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仁溪二層行橋下游段環境改善工程(第四期)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 

(施工前調查結果) 

 

 

主辦機關：經濟部水利署第六河川局 

設計單位：鴻威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監造單位：鴻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金主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單位) 

執行單位：國立臺南大學流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 

中華民國110年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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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管流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110-115年) 
二仁溪二層行橋下游段環境改善工程(第四期) 

設計單位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監造廠商 鴻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利署第六河川局 營造廠商 金主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高雄市茄萣區、湖內區 

TW D 9 7座標 X： 166655  Y： 2535514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71,710 

 

工程目的 
將沿岸堤頂高度滿足計畫堤頂高，以保障堤內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外，同時將堤頂自行

車道環境優化，使民眾可全段沿河岸騎乘遊憩，提升整體休閒品質及觀光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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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位於高雄市茄萣區及湖內區，二仁溪二層行橋下游左岸之堤岸環境改善(生態護

岸建置計約2,600m、堤頂自行車道改善計約2,780m、堤內培厚綠化計約2,700m)。 

預期效益 

舊二層行橋下游至出海口間生態綠堤防及自行車道完整建置，透過營造綠色環境，重

現生態多樣化的河川綠廊，使達成與水共生、共存、共榮之願景，並向南北延伸至黃

金海岸及茄萣海濱公園，提升整體觀光效益。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

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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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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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翅鳶(Ⅱ)、大冠鷲(Ⅱ)、環頸雉(Ⅱ)、紅尾伯勞

(Ⅲ)、草花蛇(Ⅲ)、兇狠圓軸蟹、招潮蟹、鷺科、雁鴨科、

紅海欖(NVU)、土沉香(N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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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流水、白沙崙濕地、文賢灘地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

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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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洪工程採用緩坡斷面設計(二仁溪河川情勢調查計畫，2007) 

□否 

採用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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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二仁溪河口：採用人工溼地營造水域生物棲息環境

(補償)；二仁溪中下游：規劃工程施工動線，保留自然生態

棲地(減輕、迴避) (二仁溪河川情勢調查計畫，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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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階段有編列生態檢核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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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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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

段 

規劃期間：2020/3/30～20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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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個別訪談在地社群團體，掌握生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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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說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理規劃說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見? 

■是  109/4/17由設計單位辦理地方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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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17於湖內區公所中正堂1樓公開  

□否 

設

計

階

段 

設計期間：2020/7/1～20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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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個別訪談在地社群團體，掌握生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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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及工程人員之意見往復確認可行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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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公開 ■是  110/2/18於第六河川局公開閱覽  
 http://web.pcc.gov.tw/prkms/prms-viewTenderDetailClient.do?ds=20210218&fn=DTG-1-50025629.xml  
□否 

施

工

階

段 

施工期間：2021/6/14～2022/6/8(預估)、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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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理施工說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見? 

■是  110/6/25由監造、施工廠商個別辦理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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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25於各里辦事處、茄萣舢筏協會公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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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棲地品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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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設計階段由設計單位填寫、施工階段由營造廠商委託生態團隊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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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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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沙崙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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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菘羽 台南大學流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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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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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於 2021/6/14 發包，預計 2022/6/8 完工。第六河川

局依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

項」及經濟部水利署「工程廠商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補

充說明」，於施工階段納入辦理生態檢核。施工廠商於

2021/6/15 委託本團隊執行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因國

內 COVID-19 第三級警戒(應避免室內、外群聚及減少人

與人直接接觸)並配合施工進展，故生態團隊於 2021/6/20
自行勘查並密切與監造及施工廠商電話聯繫，以掌握工程

 張景淦 (鴻成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本工程預計

於 2021/6/25 個別 (里
長、社群團體)辦理施工

前地方說明會，請生態

團隊先提供生態檢核簡

報檔予監造單位彙整及

說明。 



內容及討論，協助後續生態檢核民眾參與之辦理。 

1. 請將長期關注本工程基地之在地社群團體高雄市茄

萣舢筏協會納入生態檢核民眾參與重點溝通協調對

象。協調內容盤點如下： 

 第 4 分區：請說明施工對血桐(22.915623, 

120.181910)及黃槿(22.916032, 120.182526)的影

響，如能否保留或必須移除等。 

 

