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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原來我們這麼近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計畫成果資料利用教育訓練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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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使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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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動機與關鍵課題

點亮水環境
執行成果

建立兼具親民
及知性應用的
資訊網站

建立開放、流
通的資料平台
促進資料加值

及應用

•協助整合各項「前曕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成
果之展示。

•呈現本計畫生態、文史資料盤點及調查成果

•建置多元主題的民眾導覽地圖，提供直觀的視
覺呈現。

•提供資料查找、地圖互動、資料下載與公民科
學回饋機制，強化環境教育之功效

•彙整國內外公民科學數據上傳資料庫，讓新竹
左岸生態資料更完善。

•配合資訊公開之潮流，提升資料的流通性，以
開放流通的資料架構建置資料庫，繼而讓資料
充分加值應用。

讓新竹左岸被看見

•這麼多的調查資料，要怎麼進行管理？
• 如何讓資料變成有用資訊，方便大家查詢與瀏覽？

• 如何讓民眾有管道可以了解計畫成果？
• 是否有其他工具可以用以推動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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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建置預期成果

二、以蒐集與調查之生態及文史資料，建立新竹左岸生態文史資料庫

三、建立互動式民眾導覽地理資訊平台

四、建立環境教育專區，提供計畫中調查資料、環教檔案等查找及下載

五、建立民眾提供現地生態資訊及照片之回饋機制。

一、以響應式網頁規格建置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民眾網)

預期成果

有效呈現計畫
成果，提升導覽
使用便利性

加強相關資料彙
整、查找、開放、
流通之功效

增進空間資訊
呈現，提升民眾
互動性

強化環境教育成
效，確保資料穩
定回饋機制

◆整合各方資訊，以視
覺化網頁吸引民眾目
光

◆以響應式網頁設計開
發，便於民眾導覽使
用

◆建置資料庫提供資料儲
存與查找功能

◆透過資料介接方式，匯
入外部平台資料，提升
資料庫完整度

◆以地理資訊系統呈現
各項資訊之空間特性

◆自由查找套疊相關資
料，呈現於地理資訊
平台

◆可查找與下載計畫資
料、環境教案等彙整
資訊

◆提升民眾公民科學參
與風氣，確保資料持
續更新與累積

本
系
統
五
大
目
標



7資訊系統整體架構

• 整合各生態物種、 文史、遊憩資料
• 自iNaturalist與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及百年歷史地圖介接計畫範圍內資料
• 以民眾資訊網、環境教育專區、公務後臺管理進行分眾使用

生態情報
資訊系統

主要功能

政府
單位

專家
學者

一般
民眾

使用對象

NGOs

民眾資訊網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 )

環境教育專區

生態資料 遊憩資料

資料來源
本
計
畫
產
出

文史資料

外
部
資
料

系統
資料庫

相關圖資
調查資料

公務後台管理

批次
匯入

資料
介接

中央研究院新竹市百年歷
史地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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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架構

• 整體功能架構分為民眾資訊網、環境教育專區、公務後台管理
• 地理資訊平台、資料庫查詢、相關檔案下載提供使用者互動式查詢功能
• 資料庫與檔案下載區資料管理及權限管理等後台功能，持續提供維護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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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頁面架構

•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預計包含16個頁面，包含10個靜態主題頁面與6個功能頁面。
• 生態物種頁面下包含植物、水生動物、昆蟲、兩棲爬蟲、鳥類、哺乳動物等6個主題頁

面
• 人文歷史頁面分成前言、竹塹開墾、水利建設與生態歷史等4項主題

靜態頁面
粗框:功能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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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首頁

導覽意象地圖

• 頁頂提供相關網站超連結
• 親民活潑風格的手繪地圖
• 生動美照提升民眾興趣
• 提供快速連結至物種介紹頁

環境介紹入口區塊

• 以具有設計風格的圖卡作為
各項頁面的入口

以直觀、視覺化的設計理念，建置新竹
左岸生態情報網之首頁，期望建立兼
具親民及知性的印象，提升網站的曝

光度與民眾使用的黏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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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物種介紹

• 點選各生物類群進入詳細介紹頁，
每類別提供2至6種特色物種介紹，
共計介紹31種生物。

• 除介紹特色原生物種外，也介紹當
地目前的強勢外來物種，提升民眾
對左岸生態現況的認知。

簡介新竹左岸生態環境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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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歷史介紹

