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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後龍鎮北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檢核表 

「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後龍鎮北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北勢溪 填表人 張義敏、張集益、黃志偉 

工程名稱 後龍鎮北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2019/01/07 

工程期程 107/11~109/12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苗栗縣政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78,654 

基地位置 

行政區：_苗栗_縣__後龍__鎮______里(村)        ； 

北勢溪(後龍高鐵站前至新興橋)工區起點 X： 231268 Y： 2722431 ; 第一期工區終點 X： 230005 Y： 2723034 

北勢溪(新興橋至無名橋)工區起點 X： 230005 Y： 2723034 ; 第二期工區終點 X： 228555 Y： 2723696 

北勢溪(滯洪池周邊)工區起點 X： 225770 Y： 2723902 ; 第三期工區終點 X： 225390 Y： 2724401 

工程目的 
藉由本計畫之落實執行，採用相對保育原生物種及自然環境的前提下，改善區域排水環境，結合地方環境資源以突顯區域觀光遊憩特色，整體性的推廣當地特色商品、景點與文化，

塑造後龍鎮成為一獨具特色之地方，有效帶動區域觀光文化之發展。 

工程概要 

北勢溪(後龍高鐵站前至新興橋)：1.水防道路工程，2.生態石梁(固床工)，3.工程站牆面美化 

北勢溪(新興橋至無名橋)：1.水防道路工程，2.生態石梁(固床工)，3.水壩改善工程，4.植栽綠美化 

北勢溪(滯洪池周邊)：1.水防道路工程，2.觀景平台，3.新增橋梁，4.植栽綠美化 

預期效益 

1. 改善區域排水環境、河防安全，並維護原生生態平衡。 

2. 改善居民及遊客休憩環境安全及環境衛生。 

3. 讓居民與遊客可深度探訪後龍鎮，延伸高鐵特定區周邊觀光據點。 

4. 有效吸引外地遊客造訪，推動後龍鎮觀光旅遊，促進觀光產業與經濟之繁榮發展。 

5. 推動後龍在地文化特色，如以 24 節氣搭配苗栗特色水果、客家圓樓及英才書院為主題的 14 幅磁磚拼貼圖等，提昇人文休憩的價值與意義。 

6. 本路線向西延伸串聯古風農情自行車道(126 線)與溪州自行車道、外埔漁港特定區，帶動高鐵特定區、北勢溪沿岸與外埔觀光漁港區域的觀光休閒產業。 

7. 透過後續管理維護機制，發揮計畫執行之最大效益。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檢附資料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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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逢甲大學水環境顧問團隊、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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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區域未屬於法定自然保

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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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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後龍溪水域生物種類:魚類 42 種+特化種 11 種、蝦蟹類 18 種+特化種 2 種、底棲生物 16 種+特化種 1 種、特有亞

種 1 種、螺貝類 16 種、環節動物 1 種、浮游性藻類 139 種、附著性藻類 128 種，共計 360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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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勢溪、滯洪池                                 

  □否 

詳附件二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詳計畫書 P.11-12 

沿岸周為植栽儘可能保留

或移植。 

三、 

生態保育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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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詳附件三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

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迴避生態敏感區、縮小工程量體、減輕工程對環境衝擊(堤坊採用近自然工法)、施工後儘速恢復原有棲地樣貌   

  □否：                                               

詳附件三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

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將透過現地訪談、居民討論、勘查、說明會（或座談）等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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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透過現地訪談、居民討論、勘查、說明會（或座談）等方式辦理 
 

調查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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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

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

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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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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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品

質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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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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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態

資料覆核比

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

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建

檔 

生態檢核資

料建檔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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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公

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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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前新港三路轉角 

 

 
北勢溪親水廊道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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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橋左側自行車道出口 

 

 
新民橋左側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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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13 線英才書院旁自行車道 

 

 
北勢溪旁道路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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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3 號橋下箱涵 

 

 
國道 3 號橋上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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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12 線新港溪橋下游段 

 

 
苗 6 線新興橋下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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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1 線大庄橋上游段 

 

 
台 1 線大庄橋下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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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溪州路橋上游段 

 

 
台鐵溪州路橋上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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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 

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簡介 

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有優勢的規劃執行能力，成立專案計畫團隊負

責工作的推動，依本計畫工作架構與內容，遴選各項專長人員參與本計畫。

團隊計畫執行優勢包括資源力、專業力、整合力、溝通力、信任力、分析

力、成長力、執行力： 

1. 資源力：執行團隊連結臺灣電機、航太、土木、水利、廣告行銷、社會

人文等專業技術，並結合海峽兩岸水利技術相關研究資源，建立跨海峽

兩岸之水利科技與政策執行團隊，推動臺灣及海峽兩岸學術研究與技術

資源交流。 

2. 專業力：計畫主要執行團隊為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中心成員具備土

木水利、廣宣、兩岸交流相關工作執行經驗；協同主持人許秀慧總經理

長期經營兩岸水利、水資源等交流活動。對於兩岸水資源問題、水利技

術需求及水利科技發展充分瞭解，藉由構思工作方向及研究方法後，進

行資料收集彙整、交流計畫研擬、交流活動執行等分組工作，並落實各

階段工作項目。 

3. 整合力：執行團隊整合兩岸水利技術研究資源，同時邀請中國大陸上海

同濟大學劉曙光教授、武漢大學陳立教授、水利部水利發展中心主任辦

公室孫宇飛處長、黃河水利委員會黃河科學研究院江恩慧院長、水利水

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所賈仰文所長、清華大學王忠靜教授擔任本團隊之

諮詢顧問，借重其研究成果提供本團隊諮詢及水利技術研討之工作。 

4. 溝通力：本團隊執行兩岸水利技術交流的已有數十年經驗，對兩岸水利

技術合作之推動、執行流程及效益相當熟悉與瞭解。對於中國大陸各科

研單位的研究資源有充分掌握，並與中國大陸各重點科研建立良好的溝

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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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任力：計畫主持人群長期推動兩岸水利產官學人士互訪交流，多次規

