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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

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 
設計單位 三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80天 監造廠商 三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尚未招標 

基地位置 
地點：湖內排水 

TWD97座標 X：171256.261 Y：2530339.551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15,000千元 

工程目的 
既有護岸為土堤經長久沖刷已有崩落阻礙水流，導致通水斷面縮減，為維持通

水斷面及加強保護鄰近農田魚塭等財產安全，辦理本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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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屬「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五批次工程

工作計畫。 

⚫ 湖內排水位於高雄市湖內區海山里，總長約為4.5公里；主要蒐集湖內區地

表逕流以及魚塭排水，本工程位於出海口上游約2.3公里處(圖1)，設計採坡

面工護岸，護岸改善，H=3.4M(不含基礎)，L＝600M(2岸合計) (圖2)；預計

工期為180工作天。 

圖1. 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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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懸臂式護岸設計剖面圖 

預期效益 護岸改善，H=3.4M(不含基礎)，L＝600M(2岸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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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表 D01生態團隊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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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進行之現場勘查、生態調查，詳見附表 D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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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進行之棲地生態資料蒐集，詳見附表 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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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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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無明顯生態議題，故未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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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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為執行資訊公開經費來自「高雄市生態檢核工作

計畫(108~109年度)」    

本案相關資料放置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108-109 

資訊公開連結網址如下 
https://sites.google.com/view/kaohsiung108-109ecocheck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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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表 D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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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書面意見於水利局，內容詳見附表 D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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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為執行資訊公開經費來自「高雄市生態檢核工作

計畫(108~109年度)」 

本案相關資料放置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108-109 

資訊公開連結網址如下 
https://sites.google.com/view/kaohsiung108-109ecocheck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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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108-109
https://sites.google.com/view/kaohsiung108-109ecocheck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108-109
https://sites.google.com/view/kaohsiung108-109eco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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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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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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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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報階段(核定、規劃階段)生態友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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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1 工程設計資料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陳原諄(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

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04 月 22 日 

設計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工程 

主辦機關 
史金昇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區域

排水科/工程員 
土木工程 

施工工法及經費審議

執行品質管理制度 

設計單位 

/廠商 
陳三元 三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 

澄清設計疑議。 

履約界面之協調及整

合。 

生態團隊 

田志仁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工程部技術經理 
環境工程、

水域生態 
環境友善措施擬定、水

域生態評估 

侯福成 
國立成功科技大學水科

技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水域生態 水域生態調查 

周琮焜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陸域動物生

態、建築設

計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 

陳原諄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植物生態 

陸域植物生態調查 

游惇理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陸域動物調

查、景觀設

計、棲地營

造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 

提供工程設計圖(平面配置 CAD 檔)給生態團隊 

設計階段 查核 提供日期 

基本設計 是■ / 否 □ 109.04.17 
細部設計 是 □ / 否 □ - 

設計定稿 是 □ / 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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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109年03月13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04 月 22 日 

紀錄人員 陳原諄 勘查地點 
地點：高雄市湖內區 

TWD97 X：171256 Y：2530339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田志仁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技

術經理 

環境工程、水域生態環境友善措施擬定、水域

生態評估 

侯福成 國立成功大學水科技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水域生態調查 

周琮焜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 

陳原諄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陸域植物生態調查、生態敏感區位圖繪製 

游惇理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田志仁、周琮焜、陳原諄、游惇理 

(詳見 D-03 6.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處理情形回覆 

(未填寫或說明原因則視為可執行措施)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三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 本案雖無生態議題，敬請依工程相關規範