• 人文歷史頁面分成前言、竹塹開墾、水利建設與生態歷史等4項主題。
• 透過排版設計、古今文獻交錯，以說故事的口吻搭配色彩豐富照片，帶領讀者走入歷

史現場，深度了解新竹地區的發展脈絡，讓人有身歷其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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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透過頁籤切換生態或文史資料查詢
� 可設定條件查詢：

• 日期
• 生物類群
• 物種名稱
• 座標環域查詢
• 地標環域查詢

查詢成果陳列

• 重點欄位資料呈現
• 點選瀏覽進入個別資料的詳

細頁面

新竹生態文史資料庫(1/3)

文史資料
資料查詢條件設定

可自由設定欲查詢的時間區間

植物、真菌類、鳥類、魚類、兩棲類、哺乳類、軟體動
物、爬蟲類、昆蟲、蜘蛛類、其他無脊椎動物

可輸入關鍵字模糊搜尋中文俗名或學名

可利用座標或地標選取環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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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生態文史資料庫(2/3)

� 查詢結果陳列於查詢功能下方，並顯示資料重要欄位：
• 學名
• 中文俗名
• 類群
• 調查日期

� 點選各筆資料後方Icon，下方會跳出該筆的詳細資料

生物基本資料

位置描述

時間記錄

資料來源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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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由選擇欲查詢的年代(時期)

可選擇「文獻」或「文物」

可輸入關鍵字模糊搜尋名稱

� 查詢結果陳列於查詢功能下方，並顯示資料重要欄位：
• 名稱
• 資料種類
• 年代(西元)、年代(時期)

新竹生態文史資料庫(3/3)

基本資料

時間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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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導覽情報地圖

• 展示生態調查、人文歷史與休閒遊憩等主題資料空間分布情形
• 可設定物種類群、調查日期、物種名稱與環域範圍查詢生態調查資料
• 除本計畫所產出圖資，亦介接歷史地圖豐富互動導覽情報地圖

介接歷史圖層套疊

生態資料查詢

資料查詢條件設定

● 可透過頁籤切換生態或文史
資料查詢

● 生態資料可設定條件查詢：
日期、生物類群、物種名稱
(學名、俗名)、座標環域查
詢、地標環域查詢

• 點選左方主題查詢，可展開導覽地圖工具列

切換底圖

全部清除：可將地圖上的生態調查查詢解果清除

1

2

3

4

1. 可透過頁籤的點選，切換不同查詢主題
2. 生態調查可依據使用者需求，設定不同的查詢條件

包括：調查日期、類群、物種名稱、環域分析

環域分析是先輸入座標或選擇地
標(擇一)，系統會以此為基準依
據使用者所選擇的環域範圍作為
查詢條件

4. 點選圖示(Icon)，可呈
現該筆資料的詳細資
訊

新竹左岸互動導覽情報地圖(1/2)

3. 點選查詢，地圖上將
會出現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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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導覽情報地圖

• 展示生態調查、人文歷史與休閒遊憩等主題資料空間分布情形
• 可設定物種類群、調查日期、物種名稱與環域範圍查詢生態調查資料
• 除本計畫所產出圖資，亦介接歷史地圖豐富互動導覽情報地圖

介接歷史圖層套疊

生態資料查詢

資料查詢條件設定

● 可透過頁籤切換生態或文史
資料查詢

● 生態資料可設定條件查詢：
日期、生物類群、物種名稱
(學名、俗名)、座標環域查
詢、地標環域查詢

• 點選左方主題查詢，可展開導覽地圖工具列
1

2

3

4

1. 可透過頁籤的點選，切換不同查詢主題
2. 在不同主題中，可自由勾選需要查詢與開啟的圖層
3. 具有屬性資料的圖層，如棲地分類圖與棲地品質分級圖等

圖資，可透過點選的方式查看該筆資料的詳細資訊
4. 開啟的圖層皆可與生態調查之查詢成果進行套疊

3. 點選查詢，地圖上將
會出現查詢結果。

4. 點選圖示(Icon)，可呈
現該筆資料的詳細資
訊

新竹左岸互動導覽情報地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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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檔案下載

• 可透過頁籤切換不同主題的下載區，分為生態導覽計畫、活動成果與
資料集

• 點選下載可下載該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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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建置環境教育專區與公務後臺
管理，藉由生態回報互動機制，並同推
廣iNat使用，擴大民眾參與。同時配合
後臺功能，可持續強化更新生態情報
資料庫，提升整體系統應用服務