劃辦理水利署署長、副署長及各級長官訪問對岸交流活動，深獲兩岸水

利產官學等單位領導之信任與肯定。 

6. 分析力：本團隊長期從事水利技術研究，專業於水文觀測技術、坡地監

測技術、水工模型試驗、坡地水理學、河川水力學、河川輸砂力學、淤

泥資源再生利用、水庫泥沙、水利政策宣導行銷及兩岸水利技術交流等

領域，對於兩岸水利政策管理及技術發展趨勢具分析力。未來於規劃辦

理兩岸水利技術的交流活動，相關研討會、講座及考察活動等，能依兩

岸發展現況及技術交流所需，研擬兩岸共同感興趣的議題進行交流。 

7. 成長力：逢甲大學極力推動本校國際與兩岸交流，尤其本校與中國大陸

簽署合作交流學校共增加 12 所，達至 55 所姊妹校，長期從事交流互訪

亦相當有經驗(其中水利相關大學包括：武漢、同濟、上海、河海、天津、

安徽、廈門、山東、哈爾濱工業、浙江、南京農業、四川、北京師範、

大連理工及中國農業大學等 15 所)，累積成長兩岸研究資源，作為本計畫

執行後盾資源。 

8. 執行力：本團隊具有充足的專業人力、行政支援及各式設備支援。本中

心位於臺灣中西部，交通便利，故對於散佈於北、中、南、東各區之水

利科技資料提供單位，皆能維持密切暢通之聯繫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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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簡介 

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民翔公司)是由一群對自然生態環境持有熱誠、專業知

識及永續服務觀念的環境工作者所組成的公司，於 1997 年成立，迄今已二十二年，組成人員

具碩士學位者約佔 65%，多為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東海大學、嘉義大學及海洋大

學等生態相關系所。公司負責人為張集益總經理為成大工學士、東海大學景觀研究所碩士，張

君以「誠信、創新、力行、服務」的理念經營企業，迄今參與過數百個環境影響評估、環境監

測及資源調查案件，負責認真與誠信的態度頗獲業界好評。營業項目如下: 

 

 自然生態資源調查。 

 自然生態園區規劃及設計。 

 生態及環境監測。 

 環境影響評估。 

 生態圖書出版品編撰。 

民翔公司相關實績案例 

旅館飯店休閒農場遊憩類 

 花蓮海洋公園二期計畫興辦事業及開發許可申請案生態環境調查 

 遠雄海洋公園及悅來飯店環境影響評估 

 埔里雲台休閒飯店環境影響評估 

 苗栗縣三義鄉新光山坡地休閒農場開發環評案 

 台東知本旅館環境影響評估 

 仲成日月潭向山觀光旅館 BOT 開發案 

 台東都蘭灣黃金海休閒渡假村開發計畫環境差異分析 

 台灣農林苗栗三義拐子湖段土地工商綜合區開發案 

 台中市大坑風景區精英企業招待所開發許可水土保持計畫 

 新竹縣寶山鄉觀光旅館新建案環境影響評估 

文教類 

 福智文教基金會設校計劃案環境影響評估 

 苗栗縣銅鑼鄉客屬段土地開發客家文化中心環境影響評估 

 台中市私立宜寧中學新建校地環境影響評估 

 實踐大學內門分校環境影響評估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宜蘭分部校園整體規劃作業環境影響評估 

 銘傳大學金門分部環境影響評估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新建校區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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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龜文化中心環境影響評估 

 台北縣貢寮鄉靈鷲山開發案環境影響評估 

 勤益科大校園整體規劃第二校區環境影響評估 

科學園區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環境影響評估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實質計畫案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環境影響評估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五結興中基地及宜蘭城南基地實質計畫案環境影響評估 

交通建設 

 國道東部公路蘇澳花蓮段工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生態環境影響分析 

 中部國際機場中長期綜合規劃生態環境影響評估 

 台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沿線環境影響評估 

 國道一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環境影響評估 

 中正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三重站至台北站段建設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高雄港外海貨櫃中心及過港聯外道路環境影響評估 

民翔公司負責人簡介 

張總經理集益為公司負責人，同時長期為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理事，也是玉山國家公園解

說志工，擔任志工長達 20 餘年，因此時常擔任生態教育宣導講師角色。張君主要專長為植物生

態、鳥類生態、景觀生態及生態解說，而為貫徹終身學習的理念，因此參加許多訓練，包括台

中市政府舉辦的「103 年樹木移植研習班結訓」、「104 年樹木修剪研習結業」;漁業署「103 年

漁業署研究作業人員安全實務訓練結業及勞工安全訓練教育結業」等。著作則包括「樹木家族」

（晨星出版社。1999）、「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解說手冊」（台中縣政府印行）、「台灣賞花

地圖」 (晨星出版社。2002)、「宜蘭縣大同鄉九寮溪生態旅遊解說手冊」（宜蘭縣大同鄉公所。

2003）、「發現坪林大自然生態博物館」（台北縣坪林鄉公所。2003）及「蜿蜒新社台地的藍帶-

食水嵙溪水域生態記事」（台中市政府。20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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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本計畫工址或鄰近地區 

 
 

附件三：本計畫生態保育對策 

1.計畫規劃時，應避免工程區域內包含生態敏感區。 

2.工程規劃時，儘量減輕工程對環境衝擊(堤坊採用近自然工法)。 

3.工程執行期間，應儘量縮小工程量體。 

4.施工完成後，儘速恢復原有棲地樣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