 第 6、7 分區：說明陸蟹生態走道設計及預計設

置處，確認是否需調整位置及形式(需能洩水至

側溝避免生態走道淤積)。 

  

 張景淦 (鴻成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 

 於2021/7/12與舢筏協

會協調結果為血桐移

植該區段(0K+700～

0K+800)堤前 PC 步道

北側河灘地。黃槿為

過去人為種植且生長

不佳，故直接移除。 

 陸蟹生態走道因涉及

他案工程之側溝改

善，可能調整為涵口

圳下游 2 處、涵口圳

上游 1 處，並修正走

道設計為堤防向堤後

道路側溝微緩坡，以

利排水。施工廠商則

依設計變更結果進行

施作。 

2. 有關施工廠商應履約之紅樹林種植計畫，本團隊勘查

後發現可能適合植生復育的範圍，說明如下： 

 第 4 分區血桐附近之陸蟹棲地。該處植生以外來

種為優勢(銀合歡、西印度櫻桃、馬纓丹等)，不

確定是否為人為種植，可辦理工作坊小心人工移

除後，種植適生之原生植物(如苦楝或紅樹植物)。

 張景淦 (鴻成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於 2021/7/12
與舢筏協會討論後，紅

樹林復育工作坊優先選

用自然生長的海茄冬，

預計栽種在 1K+700～
2K+100 範圍。受堤前培

厚影響的部分紅樹植

物，若為過去人為栽種

則移除，工程範圍以外

區域則不擾動。 



 第 6 分區近堤前基腳有不少國家易危之土沉

香，若施作培厚綠化對其造成不可逆的衝擊，請

優先作為紅樹林種植的種苗來源。 

  

 第 9、10 分區灘地多為裸露面。經本團隊過去觀

察南萣橋下的海茄冬果實成熟時期約 7、8 月，

建議與茄萣舢筏協會合作，在其他紅樹林種源灘

地上採種(子葉膨大撐開種皮之繁殖體)或育苗，

並討論是否有更適合復育的其他區域。 

3. 建議將生態團隊提供的生態關注區域圖印出，張貼於

工務所職業安全衛生告示牌或另外設立生態檢核告

 羅萬昌 (金主營造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遵照辦

理。 



示牌，並將對應工期之自主檢查表相關生態保育措施

內容明列於告示牌的特別注意事項上。 

4. 本團隊預計協助工作內容為：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

共計 4 次(施工前、施工 30%、施工 60%及施工後)，

請監造及施工廠商於生態自主檢查表確實填寫施工

進度，並將雙方用印之掃描檔傳給生態團隊(P.S.正本

繳交第六河川局)，以便生態團隊掌握追蹤工程實際

進度，或主動提前通知生態團隊辦理生態檢核會勘。

其他工作項目則依施工廠商實際委託項目執行。 

 羅萬昌 (金主營造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遵照辦

理。 

5. 後續本案及他案(第三期)施工廠商將針對共同使用取

土區進行協商，是否可依先前台灣濕地保護聯盟會勘

意見(取土區建議於臨水側，順河道走向保留一小土

堤且於土堤兩端開口連通水流，而取土後的高程建議

略低於平均水位高程，使灘地變為暫時性濕地)施

作，會後可將相關結論知會生態團隊。 

 羅萬昌 (金主營造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遵照辦

理。 

6. 清坡區域若有外來種銀合歡散生，施工移除時先小心

移除果莢並集中，避免種子逸散，建議以一般垃圾進

行清運及焚燒；其他樹木枝幹則盡可能破碎化後(最

好是打成粉屑型態)，可進一步製成木屑堆肥再利

用，或集中就地深層掩埋。 

 羅萬昌 (金主營造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遵照辦

理。 

 