處理工程廢棄物，施工過程如有油漆之工

程，應依工程環保相關規定管理。切勿將

油漆剩料、剩棄水泥與清洗廢水和其它廢

棄物等倒入排水中，引起民眾投訴和檢

舉。 

本工程若有上開工程環保廢棄物，將依

相關規範處理，以避免民眾投訴和檢

舉。 

2. 工區下游段(湖內排水出海口至公告排水鹿

里程 1550 處)，紅樹與濱溪植被狀況良好，

為水鳥與翠鳥等多種鳥類之棲地，生態敏

感度高。建議若有後續治理規劃，應謹慎

處理，邀集生態團隊共同參與設計，並辦

理民眾參與，納入各方建議，同時避免彰

化東溝大排事件重演。 

感謝指導，遵照辦理。 

說明： 

1. 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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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

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109年04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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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 

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 /生態工程部技術經

理、研究員 

田志仁 

環境友善措
施擬定、水
域生態評估 

私立東海大學生命科
學系/博士候選人 

13年 
環境工程、水域

生態 

國立成功大學水科技研

究中心/專案經理 
侯福成 

水域生態調
查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
物科技暨資源學系/學
士 

7年 
魚類分類、水域

生態調查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周琮焜 

陸域動物生
態調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
命科學系/學士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
究所學士後組/碩士 

2年 
陸域動物調查、

建築設計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陳原諄 

陸域植物生
態調查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
理學系/碩士 

1年 
植物保護、基本

植物辨識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游惇理 

陸域動物生
態調查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景
觀學系/碩士 

1年 

陸域動物調查、

景觀設計、棲地

營造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資料來源：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坡地棲地評估：本案非崩塌地治理工程，不需評估 

河溪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_低坡降(評估日期2020/03/13) 

野

溪

治

理

工

程

生

態

回

復

追

蹤

評

估 

評估因子 說明 程度 

1.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 以土砂等沉積物與細礫為主，枯枝落葉或有機碎屑散佈。 3 

2a.河床底質包埋度 底質幾乎為泥質沉積物，無塊石可包埋。 1 

2b.潭區基質特性 
全段深流，流速幾近一致緩慢，於感潮區中甚至逆流，介
於深流與潭區之間 

10 

3a.流速水深組合 以緩流速之深流與潭區為主。 8 

3b.潭區多樣性 介於深流與潭區之間，淺潭多於深潭。 8 

4a.湍瀨出現頻率 評估溪段視野所及無湍瀨。 3 

4b. 河道蜿蜒度 長距離直線河道，無蜿蜒度。 3 

5a.河道水流狀態 

(溪床裸露比例) 
水量豐沛，幾無溪床裸露。 16 

5b.河道水流狀態(深度) 
連續深流或深潭，水深超過30公分，流量豐沛連續，上下
游無差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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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堤岸的植生保護 

左岸：50%以下堤岸具植被(含農墾地、果樹、竹林、外來
植物)，擾動嚴重。護岸阻隔水陸域，然護岸上僅少數草
叢。 

右岸：50%以下堤岸具植被(含農墾地、果樹、竹林、外來
植物)，擾動嚴重。護岸阻隔水陸域，然護岸上無植被。 

左岸:2 

右岸:1 

7.河岸植生帶寬度 

左岸：左岸為舊式已毀損三明治護岸，上有草本蔓生，寬
約1.5公尺。 

右岸：新建混凝土緩坡護岸，護岸基腳零星草本植物生
長，保留1棵樹木。。 

左岸:2 

右岸:1 

8.縱向連結性 全段皆無明顯高差。 18 

9.橫向連結性 

左岸：全段約50°，最大落差小於5公分。已毀損三明治護
岸，上有草本蔓生。 

右岸：全段約45°，最大落差小於5公分，光滑混凝土表
面。 

左岸:5 

右岸:3 

10.溪床寬度變化 人工開鑿溝渠，比例等於1.0。 18 
 

4.棲地影像紀錄： 

工程預定位置環境照片： 

  
1. 河道現況。 2. 前期工程完成之護岸。 

  
3. 本次工程改善段。 4. 湖內橋上游現況。 

  
5.下游段空拍圖 6.下游段紅樹林茂密，為良好棲地環境 

 

