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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仁溪二層行橋下游段環境改善工程(第四期) 

□規劃設計階段/施工階段：□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後附表 

生態評估人員/民眾參與意見紀錄表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陳佳郁 參與日期 2021/10/27 

參與方式 
■現地勘查□訪談 
□座談會□說明會 
□工作坊□電話聯繫 

地點 圍子內堤防 

參與人員 單位/職稱 參與角色 

陳佳郁 台南大學流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經理 生態團隊 
曾暐倫 台南大學流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組長 生態團隊 
羅萬昌 金主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地主任 施工廠商 
汪菜秋 金主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 
張景淦 鴻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監造廠商 

 
 

  

意見摘要 

提出人員：生態團隊 

處理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監造及施工廠商

本案經監造廠商通知施工進度已達 35%，遂安排與監造及

施工廠商辦理施工中第一次複勘，主要目的為確認工區棲

地品質、生態保全對象及生態保育措施執行情形。 

 

1. 本案約 0K+630 生態保全對象血桐移植作業，敬請提

早辦理斷根養根，如果就近移植無足夠的樹穴空間，

可將現地外來種銀合歡小心移除後，作為血桐移植

地，或請諮詢在地團體高雄市茄萣舢筏協會建議適合

移植的位置。 

 羅萬昌 (金主營造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血桐斷

根作業預計同本案喬木

來源(仁武園區)一同請

協力廠商辦理，原則上

由培厚基腳外推50公尺

之空地就近移植。 



2. 陸蟹生態走道設計區段，現由他案工程進行防汛道路

側溝施作，請注意是否有預留陸蟹通道位置。 

  

 張景淦 (鴻成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感謝提醒，

將進一步與他案工程廠

商確認側溝施作是否有

預留本案陸蟹通道位

置。 

3. 本案塊石堆置區原規劃位置因地質含水量高，不宜機

具行走，變更使用終點上游既有便道及裸露地，建議

標示暫置區範圍，避免機具誤傷兩旁樹木。另外請提

供修改後的施工範圍圖面。 

 
(左圖為原規劃的塊石堆置區、右圖為現已暫置位置) 

 張景淦 (鴻成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因塊石已進

場堆放，不易拉設警示

帶，改以插竿方式標示

暫置區範圍。另提供暫

置區施工前後空拍照

片，以確認塊石堆置未

干擾灘地的既有樹木。 

4. 其他已施作工項未致生態環境異常情形，但取土區因

因現場高度落差較大，建議周圍拉設警示帶，以免民

眾或車輛誤闖發生危險。 

 

 
(已施作區域) 

 張景淦 (鴻成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遵照辦理。

另施工便道為減少揚

塵，有鋪設瀝青碎塊供

重機具行駛，完工後會

請施工廠商復原。 



5. 溪水因受潮汐影響水位較低且流速緩慢，水域型態減

少使評估分數略減。施工前因雨季使溪水濁度增加，

本次施工中水質無異常，評估分數增加。但本次因圍

子內堤防堤後施作擋土矮牆，使溪濱廊道連續性阻斷

比例增加而有所減分。但整體總分施工後較施工前僅

減少 1 分，等級未改變。(詳後 RHEEP 生態評估表) 

 
(生態保全對象) 

 

 



 

水利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① 
基本資料 

紀錄日期 2021/6/20 填表人 陳佳郁 

水系名稱 二仁溪 行政區(縣市鄉鎮區) 高雄市茄萣區、湖內區 

工程名稱 
二仁溪二層行橋下游段

環境改善工程(第四期)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前□中□後) 

調查樣區 第四期工區 位置座標(TW97) X： 166655  Y： 2535514  

工程概述 環境改善工程約2,780公尺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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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類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來可採行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水的特性 

Ⓐ
水
域
型
態
多
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可複選) 
■淺流、■淺瀨、■深流、■深潭、□岸邊緩流、□其他 

(什麼是水域型態？詳表A-1水域型態分類標準表)
評分標準：                                                        (詳參照表A項) 
■水域型態出現4種以上：10分 
□水域型態出現3種：6分 
□水域型態出現2種：3分 
□水域型態出現1種：1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流無自然擺盪之機