民眾回傳機制

公務後台管理

環境教育專區

生態情報
資料庫

資料查找

資料下載

資料編修 系統管理

地理資訊平台

現地記錄

一般民眾

資
料
介
接

資
料
發
布

資
訊
同
步

生態資料庫相關單位與資訊公開

環保單位 學術單位 NGO組織 一般民眾

網路系統回報

新竹左岸專區

檔案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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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介紹入口區塊

點選上方選單主題或是點選圖卡，可連結至資料
庫資料編修、檔案下載區資料上傳編修、帳號管
理頁面。

如欲離開系統，可點選登出，將
回到登入介面

公務後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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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後台管理─資料編修

資料查詢條件設定

查詢結果陳列

點選Icon可進行資料編修或刪
除

● 可透過頁籤切換生態或文史
資料查詢

● 查詢方式與前述新竹左岸生態文
史資料庫頁面說明相同

● 也可點選新增，新增單筆資料

3

環域分析是先輸入座標或選擇地標(擇一)，系統會以此為基
準依據使用者所選擇的環域範圍同時作為查詢條件

資料編修介面

可針對該筆資料個別欄位進行
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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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查詢條件設定

查詢結果陳列

點選Icon可進行資料編修
或刪除

● 可以類別或標題設定為
條件，查詢欲編輯的檔
案

● 也可點選新增，新增單
筆資料

資料編修介面

● 可針對該筆資料個別欄
位進行編修

● 可進行附加檔案的上傳
● 可勾選該筆檔案是否啟

用

公務後台管理─檔案下載資料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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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後台管理─檔案下載資料編修

● 可以名稱或帳號是否啟用為
條件，查詢欲編輯之帳號

● 也可點選新增，新增單筆資料

點選Icon可進行帳號
資料編修或刪除

點選新增或編修後，會進到個別帳號資料編輯頁面，可
針對帳號、名稱、密碼與是否啟用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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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操作展示



2. 如何取用頭前溪左岸的生態資料

•頭前溪左岸生態情報地圖資料集

•無人載具航攝影像資料

• iNaturalist 頭前溪左岸自然觀察專案

•生態調查與導覽空間圖層資料



計畫資料集

https://data.depositar.io/en/organization/hcc_tcr_ecomap_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en/organization/hcc_tcr_ecomap_2020


歷次工作坊簡報



航攝影像資料
• OpenAerialMap正射影像

• Google Earth圖磚

• WebODM 3D點雲模型

https://map.openaerialmap.org/#/120.98530769348145,24.820860338764184,13?_k=ltts5q


Open Aerial Map
• 下載高解析正射影像

https://map.openaerialmap.org/#/121.03775024414061,24.806681353851964,11?_k=s7bl2v


安裝及使用QGIS
• QGIS 開放免費的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GIS)

https://qgis.org/


使用QGIS
• 套疊生態情報地圖資料GeoPackage (棲地分
佈)



安裝及使用Google Earth Pro
• Google Earth Pro 免費、簡易操作的地理資訊
系統軟體

• 瀏覽正射影像圖磚、影像套疊及生態情報地圖
資料(kml或kmz檔)

https://www.google.com/earth/versions/#earth-pro


空間圖層資料

kmz版本的載點



360聲與景

https://youtu.be/7T48FC1ohQc 

https://youtu.be/7T48FC1ohQc


iNaturalist 頭前溪左岸自然觀察專案

https://reurl.cc/avjkZ7 

https://reurl.cc/avjkZ7


3. 頭前溪水質、環境生態議題與
改善復育方案

•都市及工業廢水污染

•區域排水及溪流垃圾

•棲地劣化
• 人為干擾、人工設施障礙(三面光及垂直水泥溝渠、固
床工)、殺草劑、慣行農業活動(農藥、毒鳥)

•流浪犬貓(捕食野生動物、疾病傳染風險)
•台68快速道路交通噪音



妥善運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前溪水質



新竹市區域排水與頭前溪匯流
柯子湖溪排水前溪大排水

東大排水與機場外圍排水何姓溪排水與康樂里排水



2020-09-15 東大排水匯流口廢水排放

https://photos.app.goo.gl/uxUoenYEd3THx8iW9
https://photos.app.goo.gl/Hcndj2uBnq1Z3bhk7


縣市及中央水環境計畫
協力改善頭前溪水質

https://rdi-123.wrap.gov.tw/integration_wrpi_drainage/Web3D/Index3D.html


方案內容 協調合作單位

短

期

盤點水質改善優先點位，強化監測作為
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在地

關注團體

強化人工溼地與溪流自淨除污能力 新竹市政府

長

期

縣、市管區域排水水質改善
(處理場、接管、巡守)