工程預定位置歷史衛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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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空拍照片取自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自2008年起本案工區周圍之地景及地貌並無明顯之變化，以魚塭用地為

主，湖內排水渠道寬度、河道位置亦無明顯差異。 

  
2008.01.03 2011.02.05 

  
2013.02.06 2015.06.11 

 

說明： 

1. 白色多邊形為本案土地使用範圍。 

2. 底圖為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 

 

2017.08.18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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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生態關注
區域 

生態 
保全對象 

影響預測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後果評估 是否迴避 (填否者，請說明保育策略) 

水域環境 水域棲地 

本案雖無生態議題，敬
請依工程相關規範處理
工程廢棄物，施工過程
如有油漆之工程，應依
工程環保相關規定管理 

■是 

□否 

■迴避  維持工區及周遭環境整

潔，工程廢棄物如鋼

筋、混凝土塊等應妥善

回收處理。 

切勿將油漆剩料、剩棄水

泥與清洗廢水和其它廢棄

物等倒入排水中，引起民

眾投訴和檢舉。 

周邊陸域

棲地 

工區下游

濱溪植被 

湖內排水下游段(湖內

排水出海口至公告排水

鹿里程1550處，詳見

D-03 4.棲地影像紀

錄)，紅樹與濱溪植被

狀況良好，為水鳥與翠

鳥等多種鳥類之棲地，

生態敏感度高。 

■是 

□否 

■迴避 工區之下游濱溪植被狀況

良好，建議後續治理規

劃保留不擾動。或採用

較為生態友善的工法。 

建議若有後續治理規劃，

應邀集生態團隊共同參與

設計，並辦理民眾參與，

納入各方建議，同時避免

彰化東溝大排事件重演。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詳 4.棲地影像紀錄。 

填表說明： 

一、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陳原諄                 日期：民國109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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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5 生態保育策略及討論紀錄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陳原諄(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

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04 月 22 日 

解決對策項目 生態保育措施 實施位置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

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

工區 

解決對策之詳細內容或方法(需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詳見D-03 6.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本案無敏感之生態議題，兩點建議與提醒如下: 

一、 本案雖無生態議題，敬請依工程相關規範處理工程廢棄物 

施工過程如有油漆之工程，應依工程環保相關規定管理。切勿將油漆剩料、剩棄水泥與清洗廢水

和其它廢棄物等倒入排水中，引起民眾投訴和檢舉。 

二、 提醒後續工程辦理民眾參與之重要性 

湖內排水下游段(本案工區一至出海口)，紅樹與濱溪植被狀況良好，為水鳥與翠鳥等多種鳥類之

棲地，生態敏感度高。建議若有後續治理規劃，應邀集生態團隊共同參與設計，並辦理民眾參

與，納入各方建議，同時避免彰化東溝大排事件重演。 

圖說： 

生態關注區域圖 

 
設計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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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監測方式： 

1、生態人員施工中現勘 

2、工程現場人員以「自主檢查表」(如附錄)定期自主檢查管理 

現勘、討論及研擬生態保育措施的過程、紀錄 

日期 事項 摘要 

108/08/19 工程現勘 生態團隊前往預訂工區進行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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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3 本工程核定 經濟部核定本工程經費 

109/03/18 工作會議 本工程納入生態檢核作業(高市水區字第10932154200號) 

109/03/24 枯水期生態調查 生態團隊進行生態調查 

109/04/17 取得本工程設計圖 依據現地狀況與設計圖擬定生態友善措施 

109/04/23 提供友善措施書面意見 生態團隊提供書面意見於治理單位 

109/07/29 豐水期生態調查 生態團隊進行生態調查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2.解決對策係針對衝擊內容所擬定之對策，或為考量生態環境所擬定之增益措施。 

3.工程應包含計畫本身及施工便道等臨時性工程。 

 