會：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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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水流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量硬體設施 
■增加水流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量體或規模 
□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

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流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狀態 

Ⓑ
水
域
廊
道
連
續
性 

Q：您看到水域廊道狀態(沿著水流方向的水流連續性)為
何？ 
評分標準：                                                           (詳參照表B項) 
□仍維持自然狀態：10分 
■受工程影響廊道連續性未遭受阻斷，主流河道型態明顯呈

穩定狀態：6分 
□受工程影響廊道連續性未遭受阻斷，主流河道型態未達穩

定狀態：3分 
□廊道受工程影響連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

質傳輸困難：1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量減少(如伏流)：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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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量體或規模 
■維持水路蜿蜒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路上中下游的通行無阻 

Ⓒ
水
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異常？ 雨季使水體濁度增加 (異常

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度太高、□味道有異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類) 
評分標準：                                                           (詳參照表C項) 
□皆無異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分 
□水質指標皆無異常，河道流速緩慢且坡降平緩：6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異常：3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異常：1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異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

等：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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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水量充足 
■維持水路洪枯流量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流水是否符合放流

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流曝氣機會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易水質

調查監測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狀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陸域 
過渡帶及

底質特性 

Ⓓ
水
陸
域
過
渡
帶 

Q：您看到的水陸域接界處的裸露面積佔總面積的比率有多

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裸露面積比率小於25%：5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裸露面積比率介於25%~75%：3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裸露面積比率大於75%：1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裸露，沒有水流：0分 

5/5 

□增加低水流路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度 
■增加植生種類與密度 
■減少外來種植物數量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

等)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流量洪枯狀態的空間變化，在水路的水陸域

交界的過渡帶特性註：裸露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

與植物的範圍                                   (詳圖D-1裸露面積示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路的兩側是由什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漿砌、喬木+草花 (詳表D-1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狀況分數表)
2/5 

生態意義：檢視水路內及水路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

類、爬蟲類、兩棲類移動的困難 

Ⓔ
溪
濱
廊
道
連
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廊道自然程度？(垂直水流方向) 
(詳參照表E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狀態：10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30%廊道連接

性遭阻斷：6分(+1)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 
30%~60%廊道連接性遭阻斷：3分 
□大於60%之濱岸連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滑：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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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

等) 
■縮減工程量體或規模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

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度 
■增加植生種類與密度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降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蟹類、兩棲類、爬蟲類等可否在水域與陸域

間通行無阻 

Ⓕ
底
質
多
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卵石、□礫石等 

(詳表F-1河床底質型態分類表)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例       (詳參照表F項) 
□面積比例小於25%：10分 
■面積比例介於25%~50%：6分 
□面積比例介於50%~75%：3分 
□面積比例大於75%：1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不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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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水路洪枯流量變動，以維持底質適

度變動與更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不當土砂來源(如，工程

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外的土砂材料

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率 
■減少高濁度水流流入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

渠底不透水之面積比例 
註：底質分布與水利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

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註： 
1.本表以簡易、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行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量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

利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略及措施係針對水利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略及措施與採行的工程種類、量體、

尺寸、位置皆有關聯，本表建議之友善策略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略。 
3.執行步驟：①⑤ (步驟④⑤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略)。 
4.外來種參考『臺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見種如：福壽螺、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

巴西龜、泰國鱧等。 
 

   
二仁溪橋至白砂崙漁港 白砂崙漁港至南萣橋 白砂崙濕地 

   
直線段裸露地 文賢灘地 工區終點 
 

生態特性 

�

水
生
動
物
豐
多
度(

原
生
或
外
來)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類的生物？(可複選) 
□水棲昆蟲、□螺貝類、■蝦蟹類、■魚類、■兩棲類、

■爬蟲類 
評分標準： 
□生物種類出現三類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分 
■生物種類出現三類以上，但少部分為外來種：4分 
□生物種類僅出現二至三類，部分為外來種：1分 
□生物種類僅出現一類或都沒有出現：0分 
指標生物□臺灣石鮒或田蚌：上述分數再+3分 