 

生態評估分析紀錄表 

工程名稱 
中央管流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 
二仁溪二層行橋下游段環境改善工程(第四期) 

填表人員 
(單位/職

稱) 

曾暐倫 填表日期 2021/6/22 

評析報告是否
完成下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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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單位/職稱 學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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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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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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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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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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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資料蒐集 

回顧二仁溪相關水陸域生態調查文獻發現，91～96年二仁溪下游魚類優勢物種

為大眼海鰱及大鱗龜鮻。大眼海鰱主要棲息地為砂泥底、河口、近海沿岸、潟湖等

環境，於泥質海岸與河口地區環境出現較多。大鱗龜鮻的棲息環境主要為礁區、砂

泥底、河口、淡水、近海沿岸、潟湖等地形，上述兩魚種皆屬於近岸與河口區魚類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2007)。根據台灣濕地保護聯盟近年(103～106年)

之國家重要濕地(二仁溪口濕地)保育行動計畫，發現泥灘地以大彈塗魚、彈塗魚為

主，主流河道以斑海鯰為主、其次為吳郭魚及鯔，其中中度污染指標魚種(虱目

魚、環球海鰶、鯔等)及輕度污染指標魚種(鰏科、鰺類魚種)皆有採集紀錄，魚類

種類數雖有增加，但耐污性較高的魚種仍為優勢，顯示二仁溪口水質仍有改善的空

間(洪慶宜、翁義聰、蘇水龍、王彥中，2009；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聯盟，

2018)。然而台灣濕地保護聯盟109年最新的調查，魚類則記錄11科12種110隻次，

其中數量以大鱗龜鮻及布魯雙邊魚為數量最多的魚種，其次為吳郭魚(社團法人台

灣濕地保護聯盟，2020)。 

107年調查溪口左岸白砂崙濕地蟹類與鳥類，蟹類共記錄15種，四季以弧邊招

潮蟹為主，其他相對優勢的有糾結招潮蟹、賈瑟琳招潮蟹、雙齒近相手蟹等；鳥類

記錄到27種，以太平洋金斑鴴和東方環頸鴴為多，其餘多為平原、濕地、草地等複

合環境常見的鳥類，如小白鷺、紅鳩、珠頸斑鳩、褐頭鷦鶯、洋燕、赤腰燕、白頭

翁、麻雀、斑文鳥等。109年則記錄22種鳥類，鳥種及數量在過境或冬季期間會較

多，主要是候鳥的遷入，數量以太平洋金斑鴴為多。而魚類則記錄9種，以大鱗龜

鮻為最多，同時因位處出海口，故此區域同時會記錄到如短棘鰏、花身鯻、銀鱗鯧

等屬海水魚的魚種。 

二仁溪口沿岸周邊地區主要以農、漁業為主，漁業以近海魚獲及養殖業居多，

魚塭為本區居民重要的生計來源，農業則以種植稻米為主。107年大甲濕地植物調



 