填寫人員：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陳原諄      日期：民國109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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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施工前■施工中□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110年01月28日 填表日期 民國110年03月20日 

紀錄人員 陳原諄 勘查地點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

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

工程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周琮焜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研究

員 
陸域棲地評估、環境友善措施查核 

陳原諄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

工程部計畫專員 
植物生態 

現勘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陳原諄(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工中無明顯生態異常狀況。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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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04 生態監測紀錄表 

工程名稱 

（編號）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 17 線

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3 月 22 日 

1.生態團隊組成： 

單位/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

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技術經理、

研究員 

田志仁 
水域生態

評估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

系/博士候選人 
13 年 

環境工程、水

域生態 

國立成功科技大學

水科技研究中心/生

態調查組專案經理 

侯福成 
水域生態

調查 

學歷是國立中山大

學海洋生物科技暨

資源學系/學士 

7 年 
魚類分類、水

域生態調查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研究員 
周琮焜 

陸域動物

生態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

研究所學士後組/碩

士 

2 年 
陸 域 動 物 生

態、建築設計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計畫專員 
陳原諄 植物生態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

病理學系/學士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

病理學系/碩士 

1 年 

陸 域 植 物 生

態、棲地空拍

紀錄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詳附件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詳 D-03 

4.棲地影像紀錄： 

施工中工區影像(2021/03/28) 

  
工區一渠道施工中狀況 工區一渠道施工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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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二施工中狀況 工區二施工中狀況 
 

5.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工區無生態保全對象 

填表說明： 

一、 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周琮焜(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研究員)                  日期：民國110年03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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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棲地

生態資料蒐集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位置鄰近範圍(約半徑1公里範圍)近十年內之生態文獻，作為生態

檢核作業及水、陸域調查之參考(表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2： 

 

表1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生態文獻

資料蒐集參考資料 

文獻類型 出版單位/蒐集單位 年份(西元) 參考文獻/參考點位/參考範圍 

環境影響說

明書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綜合評估)、孫元勳(陸域

生態) 

2005 
高雄縣興達港遊艇產業專區開發

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網路資料庫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2010-2020 工區周邊半徑約 1 公里範圍 

路殺社 2010-2020 工區周邊半徑約 1 公里範圍 

iNaturalist - 工區周邊半徑約 1 公里範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 
2010-2020 植物調查及物候觀察 

 

表2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生態文獻

資料蒐集成果 

生物類群 文獻物種數 保育類 特稀有物種 

植物 無資料紀錄 - 無特稀有植物紀錄 

鳥類 31科 80種 

1. I級保育類 1種：黑面琵鷺 

2. II 級保育類 4 種：紅隼、小

燕鷗、魚鷹及東方澤鵟 

3. III級保育類 1種：紅尾伯勞 

特有亞種 6種：南亞夜鷹、小

雨燕、大卷尾、黃頭扇尾鶯、

褐頭鷦鶯、白頭翁 

哺乳類 2科 5種 無保育類哺乳類紀錄 無特有種哺乳類動物 

兩棲類 0科 0種 無保育類兩棲類紀錄 無特稀有兩棲類紀錄 

爬行類 1科 1種 
紅皮書物種： 

全球瀕危(EN)：斑龜 
無特稀有爬行類紀錄 

蜻蛉類 無資料紀錄 無保育類蜻蛉類紀錄 無特稀有蜻蛉類紀錄 

魚類 無資料紀錄 無保育類魚類紀錄 無特稀有魚類紀錄 

底棲生物 無資料紀錄 無保育類底棲蝦蟹螺貝類紀錄 無特稀有底棲蝦蟹螺貝類紀錄 

 

(2) 生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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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現勘之環境資訊及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結果，此工程之生態調查於109年3-

4月及109年7-9月間，就工區及周邊進行2次(枯、豐水期)之生態調查，各生物類

群調查方法及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表3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生態調查