(詳表G-1區排常見外來種、表G-2區排指標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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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減工程量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易自主

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狀況 

�

水
域
生
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什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藍色且透明度高：10分 
■水呈現黃色：6分(-2) 
□水呈現綠色：3分 
□水呈現其他色：1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度低：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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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度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路洪枯流量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流水是否符合放流

水標準 
□增加水流曝氣機會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易水質

調查監測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類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量及種

類 

綜合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A+B+C = 19 (總分30分) 
水陸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D+E+F = 20 (總分30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G  +  H = 8 (總分20分) 

總和= 47 (總分80分) 



 

水利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① 
基本資料 

紀錄日期 2021/10/27 填表人 陳佳郁 

水系名稱 二仁溪 行政區(縣市鄉鎮區) 高雄市茄萣區、湖內區 

工程名稱 
二仁溪二層行橋下游段

環境改善工程(第四期)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前■中□後) 

調查樣區 第四期工區 位置座標(TW97) X： 166655  Y： 2535514  

工程概述 環境改善工程約2,780公尺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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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類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來可採行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水的特性 

Ⓐ
水
域
型
態
多
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可複選) 
■淺流、□淺瀨、■深流、■深潭、□岸邊緩流、□其他 

(什麼是水域型態？詳表A-1水域型態分類標準表)
評分標準：                                                        (詳參照表A項) 
□水域型態出現4種以上：10分 
■水域型態出現3種：6分(+2) 
□水域型態出現2種：3分 
□水域型態出現1種：1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流無自然擺盪之機

會：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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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水流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量硬體設施 
■增加水流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量體或規模 
□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

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流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狀態 

Ⓑ
水
域
廊
道
連
續
性 

Q：您看到水域廊道狀態(沿著水流方向的水流連續性)為
何？ 
評分標準：                                                           (詳參照表B項) 
□仍維持自然狀態：10分 
■受工程影響廊道連續性未遭受阻斷，主流河道型態明顯呈

穩定狀態：6分 
□受工程影響廊道連續性未遭受阻斷，主流河道型態未達穩

定狀態：3分 
□廊道受工程影響連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

質傳輸困難：1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量減少(如伏流)：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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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量體或規模 
■維持水路蜿蜒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路上中下游的通行無阻 

Ⓒ
水
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異常？(異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

選) 
□濁度太高、□味道有異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類) 
評分標準：                                                           (詳參照表C項) 
□皆無異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分 
■水質指標皆無異常，河道流速緩慢且坡降平緩：6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異常：3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異常：1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異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

等：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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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水量充足 
■維持水路洪枯流量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流水是否符合放流

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流曝氣機會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易水質

調查監測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狀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陸域 
過渡帶及

底質特性 

Ⓓ
水
陸
域
過
渡
帶 

Q：您看到的水陸域接界處的裸露面積佔總面積的比率有多

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裸露面積比率小於25%：5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裸露面積比率介於25%~75%：3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裸露面積比率大於75%：1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裸露，沒有水流：0分 

5/5 

□增加低水流路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度 
■增加植生種類與密度 
■減少外來種植物數量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

等)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流量洪枯狀態的空間變化，在水路的水陸域

交界的過渡帶特性註：裸露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

與植物的範圍                                   (詳圖D-1裸露面積示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路的兩側是由什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漿砌、喬木+草花 (詳表D-1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狀況分數表)
2/5 

生態意義：檢視水路內及水路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

類、爬蟲類、兩棲類移動的困難 

Ⓔ
溪
濱
廊
道
連
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廊道自然程度？(垂直水流方向) 
(詳參照表E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狀態：10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30%廊道連接

性遭阻斷：6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廊道連

接性遭阻斷：3分(+2) 
□大於60%之濱岸連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滑：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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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

等) 
■縮減工程量體或規模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

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度 
■增加植生種類與密度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降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蟹類、兩棲類、爬蟲類等可否在水域與陸域

