉進行適當修剪。(該項目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4. 工區內陰香全面移除。(該項目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5. 鴨鵝：詢問基隆市各休閒農場、各級學校或一般民眾有無意願認養，若有意願者

再做安排。 

6. 鴛鴦：目前稍減鴨鵝餵食量，若提高物種間競爭程度，促使鴛鴦離開。另因鴛鴦

為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第 II級珍貴稀有野生動物，處理方式以不抓取為原則，若

屆工期即將開始前，鴛鴦仍棲息於暖東苗圃，則向台北市木柵動物園野生動物收

容中心詢問可否暫時安置。 

7. 生態池中的水生生物於施工期間，要將水放乾時，如許可可通知生態檢核團隊一

起進行，準備大水桶與打氣機，如池中有珍稀物種將立刻妥善移地保育。 

8. 補償：改善園區前期施作之滯洪池之棲地連結，增設動物坡道。 

施工階段監測方式： 

1. 施工前，主辦機關、生態人員和施工廠商進行自主檢查表(C-03) 施工階段生態保

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各項目之確認 

2. 施工期間施工廠商須確保保全對象無異常，如出現異常時，應主動告知監造單位、

生態團隊和主辦機關。 

3. 施工廠商與監造廠商每月填寫自主檢查表提供生態團隊與主辦單位備查。 

4. 生態團隊應於施工期間不定期抽查 2 次。 

現勘、討論及研擬生態保育措施的過程、紀錄 

日期 事項 摘要 

108/6/3 

規劃說明會 由基隆市政府產發處召開「暖東苗圃第二期工程設計

規劃意見交流會議」，設計單位向與會人員說明園區

欲規畫之內容，會議記錄詳見附件一。 

108/7/19 設計書圖說明會 由基隆市政府產發處召開「基隆市生態教育中心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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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計畫-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善工程(第二

期)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案」設計書圖說明會，由

設計單位向與會人員說明園區工程設計內容，會議記

錄詳見附件二。 

108/8/27-
108/8/30 

設計圖書面討論 詳見附表D-02 

108/9/6 保全對象討論 主辦單位、設計單位、生態專業團隊於暖東苗圃進行

現地保全對象之討論，會議相關紀錄附件三。。 

108/9/24  第一次預算書圖

細部審查會議 

列席審查會議 

108/10/8 暖東苗圃米塔颱

風災損會勘 

生態檢核團隊共同會勘。 

我們是建議 

1.出水口改為開放式 

好管理也可以營造一些生態 

2.結合自動照相機的發現，生態池周邊減少水泥以類似

內寮濕地形式營造 

108/11/6 第二次預算書圖

細部審查會 

列席審查會議 

108/11/29  第三次預算書圖

細部審查會 

提供書面意見 

108/12/09 生態檢核專業協

助 

提供施工說明生態檢核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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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生態教育中心園區活躍計畫─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

善工程(第二期)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5 民眾參與紀錄表 

編號:01 規劃說明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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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2 規劃說明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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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3 保全對象討論會 

一、會議結論摘要 

1. 原地保留生態池西北側蓮霧、烏心石、九芎保留。 

2. 池邊步道灌木，如月橘等，盡可能現地保留。 

3. 既有旅人蕉進行適當修剪。 

4. 工區內陰香全面移除。 

5. 鴨鵝：詢問基隆市各休閒農場、各級學校或一般民眾有無意願認養，若有

意願者再做安排。 

6. 鴛鴦：目前稍減鴨鵝餵食量，若提高物種間競爭程度，促使鴛鴦離開。另

因鴛鴦為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第 II 級珍貴稀有野生動物，處理方式以不

抓取為原則，若屆工期即將開始前，鴛鴦仍棲息於暖東苗圃，則向台北市

木柵動物園野生動物收容中心詢問可否暫時安置。 

7. 生態池中的水生生物於施工期間，要將水放乾時，如許可可通知生態檢核

團隊一起進行，準備大水桶與打氣機，如池中有珍稀物種將立刻妥善移地

保育。 

二、會議相關影像 

三、會議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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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生態教育中心園區活躍計畫─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