方法及結果 

調查類群 調查方法選定 調查結果 備註 

植物 

▓植物穿越線調查 

▓紅樹林紅皮書物種調查 

▓大樹、老樹 

19 科 27種 

確認工區範圍內有

無特別須關注之紅

樹樹種 

鳥類 ▓穿越線目擊及聽音調查 7 目 17科 31種 - 

哺乳類 ▓穿越線目擊 1 目 1科 2種 - 

兩棲類 ▓穿越線目擊 3 科 3種 6隻次 - 

爬行類 ▓穿越線目擊 3 科 4種 65隻次 - 

蜻蜓類 ▓穿越線目擊 1 科 2種 - 

魚類 
▓蝦籠 ▓撈網□拋網  

□流刺網□長沉籠  

□電魚器採集  

□蟹類穿越線調查 

2 科 2種 
- 

蝦蟹類 本次調查未記錄 - 

 

(a) 植物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有植物19科27種，其中包含有草本植物

11種、喬木植物9種、灌木1種、藤本植物6種與一種作物(表4)。在本次調

查中亦無發現海茄苳(暫無危機,NT)、水筆仔(接近受脅,NT)、五梨跤(國家

易危,NVU)或欖李(接近受脅,NT)等紅樹林植物。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範圍內幾無喬木植被，河道兩側以僅有少數草類生長於土坡

或破損之護岸。 

 

表4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植物調查

物種紀錄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屬性 
生長 

習性 

調查記錄 

109/01 109/07 

大戟科 
飛揚草 Chamaesyce hirta  草本  ○ 

白飯樹 Flueggea virosa  灌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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蓖麻 Ricinus communis 引進種 喬木  ○ 

禾本科 

雙花草 Dichanthium annulatum  草本 ○ ○ 

大黍 Megathyrsus maximus 引進種 草本 ○ ○ 

紅毛草 Rhynchelytrum repens 引進種 草本 ○ ○ 

西番蓮科 毛西番蓮 Passiflora foetida 歸化種 灌木  ○ 

夾竹桃科 黑板樹 Alstonia scholaris  喬木 ○  

豆科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引進種 喬木 ○ ○ 

芭蕉科 香芽蕉 
Musa acuminata Caven-

dish Subgroup 
經濟作物 草本 ○ ○ 

茄科 
花菸草 Nicotiana persica 引進種 草本 ○ ○ 

龍葵 Solanum nigrum  草本 ○  

桑科 
印度橡膠樹  Ficus elastica  喬木 ○ ○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喬木 ○ ○ 

馬鞭草科 馬櫻丹 Lantana camara 引進種 草本 ○  

旋花科 
姬牽牛  Ipomoea obscura  藤本  ○ 

盒果藤 Operculina turpethum  藤本 ○ ○ 

莎草科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草本  ○ 

莧科 野莧 Amaranthus blitum  草本 ○ ○ 

無患子科 倒地鈴 
Cardiospermum halica-

cabum 
 藤本 ○ ○ 

菊科 
鬼針草 Bidens pilosa 引進種 草本  ○ 

長柄菊 Tridax procumbens  灌木 ○ ○ 

楝科 苦楝 Melia azedarach  喬木 ○ ○ 

葉下珠科 茄苳 Bischofia javanica  喬木 ○  

葫蘆科 山苦瓜 Momordica charantia  藤本  ○ 

樟科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喬木 ○ ○ 

錦葵科 山芙蓉 Hibiscus taiwanensis  喬木 ○  

共計19科27種 15科19種 15科22種 
註1：屬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歸化」表示歸化種，未註明者表示為原生種。 

註2：「○」為樣區內紀錄之物種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鳥類調查共記錄17科31種鳥類(表5)。 

(ii) 遷移習性 

記錄的鳥類中有19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6種候鳥或過境

鳥，6種引進種鳥類，其中黑領椋鳥為不普遍鳥種，其餘出現物種均為普

遍常見物種。 

(i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記錄的鳥類中無特有種者鳥類，特有亞種有大卷尾、褐頭鷦鶯及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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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3種。 