間通行無阻 

Ⓕ
底
質
多
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卵石、□礫石等 

(詳表F-1河床底質型態分類表)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例       (詳參照表F項) 
□面積比例小於25%：10分 
■面積比例介於25%~50%：6分 
□面積比例介於50%~75%：3分 
□面積比例大於75%：1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不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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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水路洪枯流量變動，以維持底質適

度變動與更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不當土砂來源(如，工程

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外的土砂材料

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率 
■減少高濁度水流流入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

渠底不透水之面積比例 
註：底質分布與水利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

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註： 
1.本表以簡易、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行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量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

利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略及措施係針對水利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略及措施與採行的工程種類、量體、

尺寸、位置皆有關聯，本表建議之友善策略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略。 
3.執行步驟：①⑤ (步驟④⑤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略)。 
4.外來種參考『臺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見種如：福壽螺、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

巴西龜、泰國鱧等。 
 

   
二仁溪橋至白砂崙漁港 白砂崙漁港至南萣橋 白砂崙濕地 

   
直線段裸露地 文賢灘地 工區終點上游塊石暫置區 
 

生態特性 

�

水
生
動
物
豐
多
度(

原
生
或
外
來)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類的生物？(可複選) 
■水棲昆蟲、□螺貝類、■蝦蟹類、■魚類、■兩棲類、

■爬蟲類 
評分標準： 
□生物種類出現三類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分 
■生物種類出現三類以上，但少部分為外來種：4分 
□生物種類僅出現二至三類，部分為外來種：1分 
□生物種類僅出現一類或都沒有出現：0分 
指標生物□臺灣石鮒或田蚌：上述分數再+3分 

(詳表G-1區排常見外來種、表G-2區排指標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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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減工程量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易自主

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狀況 

�

水
域
生
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什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藍色且透明度高：10分 
■水呈現黃色：6分(-2) 
□水呈現綠色：3分 
□水呈現其他色：1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度低：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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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度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路洪枯流量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流水是否符合放流

水標準 
□增加水流曝氣機會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易水質

調查監測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類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量及種

類 

綜合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A+B+C = 20 (總分30分) 
水陸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D+E+F = 18 (總分30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G  +  H = 8 (總分20分) 

總和= 46 (總分80分) 





 

 

生態檢核施工階段照片及說明 
 

1. 1K+000～1K+600白沙崙濕地迴避勿擾動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南萣橋上游向白砂崙濕地拍攝。堤防基腳土沉

香(NVU)，可作為異地植生復育樹苗來源 

日期：2021/7/31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二仁溪茄萣鄉白砂段,本區段未動工 

2. 2K+100～2K+600文賢灘地迴避勿擾動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施工終點向文賢灘地範圍拍攝 

日期：2021/7/31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進行堤後植筋工程，堤前灘地未擾動 

3. 2K+200～2K+300範圍之臨時堆置區，保留堤前便道旁苦楝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施工終點向文賢灘地範圍拍攝 

日期：2021/7/31 

說明：本區段未動工 

 



 

 

4. 約0K-630處堤前坡腳之血桐移植至0K+700～0K+800堤前PC步道北側河灘地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高雄市茄萣舢筏協會建議3處移植點為(1) 

22.916172, 120.1830864、(2) 22.916232, 

120.182791、(3) 22.916003, 120.182621 

日期：2021/7/31 

說明：移植前2個月須先進行斷根、養根作業、移植

前1個月進行樹冠修剪工作，移植後實際點位及養護

工作都要每月拍照記錄 

5. 辦理紅樹林復育工作坊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優先選用過去自然生長的海茄冬，預計栽種在

1K+700～2K+100範圍 

日期：2021/7/31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本區段未動工 

6. 設置陸蟹生態走道3處，依現地堤後道路側溝條件調整位置及形式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資料來源：本工程之細部設計圖說第26、27頁 

說明：注意陸蟹生態走道日後積水與淤沙之維護管理 

日期：2021/7/31 

說明：本區段未動工 

 



 

 

7. 取土區儘可能部分保留或階段性保留濱溪帶之臨水植被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4/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本案取土區位於縱貫鐵路橋上游右岸 