善工程(第二期)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1 施工團隊與環境保護計畫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鄭暐 

(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

理事長) 

填表

日期 
民國 108 年 3 月 25 日 

施工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工程 

主辦機關 

陳至威 

基隆市政府產業

發產處-農漁管

理科/技佐 

林業技術 

主辦及督導工程

設計、施工相關

事宜 

黃秋如 

基隆市政府產業

發展處-大地及

農漁工程科/臨

時人員 

土木、建築 工程管理業務 

監造單位 

/廠商 

劉淑玲 
威季景觀工程有

限公司/設計總監 

規劃設計 

細部設計 

二期工程規劃設計

與工程溝通協調 

林玠君 
威季景觀工程有

限公司/設計師 

細部設計 

設計繪圖 

繪製設計圖說與輔

助工程相關事項 

李其銘 
威季景觀工程有

限公司/監造主任 

細部設計 

工務管理 

監造管理 

工程與監造管理 

謝濟行 
威季景觀工程有

限公司/設計師 

細部設計 

設計繪圖 

繪製設計圖說與輔

助工程相關事項 

施工廠商 

林清美 
成盟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負責人 
協調支援 

工程進度推展及

支援 

周貴桐 

成盟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工地主

任 

施工推展 施工統籌管理 

周媛媛 

成盟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行政品

管人員 

文書管理 行政品質管理 

環境保護計畫 

類型 摘要 資料來源 

施工復原 
(1) 完工驗收前，須確保生態保全對象未因施

工過程而移除或破壞，以及環境於完工後

發包文件中：施

工計畫書-完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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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復原，若未完善處理則須有後續之補償措

施。 

(2) 確認生態保全對象：於「施工階段生態保

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記錄之生態保全

對象，須確認仍存活未受破壞，並拍照記

錄。 

(3) 環境復原：包含施工便道與堆置區環境復

原、垃圾清除等，須摘要描寫並拍照記

錄。 

(4)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果：逐項評估生態保

育措施達成狀況。 

生態保育措施執

行狀況 

 

相關環境 

監測計畫 

(1) 施工計畫書應對照前階段生態保育對策之

目的及項目據以研擬生態保育措施，並說

明施工擾動範圍(含施工便道及土方、材料

堆置區)，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

相對應位置。 

(2) 品質計畫書應納入附表 C-03：「施工階段

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3) 施工期間需落實「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

措施自主檢查表」項目，每月確實填寫，

並提供給監造單位覆核，並將表單回傳至

主辦機關和生態檢核團隊備查，以作為資

訊公開資料。 

(4) 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規劃應納入生態

保育措施之宣導。 

(5) 若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有困難，應由施工單

位召集監造單位及生態專業人員協商因應

方式，經工程主辦單位核定修改「施工階

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6) 變更設計應及時通知生態專業人員，以確

認是否需要調整相關的生態保育措施。 

發包文件中：施

工計畫書-開工前

資料審查和施工

規範 

其他 

(1) 工區範圍內若有生態環境產生異常狀況，

經自行發現或經由民眾提出後，必須要積

極處理，以防止異常狀況再次發生。工程

主辦單位必須針對每一生態異常狀況釐清

原因、提出解決對策，並進行複查，直至

異常狀況處理完成始可結束查核。 

(2) 異常狀況類型如下： 

發包文件中：施

工計畫書-生態環

境異常狀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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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生態保全對象異常或消失，如：應保

護之植被遭移除。 

(b) 非生態保全對象之生物異常，如：鳥

群暴斃、水質渾濁。 

(c) 生態保育措施未確實執行。 

 

基隆市生態教育中心園區活躍計畫─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善工程(第二期) 

施工前說明會暨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議程 

會議時間：為 3/25(三) 14:00 

會議地點：暖東苗圃溫室前 

參與人員：主辦機關、監造單位、施工單位、生態檢核執行單位 

議程： 

項次 討論項目 預估時

間 

備註 

1 

 