查，共紀錄28科87種，其中歸化及外來種計有54種(佔常見外來植種之65%)，表示

本區域受到經常性的干擾。因河口灘地近出海口，含鹽度高，木本植物多為人工栽

植，自然生長的喬木則以銀合歡和構樹為主，已有一些次生林形成(社團法人台灣

濕地保護聯盟，2018)。 

(2) 調查結果 

本團隊108/8/28於前期工程「108年度二仁溪南萣橋上下游防災減災工程」設計

階段生態勘查中，鳥類共記錄23種，皆為常見物種，親水性鳥類包括黃頭鷺、小白

鷺、中白鷺、夜鷺、小環頸鴴及太平洋金斑鴴、紅冠水雞、高蹺鴴、磯鷸及赤足鷸

等；兩棲爬蟲類記錄到澤蛙、疣尾蝎虎及斯文豪氏游蛇，其中斯文豪氏游蛇為保育

類第Ⅲ級之台灣特有種，主要棲息較為潮濕的環境，屬日行性蛇類，無毒；陸域昆

蟲類有東方白點花金龜、侏儒蜻蜓等2種；水域及濱溪帶調查共記錄魚類7種(尾紋

雙邊魚、斑海鯰、線紋鰻鯰、鯔、彈塗魚、花錐脊塘鱧、盤鰭叉舌鰕虎)、蝦類4種

(等齒沼蝦、哈氏仿對蝦、刀額新對蝦、斑節對蝦)及蟹類5種(凶狠圓軸蟹、糾結南

方招潮蟹、弧邊管招潮蟹、雙齒進相手蟹、字紋弓蟹)，皆為河口感潮帶、泥灘地

及紅樹林常見種類。陸域植物則調查到21科47種，其中南萣橋下至河口右岸灘地有

國家易危的稀有紅樹植物紅海欖(NVU)分布。 

本團隊於110/6/20進行本案陸域動物(鳥類、兩棲爬蟲類)勘查，其中鳥類共記

錄12科21種，因時節屬夏季，故鳥種以在台灣有留鳥族群者為主。由於區段位處溪

流旁，有多種水域環境，故有多種親水性鳥種紀錄，為總鳥種的1/3。本次勘查未

記錄到保育類，另記錄到2種特有亞種(褐頭鷦鶯、白頭翁)等。而社團法人台灣濕

地保護聯盟2020年的調查，包含左岸區域共記錄到34科83保育類物種則有環頸雉

(Ⅱ)、黑翅鳶(Ⅱ)、魚鷹(Ⅱ)、彩鷸(Ⅱ)、燕鴴(Ⅲ)、紅尾伯勞(Ⅲ)、紅隼(Ⅱ)、

大冠鷲(Ⅱ)、黑面琵鷺(Ⅰ)等9種，特有種及特有亞種則有環頸雉、南亞夜鷹、小

雨燕、大卷尾、樹鵲、白頭翁、黃頭扇尾鶯與褐頭鷦鶯等8種。 

兩棲類記錄到貢德氏赤蛙、澤蛙及黑眶蟾蜍等3種，主要分布在較上游段的溼

地區域，爬蟲類記錄到疣尾蝎虎1種，從二層行橋至出海口均有分布。財團法人成

大研究發展基金會2007年的報告指出，過去民91年9月於南萣橋僅有1種澤蛙紀錄；

93-94年於三爺溪排水與二仁溪匯流口則記錄3種蛙類(黑眶蟾蜍、澤蛙、小雨蛙)、

5種爬蟲類(疣尾蝎虎、多線真稜蜥、王錦蛇、草花蛇(Ⅲ)、眼鏡蛇，另外93年9月

年在三爺溪上游之一甲排水樣區溪流中曾紀錄保育類第Ⅲ級斯文豪氏游蛇(財團法人

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2005)。過去訪談相關工程人員，表示亦曾見過兩傘節。團隊

成員過去也曾在防汛道路上目擊過斑龜與草花蛇。 

植被勘查方面，本區段出海口段河堤上未有人工種植植栽，上游段河堤主要為

草本植被生長，優勢種為外來種大黍。堤前植被多為人工復育或自然生長，喬木部

分以原生之欖仁樹、苦楝、水黃皮、黃槿、血桐及外來的銀合歡、巴西胡椒木、馬

櫻丹、南美假櫻桃等為主，草本方面則以原生種蘆葦、海馬齒、馬鞍藤(河口)及外

來種大黍、大花咸豐草、長柄菊等為優勢。部分區段則有人為栽植。河灘地或潮水

浮覆區則以海茄苳為優勢，此外還有欖李(NNT)、苦林盤、鯽魚膽、土沉香(NVU)、

紅海欖(NVU)等河口鹽地紅樹林或紅樹伴生植物。上游工區終點處，屬高灘地不易

受潮水影響，此區域植被以高大喬木為主，但種類以外來的巴西胡椒木為優勢，銀

合歡次之，原生苦楝與血桐夾雜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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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歷次「水利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評估如下(含2020/7/29