日期：2021/7/31 

說明：本區段未動工 

(若有新增其他生態保育措施，可自行於下方右欄附上佐證照片) 
新增保育措施項目：(自行填寫)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 

說明： 

 





 

 

生態檢核施工階段照片及說明 
 

1. 1K+000～1K+600白沙崙濕地迴避勿擾動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南萣橋上游向白砂崙濕地拍攝。堤防基腳土沉

香(NVU)，可作為異地植生復育樹苗來源 

日期：2021/8/15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本區段未動工 

2. 2K+100～2K+600文賢灘地迴避勿擾動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施工終點向文賢灘地範圍拍攝 

日期：2021/8/15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進行堤後植筋工程，堤前灘地未擾動 

3. 2K+200～2K+300範圍之臨時堆置區，保留堤前便道旁苦楝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施工終點向文賢灘地範圍拍攝 

日期：2021/8/15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越堤路清整堤前便道，堆置區尚未整地 

 



 

 

4. 約0K-630處堤前坡腳之血桐移植至0K+700～0K+800堤前PC步道北側河灘地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高雄市茄萣舢筏協會建議3處移植點為(1) 

22.916172, 120.1830864、(2) 22.916232, 

120.182791、(3) 22.916003, 120.182621 

日期：2021/8/15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移植前2個月須先進行斷根、養根作業、移植

前1個月進行樹冠修剪工作，移植後實際點位及養護

工作都要每月拍照記錄 

5. 辦理紅樹林復育工作坊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優先選用過去自然生長的海茄冬，預計栽種在

1K+700～2K+100範圍 

日期：2021/8/15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本區段未動工 

6. 設置陸蟹生態走道3處，依現地堤後道路側溝條件調整位置及形式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資料來源：本工程之細部設計圖說第26、27頁 

說明：注意陸蟹生態走道日後積水與淤沙之維護管理 

日期：2021/8/15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本區段未動工 

 



 

 

7. 取土區儘可能部分保留或階段性保留濱溪帶之臨水植被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4/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本案取土區位於縱貫鐵路橋上游右岸 

日期：2021/8/15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取土區範圍為0K+050～0K+425向陸側內取 

(若有新增其他生態保育措施，可自行於下方右欄附上佐證照片) 
新增保育措施項目：(自行填寫)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 

 



 

 

二仁溪二層行橋下游段環境改善工程(第四期) 

生態自主檢查表 
表號： 03  檢查日期：2021/9/20 

施工進度：23.27％ 預定完工日期：2022/6/8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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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1.  

1K+000～1K+600白沙崙濕地 

(除6工區堤前培厚加高恐影響基腳部分紅樹

植物外，包括國家易危的土沉香，建議作為

異地植生復育樹苗來源，其他保全範圍有許

多招潮蟹類、彈塗魚、水鳥分布其中，為冬

候鳥棲息地且蟹類種類最多) 

    

本區段有部分堤段涉

及他案工程內容，釐

清界面前暫不動工 

2.  
2K+100～2K+600文賢灘地 

(兩棲爬蟲類、鷺鷥繁殖棲地) 
    

堤後高墩植筋及灌漿 

3.  

2K+200～2K+300範圍在不影響低窪濕地之草

生地作為臨時堆置區，保留堤前便道旁苦楝     
堆置區尚未大範圍整

地。日後會以警示帶

標示生態保全對象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4.  

約0K+630處之血桐(22.915623, 

120.181910)生長良好，於2021/7/12與舢筏

協會協調結果為移植該區段(0K+700～

0K+800)堤前PC步道北側河灘地 

    

本區段尚未動工 

5.  

紅樹林復育優先選用過去自然生長的海茄

冬，預計栽種在1K+700～2K+100範圍。受堤

前培厚影響的紅樹植物(約0K+700處黃槿及

1K+000～1K+200之間土沉香)若為過去人為

栽種則可移除，或作為異地植生樹苗來源 

    

預計111年5月定於白

砂崙濕地辦理紅樹林

復育工作坊(委託高雄

茄萣舢筏協會) 

6.  