施工廠商說明施工擾動範圍(含施工便道及土

方、材料堆置區)，並與生態檢核團隊以圖面

呈現方式確認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並以警示帶標註。 

10分鐘  

2 生態團隊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

象位置，進行生態保育措施之宣導，並與施

工團隊確認「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

主檢查表」應執行項目。 

5分鐘  

3 施工期間需落實「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

施自主檢查表」項目，每週確實填寫，並提

供給監造單位覆核，並將表單回傳至主辦機

關和生態檢核團隊備查，以作為資訊公開資

料。(品質計畫書應納入「施工階段生態保育

/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5分鐘 表單回傳方

式討論 

4 施工期間預期風險事項說明 

(1)若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有困難，應由施工單

位召集監造單位及生態專業人員協商因應

方式，經工程主辦單位核定修改「施工階

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2)變更設計應及時通知生態專業人員，以確

認是否需要調整相關的生態保育措施。 

(3)異常狀況通報方式討論 

10分鐘 異常狀況通

報方式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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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生態教育中心園區活躍計畫─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

善工程(第二期)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                                檢查日期：                

施工查核點：□施工放樣工程 □開挖工程 □構造物回填土方工程 □完工驗收  

施工工區：基隆市暖東苗圃.施工進度：    %.  開工日期：109.3.31.預定完工日期：109.8.27 

工程名稱：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善工程(第二期) 

項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相關

照片說明(註)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1  

施工便道等工程行為需盡可能迴避既有樹

木，保持其樹型態，如須修剪大樹，應避

免不當修枝。 

     

    2  
保全大樹：蓮霧 2株、烏心石 1株、九芎

1株。 
     

    3  
工區範圍非保全對象則盡可能降低既有生

物破壞，降低人為干擾。 
     

    4  
每日便當廚餘集中處理帶離現場，避免野

生動物誤食或遭受傷害。 
     

    5  
工程廢棄物或人為製造之垃圾須集中處理

並定期清理。 
     

    6  
友善對待工區出沒動物(鳥類、哺乳類、

兩棲類等)，禁止捕獵傷害。 
     

    7  如有異常狀況發生，請通報有關單位。      

相關照片 

 

 

 

 

 

圖 1：照片說明(拍攝時間) 

 

  

施工廠商：成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檢查人員(簽章)： 

監造單位：威季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檢查人員(簽章)： 

  

執行 圖 1佐證照片 

 

C-03 

執行 圖 2佐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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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生態教育中心園區活躍計畫─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

善工程(第二期)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7 生態友善措施告知單（施工前告知） 

工程

執行

機關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施工廠商 成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名稱 

暖東苗圃生態池及園區景觀改善工程(第二

期) 

縣市/鄉鎮 基隆市暖暖區 

工區 暖東苗圃園區 工區坐標 25.092918,21.740838 

施工 

期間 

民國 109年 03 月 31 日 至 109 年 08 月 27 日 

項目 告知內容及罰則 

施工
注意
事項 

1.未經許可禁止修剪或挪移園區植栽。 

2.施工期間如遇野生生物不可驚擾和補捉。 

3.施工期間確實落實生態檢核規範之自主檢查項目。 

4.禁止擾動高度敏感之陸域環境 

異常

狀況

通報

事項 

施工範圍超過原設計、構造物開挖面過大、生態保護對象異常、動物暴斃、常流水
斷流、水質濁度異常、民眾陳抗、其他：               

通報對象 
工程執行機關：基隆市政府產業發產處農漁管理科  連絡電話：02-24238660 
監造單位：威季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02-27660990 
生態團隊：基隆市野鳥學會            連絡電話：02-24274100 

生態

保護

對象 

 

 

說明：高度敏感-陸域環境(粉紅色區
塊)全面禁止任何擾動 說明：迴避既有蓮霧大樹兩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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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迴避既有九芎大樹一株 說明：迴避既有烏心石一株 

其他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於施工前與監造單位、施工廠商討論後填報，提送工程執行機關確認後，
交由工地負責人向施工人員宣導，並張貼於工地明顯處。 

2.本表以工區為單元，每一工區均附一張表單。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03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