設計階段評估結果)。 

分
類 

指標項目 評估目的 
各階段評估結果 

設

計 
施

工 
完

工 

水
的
特
性 

水域型態多樣性 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狀態 10 10 — 

水域廊道連續性 
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路上中下游的

通行無阻 
6 6 — 

水質 檢視水質狀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6 3 — 

水
陸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水陸域過渡帶 

檢視流量洪枯狀態的空間變化，在水

路的水路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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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生類移動的困

難 

5 7 — 

濱溪廊道連續性 
檢視蟹類、兩棲類、爬蟲類等可否在水域

與陸域間通行無阻 
6 7 — 

底質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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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 

生
態
特
性 

水生動物豐多度 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狀況 4 4 — 

水域生產者 
檢視水體中藻類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
含量及種類 

3 4 — 
 

4.棲地影像紀錄(拍攝日期2021/6/20～2021/6/20) 

a. 河口堤前邊坡自生欖仁 b. 二仁溪橋上游處有一較大的沙灘地 



 

c. 堤前灘地面積增加後，開始有紅樹林出現，

海茄苳較為優勢 

d. 白砂崙漁港出入口東岸，目前正興建親水步

道，出入口東西岸區域為紅樹林熱點，植株與覆

蓋率均較大 

e. 約0K+630處，堤防樓梯旁有一較大的血桐，

該區應屬高雄市茄萣舢筏協會認養維護區域，應

與其溝通 

f. 約0K+700處，此叢黃槿應會受工程影響，同

樣應與舢筏協會溝通 

g. 白砂崙濕地同為舢筏協會認養維管區域，區

內水域與二仁溪有相通，故有相當多紅樹植物及

潮間帶生物利用 

h. 弧邊管招潮蟹為區內常見的蟹類 

i. 白砂崙濕地的蟹類數量相當多 j. 濕地經管狀態良好，屆時應嚴格界立施工區

域，避免擾動 



 

k. 既有非水泥化的水道、魚塭堤岸等環境，均

有蟹類挖洞作巢利用 

l. 現階設計之陸蟹通道堤後側溝深度僅約15-20

公分，屆時通道高程應會低於側溝，長時會使通

道積水與淤沙 

m. 約2K+240處，舊時為魚塭區，現屬經年有

水，冬季可能乾涸的淡水埤塘。此區域較易記錄

到兩生類 

n. 工區終點處，堤前環境與圖m.相似，次生林

為鷺科鳥類利用熱點，水域則為鸊鷉科及秧雞科

利用的熱點 

 

o. 現階段鷺科以大白鷺及小白鷺為主，圖為大

白鷺繁殖羽(河口沙洲) 

p. 河口沙洲有相當多鳥會利用覓食，如大、小

白鷺、白尾八哥、麻雀、東方環頸鴴等。圖為白

尾八哥群 

q. 彈塗魚(Periophthalmus cantonensis)，常

見於潮間帶、水道、白砂崙濕地等易受潮水影響

區域 

r. 鄰近橋下的區域，為野鴿活動熱點 



 

5.生態關注區域說明及繪製： 

 

6.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項
次

生態議題 生態影響預測 生態保育措施建議 

1.