設置陸蟹生態走道3處(原設計約1K+100、

1K+220、1K+340)，依現地堤後道路側溝條

件調整位置及形式(需能洩水至側溝避免生

態走道淤積) 

    

本區段尚未動工 

7.  

取土區儘可能部分保留或階段性保留濱溪帶

之臨水植被，勿一進場整地就全數挖除，該

區域常有紅冠水雞築巢及斑龜棲息躲藏 

    
本區段尚未動工 

8.  

依施工計畫之施工擾動範圍圖面，限縮施工

便道寬度、限制機具車輛迴轉區、土方材料

堆置區，勿過度開挖及擾動施工範圍之外的

棲地環境 

    

 

備註：表格內標示底色的檢查項目請附上照片，以記錄執行狀況及工區生態環境變化。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金主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地主任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鴻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監造工程師  姓名(簽章)：   

 

 

 



 

 

生態檢核施工階段照片及說明 
 

1. 1K+000～1K+600白沙崙濕地迴避勿擾動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南萣橋上游向白砂崙濕地拍攝。堤防基腳土沉

香(NVU)，可作為異地植生復育樹苗來源 

日期：2021/9/20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本區段未動工 

2. 2K+100～2K+600文賢灘地迴避勿擾動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施工終點向文賢灘地範圍拍攝 

日期：2021/9/20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進行堤後植筋工程，堤前灘地未擾動 

3. 2K+200～2K+300範圍之臨時堆置區，保留堤前便道旁苦楝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施工終點向文賢灘地範圍拍攝 

日期：2021/9/20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越堤路清整堤前便道，堆置區尚未整地 

 



 

 

4. 約0K-630處堤前坡腳之血桐移植至0K+700～0K+800堤前PC步道北側河灘地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高雄市茄萣舢筏協會建議3處移植點為(1) 

22.916172, 120.1830864、(2) 22.916232, 

120.182791、(3) 22.916003, 120.182621 

日期：2021/9/20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移植前2個月須先進行斷根、養根作業、移植

前1個月進行樹冠修剪工作，移植後實際點位及養護

工作都要每月拍照記錄 

5. 辦理紅樹林復育工作坊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優先選用過去自然生長的海茄冬，預計栽種在

1K+700～2K+100範圍 

日期：2021/9/20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約1K+200位置辦生態復育活動,加速白砂崙濕

地生態復育,藉活動喚起民眾對生態的認知及重視 

6. 設置陸蟹生態走道3處，依現地堤後道路側溝條件調整位置及形式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資料來源：本工程之細部設計圖說第26、27頁 

說明：注意陸蟹生態走道日後積水與淤沙之維護管理 

日期：2021/9/20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本區段未動工 

 



 

 

7. 取土區儘可能部分保留或階段性保留濱溪帶之臨水植被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4/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本案取土區位於縱貫鐵路橋上游右岸 

日期：2021/9/20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取土區範圍為0K+050～0K+425向陸側內取 

(若有新增其他生態保育措施，可自行於下方右欄附上佐證照片) 
新增保育措施項目：(自行填寫)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 



 

 

二仁溪二層行橋下游段環境改善工程(第四期) 

生態自主檢查表 
表號： 04 檢查日期：2021/10/20 

施工進度：34.45％ 預定完工日期：2022/6/8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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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1.  

1K+000～1K+600白沙崙濕地 

(除6工區堤前培厚加高恐影響基腳部分紅樹

植物外，包括國家易危的土沉香，建議作為

異地植生復育樹苗來源，其他保全範圍有許

多招潮蟹類、彈塗魚、水鳥分布其中，為冬

候鳥棲息地且蟹類種類最多) 

    

本區段有部分堤段涉

及他案工程內容，釐

清界面前暫不動工 

2.  
2K+100～2K+600文賢灘地 

(兩棲爬蟲類、鷺鷥繁殖棲地) 
    

堤後高墩植筋及灌漿 

3.  