記錄的鳥類中有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1隻次停棲於工區周邊電線

上；以及棕背伯勞1種於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名錄中屬於國家易危

(VU)物種。 

(iv)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記錄的鳥類中，親水性的鳥類包含紅冠水雞、小白鷺及夜鷺會直接於

渠道行水區活動，翠鳥則會於渠道及魚塭周邊的制高點停棲，伺機捕食水

中魚類，高蹺鴴、小鷿鷉及鷺科鳥類多於周邊魚塭內覓食，黃頭鷺及埃及

聖䴉集中於工區附近一處放乾之魚塭中，黑腹燕鷗會於魚塭上空盤旋，取

食魚塭飼料或所飼養的魚苗；大卷尾、紅尾伯勞及棕背伯勞則停棲於開闊

處的相對制高處，斑文鳥及扇尾鶯科多於周邊草生地活動，燕科則於工區

及周邊上方低空來回飛行覓食飛蟲，麻雀、白頭翁、八哥科及鴿鳩科鳥類

則多停棲於電杆、電線及建物等人工構造物上。 

 

表5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鳥類調查

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遷移習性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調查記錄(隻次) 

109/04 109/09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留/過   1 1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   14 4 

灰頭椋鳥 Sturnia malabarica 引進種   2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引進種   1 5 

黑領椋鳥 Gracupica nigricollis 引進種   1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冬/過  III 1  

棕背伯勞 Lanius schach 留   1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留/過 特亞  3  

扇尾鶯科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留   1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留 特亞  1 3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留    6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   26 20 

燕科 

赤腰燕 Cecropis striolata 留   1 1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過   23 12 

家燕 Hirundo rustica 夏/冬/過   2 13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留 特亞  9 5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留/冬/迷   1  

長腳鷸科 高蹺鴴 Himantopus himantopus 留/冬   16 3 

鷗科 黑腹燕鷗 Chlidonias hybrida 冬/過    4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留   4 12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   1 1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   16 10 

䴉科 埃及聖䴉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引進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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鷺科 

大白鷺 Ardea alba 夏/冬   1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留/夏/冬/過   6 10 

中白鷺 Ardea intermedia 夏/冬   1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冬/過    2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留/夏/冬/過   24 5 

蒼鷺 Ardea cinerea 冬    1 

秧雞科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留   1 2 

鸊鷉科 小鸊鷉 Tachybaptus ruficollis 留/冬   10 1 

合計17科31種 
15科27種

174隻次 

13科21種

121隻次 

註1：遷移習性：「留」表示留鳥，「夏」表示夏候鳥，「冬」表示冬候鳥，「過」表示過境鳥，「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

種。 

註2：特化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 

註3：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保育類，「II」表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表示其他應予保育類。 

 

(c) 哺乳類 

兩次(枯、豐水期)哺乳類動物調查期間，沿治理工程範圍記錄有家鼷鼠

及小黃腹鼠各1隻次，皆是夜間於道路旁草生地活動。 

 

表6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哺乳類調

查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化性 
保育 

等級 

調查紀錄(隻次) 

109/04 109/09 

鼠科 家鼷鼠 Mus musculus     1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1 

合計1科2種 0科0種 
1科2種 

2隻次 
註1：特化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 

註2：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保育類，「II」表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表示其他應予保育類。 

 

(d) 兩棲爬行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紀錄兩棲類3科3種(表7)及爬行類3科4種(表

8)，調查記錄的物種中，以疣尾蝎虎為較優勢種。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工程位置鄰近出海口，且周圍多為魚塭等人為環境，排水渠道水域鹽