河口低灘地(約莫
南萣橋以西區
域)： 
該區域受潮水影
響，主要為親水
性鳥類覓食地，
亦屬紅樹植物及
蟹類與彈塗魚之
棲地，而紅樹林
則有養顧、穩健
灘地之用。 

重機具行走壓實灘
地、挖除或填平灘
地、紅樹林等都可
能造成生物棲地消
失，長久可能加劇
海浪掏沙影響，流
失灘地或縮小洪患
與堤防的緩衝距
離，進而危及堤防
設施。 

迴避：明確界定工區範圍，以迴
避、不擾動區外範圍。 

縮小： 
減輕： 
1. 建議白砂崙濕地區域先行於 5-9

月施作，避開每年 10 月至隔年 4
月這段過境或冬候鳥活動的高峰
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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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償： 

2.

河口高灘地(南萣
橋以東區域)： 
棲地相對穩定，
屬陸蟹棲地。 

開設便道除壓縮棲
地範圍，也可能因
機具長時行走壓實
地面，進而限縮陸
蟹生存空間。 

迴避：明確界定工區範圍，以迴
避、不擾動區外範圍。 

縮小： 
減輕： 
1. 施工便道、物料堆放區等優先利

用舊有設施，避免新闢。 
2. 如需堤前開設便道，應明確界定

範圍，以最小所需寬度開設，同
時以鋪設鐵板方式，避免以硬質
材料(廢棄磚土、級配等)鋪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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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償：完工撤除鐵板時，以怪手挖
鬆壓實的表層土，縮短回復
原樣的時間。 

3.

白砂崙濕地： 
屬潮間帶生物(彈
塗魚、招潮蟹)、
河口生物、水鳥
類高度利用的區
域。 

濕地屬於該區域生
物多樣性較高的區
域。施工動線如過
於靠近，可能因高
頻率的擾動而過於
干擾生物。 

迴避：明確界定工區範圍，以迴
避、不擾動區外範圍。 

縮小： 
減輕： 
1. 肯定陸蟹逃生通道設計，但日後

維護管理需注意通道積水與淤沙
之問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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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償：堤前培厚綠化會影響到基腳
的土沉香(NVU)，建議可作為
異地植生復育樹苗來源。 

4.

文賢灘地： 
屬於相對穩定草
生地混生次生林
之棲地環境，為
多種鳥類(鷺鷥、
鷦鶯類 )之棲息
地；岸邊則常有
紅冠水雞或斑龜
活動。 

1. 降挖後整平、壓
實可能直接壓縮
生物利用空間且
不利使用，亦造
成植被復原時間
拉長，侷限可利
用之生物類群。 

2. 3-7 月屬於留鳥
繁殖高峰，可能
影響其繁殖。 

3. 鋪設硬質(水
泥、柏油、級
配)便道或大面
積占用高灘地可
能會壓縮周遭生
物之生存空間。 

4. 填/整平或挖除
窪地，可能使棲
地減少、單調
化，導致部分生
物棲地消失並侷
限可利用之生物
類群。 

迴避：明確界定工區範圍，以迴
避、不擾動區外範圍。  

縮小：  
減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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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施工便道、物料堆放區等優先利
用舊有設施，避免新闢。 

3. 如需堤前開設便道或堆料區，應
以最小所需範圍開設並明確界定
範圍，同時以鋪設鐵板方式，避
免以硬質材料(廢棄磚土、級配
等)鋪底。 

補償：完工後不刻意整平，視情況
進行簡易棲地營造(如以怪手
挖鬆壓實的表層土、保留部
分低窪地、挖造連通水路)，
縮短回復時間，增加棲地類
型。 

5.