以2K+600上游既有便道及空地作為塊石暫置

區，其他文賢灘地區域則不擾動  

 
    

1.暫置區變更為

2K+600上游區域 

2.現塊石堆置未擾動

兩旁樹木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4.  

約0K+630處之血桐(22.915623, 

120.181910)生長良好，於2021/7/12與舢筏

協會協調結果為移植該區段(0K+700～

0K+800)堤前PC步道北側河灘地 

    

本區段尚未動工 

5.  

紅樹林復育優先選用過去自然生長的海茄

冬，預計栽種在1K+700～2K+100範圍。受堤

前培厚影響的紅樹植物(約0K+700處黃槿及

1K+000～1K+200之間土沉香)若為過去人為

栽種則可移除，或作為異地植生樹苗來源 

    

預計111年5月定於白

砂崙濕地辦理紅樹林

復育工作坊(委託高雄

茄萣舢筏協會) 

6.  

設置陸蟹生態走道3處(原設計約1K+100、

1K+220、1K+340)，依現地堤後道路側溝條

件調整位置及形式(需能洩水至側溝避免生

態走道淤積) 

    

本區段尚未動工 

7.  

取土區儘可能部分保留或階段性保留濱溪帶

之臨水植被，勿一進場整地就全數挖除，該

區域常有紅冠水雞築巢及斑龜棲息躲藏 

    
本區段尚未動工 

8.  

依施工計畫之施工擾動範圍圖面，限縮施工

便道寬度、限制機具車輛迴轉區、土方材料

堆置區，勿過度開挖及擾動施工範圍之外的

棲地環境 

    

 

備註：表格內標示底色的檢查項目請附上照片，以記錄執行狀況及工區生態環境變化。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金主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地主任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鴻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監造工程師  姓名(簽章)：   
 

 



 

 

生態檢核施工階段照片及說明 
 

1. 1K+000～1K+600白沙崙濕地迴避勿擾動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南萣橋上游向白砂崙濕地拍攝。堤防基腳土沉

香(NVU)，可作為異地植生復育樹苗來源 

日期：2021/10/20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本區段未動工 

2. 2K+100～2K+600文賢灘地迴避勿擾動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施工終點向文賢灘地範圍拍攝 

日期：2021/10/20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進行堤後植筋工程，堤前灘地未擾動 

3. 2K+200～2K+300範圍之臨時堆置區，保留堤前便道旁苦楝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施工終點向文賢灘地範圍拍攝 

日期：2021/10/20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原初擬定之位置,經勘察後,察覺地質含水量

過高,不適合機具行走,另設現處為暫置區  

 



 

 

4. 約0K+630處堤前坡腳之血桐移植至0K+700～0K+800堤前PC步道北側河灘地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高雄市茄萣舢筏協會建議3處移植點為(1) 

22.916172, 120.1830864、(2) 22.916232, 

120.182791、(3) 22.916003, 120.182621 

日期：2021/10/20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移植前2個月須先進行斷根、養根作業、移植

前1個月進行樹冠修剪工作，移植後實際點位及養護

工作都要每月拍照記錄 

5. 辦理紅樹林復育工作坊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6/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優先選用過去自然生長的海茄冬，預計栽種在

1K+700～2K+100範圍 

日期：2021/9/20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約1K+200位置辦生態復育活動,加速白砂崙濕

地生態復育,藉活動喚起民眾對生態的認知及重視 

6. 設置陸蟹生態走道3處，依現地堤後道路側溝條件調整位置及形式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資料來源：本工程之細部設計圖說第26、27頁 

說明：注意陸蟹生態走道日後積水與淤沙之維護管理 

日期：2021/10/20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本區段未動工 

 



 

 

7. 取土區儘可能部分保留或階段性保留濱溪帶之臨水植被 
[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2021/4/20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本案取土區位於縱貫鐵路橋上游右岸 

日期：2021/10/20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取土區範圍為0K+050～0K+425向陸側內取 

(若有新增其他生態保育措施，可自行於下方右欄附上佐證照片) 
新增保育措施項目：(自行填寫) 

 
[☐施工中☐施工後](依總進度勾選，若部分工區完工於下方說明) 

 

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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