分較高，較少兩棲類能適應，僅於周邊淡水域中有零星澤蛙、貢德氏赤蛙

鳴叫。爬行類記錄以適應人造環境之疣尾蝎虎數量較多，棲息於護岸與魚

塭圍牆等，並聚集於路燈下捕食昆蟲，工程周邊數量多。石龍子科紀錄引

進種多線真稜蜥與原生種長尾真稜蜥，多線真稜蜥對於人為干擾環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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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較強，會至開闊地區活動，活動範圍包含馬路、草叢與落葉堆。枯水期

於工區旁綠地中紀錄到長尾真稜蜥1隻次，周邊茂密的綠地提供良好的爬

行類動物棲息地。豐水期於水域發現斑龜聚集，同時記錄成體與幼體，推

測此處有斑龜族群繁殖，可能利用周邊魚塭、濕地等，泥沙底質環境環境

產卵。 

 

表7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兩棲類調

查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化性 
保育 

等級 

調查記錄(隻次) 

109/03 109/03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1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1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2 2 

合計3科3種 
1科1種 

2隻次 

3科3種 

4隻次 

註1：特化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 

註2：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保育類，「II」表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表示其他應予保育類。 

 

表8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爬行類調

查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化性 
保育 

等級 

調查記錄(隻次) 

109/03 109/03 

石龍子科 多線真稜蜥 Eutropis multifasciata 引進種  3 5 

長尾真稜蜥 Eutropis longicaudata   1  

壁虎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10 41 

地龜科 斑龜 Mauremys sinensis    5 

合計3科4種 
2科3種14隻

次 

2科2種51隻

次 

註1：特化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 

註2：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保育類，「II」表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表示其他應予保育類。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蜻蜓類調查記錄到蜻蛉目1科2種，為褐斑蜻蜓及猩紅

蜻蜓；褐斑蜻蜓分布於靜水池塘、水田、沼澤等水域，通常停棲較低的地

面或草枝，環境適應力強。猩紅蜻蜓，大多棲息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

區，常見於池塘、溪流、沼澤等水域附近，環境適應力強，屬於低海拔水

域常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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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蜻蛉類調

查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化性 
保育 

等級 

調查記錄 

109/03 109/07 

蜻蜓科 
褐斑蜻蜓 Brachythemis contaminata   ○ ○ 

猩紅蜻蜓 Crocothemis servilia servilia    ○ 

合計1科2種 1科1種 1科1種 

註1：特化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 

註2：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保育類，「II」表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表示其他應予保育類。 

 

(f) 水生生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1科1種(表10)，底棲生物1科1種(表

11) 。魚類為引進種的雜交吳郭魚，底棲生物為引進種的福壽螺。 

 

表10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魚類調查

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化性 
保育 

等級 

調查記錄(隻次) 

109/03 109/03 

麗魚科 雜交吳郭魚 Oreochromis spp. 引進種  2 6 

合計1科1種 
1科1種 

2隻次 

1科1種 

6隻次 

註1：特化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 

註2：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保育類，「II」表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表示其他應予保育類。 

 

表11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底棲生物

調查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化性 
保育 

等級 

調查記錄 

109/03 109/03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引進種  ○ ○ 

合計1科1種 1科1種 1科1種 

註1：特化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 

註2：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保育類，「II」表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表示其他應予保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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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尾伯勞 棕背伯勞 

  

小鷿鷉 黃頭鷺和埃及聖䴉 

  

黑腹燕鷗 長尾真稜蜥 

  

疣尾蝎虎 多線真稜蜥 

109/04/16 109/03/24 

109/04/16 109/04/16 

109/09/30 109/03/24 

109/03/24 109/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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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龜 蛙類主要棲息於周邊淡水域 

  

褐斑蜻蜓 蝦籠捕獲福壽螺 

  

隨養殖廢水排入之死亡吳郭魚 水質惡化並有浮藻與垃圾堆積 

圖1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生態調查

物種照片 

 

109/03/24 109/03/24 

109/03/24 109/03/24 

109/07/30 109/0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