取土區： 
河灘高草地環境
是 I級保育類草鴞
及 II 級保育類環
頸雉偏好棲息、
利 用 的 棲 地 類
型。 

1. 降挖後整平、壓
實可能直接壓縮
生物利用空間且
不利使用，亦造
成植被復原時間
拉長，侷限可利
用之生物類群。 

2. 裸露面易造成外
來植群拓殖。 

迴避： 
縮小：縮小取土區範圍。 
減輕：  
補償：取土區建議於臨水側，順河

道走向保留一小土堤且於土
堤兩端開口連通水流，而取
土後的高程建議略低於平均
水位高程，使灘地變為暫時
性濕地。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原則為限縮工區與行車動線，保留工區以外的灘地區域且不擾動。 

a. 保留河口灘地及周遭的紅樹植物 b. 保留白砂崙堤防1號水門上游紅樹林 

c. 保留白砂崙濕地區域。 d. 保留文賢灘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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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檢查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 

施工進度： nn.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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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K+100～2K+600文賢灘地 

(兩棲爬蟲類、鷺鷥繁殖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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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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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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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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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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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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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羅萬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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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景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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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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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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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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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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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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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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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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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自主檢查表填表需知 

 
1. 主辦機關於施工階段督責廠商定期填具本生態自主檢查表，納入品管檢核作

業。 

2. 本表於施工期間定期由施工廠商填寫，監造單位查驗。請依編號檢查生態保

全對象及生態友善措施勾選紀錄，並附上能呈現執行成果之資料或照片。 

3. 檢查生態保全對象時，須同時注意所有圍籬、標示或掛牌完好無缺，可清楚

辨認。 

4. 如發現損傷、斷裂、搬移或死亡等異常狀況，請第一時間通報工程主辦機關

與生態評估人員/團隊。 

5. 工程設計或施工有任何變更可能影響或損及生態保全對象或友善措施，應通

報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評估人員/團隊溝通協調。 

6. 表單內所列檢查項目不得擅自修改，相關項目修正得報請監造單位/生態評估

人員或工程主辦單位研議修正。 

7. 請依各項生態保全對與象保育措施之說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 

需完整呈現執行範圍及內容，儘量由同一位置與角度拍攝。 

8. 表格欄位不足可自行增加。 



 

 

環境異常狀況處理表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工程名稱 
中央管流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 

二仁溪二層行橋下游段環境改善工程(第四期) 

 

 

異常狀況類型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暴斃 □施工便道闢設不當 □水質渾濁 

□生態保育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生態保育措施未執行 

□生態保全對象遭破壞 □其他(請說明)：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異常狀況發現

日期 
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 

異常狀況說明 

 

解決對策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 

複查結果及應採

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 

複查結果及應採

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 

複查結果及應採

行動 

 

說明： 

1. 環境生態異常狀況處理需依次填寫。 

2. 複查行動可自行增加欄列以至達複查完成。 

3. 原則上一項異常狀況獨立一張表格，避免混亂，不同異常狀況依次在表單上依序編號。 

 



 

 

環境異常狀況處理原則 

 
工程影響範圍內，由施工人員自行發現或經由民眾提出生態環境疑義或異常狀

況，須填寫環境異常狀況處理表提報工程主辦機關，並通知生態評估人員協助處理。

異常狀況類型如下： 

1. 生態保全對象異常或消失，如：應保護之植被遭移除或自然風倒等。 

2. 非生態保全對象之異常狀況，如：魚群暴斃、水質混濁。 

3. 生態保育措施未確實執行，如：施工便道闢設過大、垃圾未集中處理並帶離等。 

4. 生態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提出疑義，如：臉書粉絲專頁或公開社團負面發文等。 

工程主辦機關及相關單位必須針對各環境異常狀況釐清原因，視情況辦理施工中

說明會，共同研討解決對策及擬定環境預期恢復結果，並持續追蹤處理過程或環境恢

復情形，直至異常狀況解除，且應避免再次發生環境異常狀況。處理流程如下： 

 



經濟部水利署工程廠商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補充說明(1091029)  

一、依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範經濟部

水利署及所屬機關(以下簡稱機關)辦理工程，廠商於施工階段執行生態檢

核作業應配合事項，特訂定本施工補充說明。 

二、除災後緊急處理、搶修、搶險、災後原地復建、原構造物範圍內之整建或

改善、已開發場所且經自評確認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規劃取得綠建

築標章並納入生態範疇相關指標之建築工程，及維護管理相關工程外，機

關辦理新建公共工程需辦理生態檢核作業。 

三、生態保育措施應考量個案特性、用地空間、水理特性、地形地質條件及安

全需求等，因地制宜依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等四項生態保育策略之優

先順序考量及實施，四項保育策略定義如下： 

(一)迴避：迴避負面影響之產生，大尺度之應用包括停止開發計畫、選用

替代方案等；較小尺度之應用則包含工程量體及臨時設施物(如施工便

道等)之設置應避開有生態保全對象或生態敏感性較高之區域；施工過

程避開動物大量遷徙或繁殖之時間等。 

(二)縮小：修改設計縮小工程量體(如縮減車道數、減少路寬等)、施工期間

限制臨時設施物對工程周圍環境之影響。 

(三)減輕：經過評估工程影響生態環境程度，兼顧工程安全及減輕工程對

環境與生態系功能衝擊，因地制宜採取適當之措施，如：保護施工範

圍內之既有植被及水域環境、設置臨時動物通道、研擬可執行之環境

回復計畫等，或採對環境生態傷害較小之工法或材料(如大型或小型動

物通道之建置、資材自然化、就地取材等)。 

(四)補償：為補償工程造成之重要生態損失，以人為方式於他處重建相似

或等同之生態環境，如：於施工後以人工營造手段，加速植生及自然

棲地復育。 

四、廠商應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確實執行，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

域完好及維護環境品質。廠商於施工階段執行生態檢核作業原則如下： 

(1) 「生態保育措施」及「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納入施工計畫。 

(2) 「生態保育措施」應說明施工擾動範圍(含施工便道、土方及材料堆置

區)，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3) 擬定工地環境生態異常情況處理作為或計畫。 

(4) 辦理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

位置。 

(5) 確認規劃設計階段之生態關注物種平面分布圖。(標註保育類動物、稀



有植物、指標物種或老樹等。另可依現勘結果，補充標註或修正生態

關注物種分布情形。) 

(6) 辦理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教育訓練：訓練對象為廠商施工人員，並包

括「生態保育措施」宣導(例如：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具體生態

保育措施，以及說明工區是否有生態關注物種，如保育類動物、稀有

植物、指標物種或老樹等。)。如有生態關注物種，則補充照片(或圖

卡)納入教育訓練。 

(7) 填寫「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工程開工後及每月至少填寫1次。 

(8) 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行，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

若遇環境生態異常時，停止施工並調整生態保育措施。 

(9) 廠商如聘請專家學者或生態背景人員參與生態檢核事項，或參與生態

保育措施執行情形檢查，其聘請之人員應避免與機關委託之生態檢核

團隊重複。 

五、變更設計： 

機關得依據地方民眾反應、陳情或工程生態保育實際需求，或遇環境

生態異常需調整生態保育措施，依契約第19條變更作業辦理。 

六、罰則： 

廠商違反第四點規定，可歸責於廠商者，應依下列規定對廠商辦理懲

罰性違約金事宜： 

項 目 違反規定事項 扣點數 

生態保育措施 

廠商未辦理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生態保

全對象位置。 
2 

廠商未依據規劃設計階段之關注物種分布圖，標註保育類動

物、稀有植物、指標物種或老樹等。(或未依據現場勘查結

果，補充標註或修正生態關注物種分布情形。) 

1 

廠商未辦理環境生態保育教育訓練，或未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1 

廠商未確實依施工計畫之生態保育措施執行。 1或2 

廠商未落實填寫「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1或2 

1.懲罰性違約金金額，除契約另有規定外，依據契約條文第22條第9款規定辦理。 

2. 本罰款標準為契約之一部分，得由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工程督導小組、主辦機

關、監造單位等相關人員辦理扣點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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