新竹市政府、水利署/第二河川

局、環保署

頭前溪集水區跨域治理作為
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水利

署/第二河川局、環保署

縣市及中央水環境計畫
協力改善頭前溪水質

水質改善為多數市民所重視的問題，
應為新竹市水環境改善計畫後續的關鍵目標



推動淨溪與親水方案

多處排水匯流口與濱溪植被帶有垃圾堆積

舊社大橋



方案內容 協調合作單位

短

期

盤點頭前溪淨溪優先點位，並規劃淨溪動線硬體設施

建置

● 應採取非永久性的方案建置步道或標示動線，若無法以此

方案確保安全即應暫緩實施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與

關注團體

長

期

引入群眾標記、ICC表格等垃圾狀況記錄、分析工具，
評估長期改善垃圾或棲地狀況之方案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與

關注團體、新竹縣政府、

第二河川局

與關注團體合作，建立現地狀況通報與查核機制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與

關注團體、第二河川局

推動淨溪方案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育

多處垂直溝渠與低水護岸切割哺乳動物通行路徑

舊社大橋



方案內容 協調合作單位

短

期

於水泥化排水護岸上設立動物坡道 或板橋，

以利動物上下通行
農田水利署、新竹市政府

緊鄰人類活動空間的護岸旁以綠籬隔離 新竹市政府

猛禽棲架與蝙蝠屋，多樣化原生蜜源作物
在地關注團體、新竹市政

府、林務局

長

期

水泥化溝渠兩側，若為公有地，應視災害管理或排

水需求，將護岸改為礫石或草溝等自然形式

新竹市政府、農田水利署、

第二河川局

檢視河川公地使用現況，推動友善環境與生態的

再生農業

新竹市政府、在地農民、第

二河川局

建立濱溪綠帶維護、營造的規劃目標，避免因疏濬

或工程過度移除植被，或干擾植被演替

新竹市及縣政府、第二河

川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育



物種復育與棲地保全

健全動物廊道

臺灣窗螢保全灘地蟹類觀察

臺灣大豆復育



方案內容 協調合作單位

短

期

重要植物物種復育：應充分利用頭前溪既有植物資源
新竹市政府、關注團體、

新竹林區管理處

陸生螢火蟲復育方案：首重草生荒地維管方式調整 新竹市政府、關注團體

外來種及流浪犬貓移除方案：以小規模、漸進式處置，並連結相關權
責單位(如動保處)

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

府、關注團體

長

期

自行車道與自然觀察動線共存：強化一般民眾利用下的都市邊緣空
間保育能量，並持續強化自行車道兩側之環境教育節點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

與關注團體

頭前溪棲地景觀復育：季節物候(甜根子草花季)、自然景觀特色展現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

與關注團體、第二河川

局、新竹縣政府

動物廊道恢復與國土綠網串連
新竹市政府、新竹林管

處、農田水利署

持續監測短期規劃方案的效益 新竹市政府

物種復育與棲地保全



新生荒野｜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

新竹左岸創造新生荒野的方向，應以穩固既有生態資源為主



新生荒野｜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



方案內容 協調合作單位

短
期

新竹左岸高灘地環境導覽與解說教育內容，應納入
河川基本水文與河相內容，讓民眾瞭解河川自然變
遷之規律與風險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與
關注團體

長
期

既有回收之草地、荒地應盡量避免其他開發規劃，並
適當清除強勢外來種

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

新竹左岸高灘地屬於頭前溪自然變動的範圍，未來
應適度調整自行車道、球場等設施位置，避開未設低
水護岸或護岸破損範圍，讓河川可適度自由擺盪

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
第二河川局

漸進局部拆除溪流固床工、攔沙壩，恢復溪流自然輸
運砂石能力，連結溪流生物棲地

第二河川局、鐵路局、公路
總局、高速公路局

與權責單位合作，降低68快速道路之噪音，以及頭
前溪右岸之裝飾燈光害對於現地荒野復育的影響

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
公路總局、高速公路局

新生荒野、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



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



方案內容 協調合作單位

短

期

利用iNaturalist、eBird Apps 記錄頭前溪生物，推廣頭前溪自
然觀察比賽，推動長期自然觀察公民科學活動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

民與關注團體

臺灣大豆的育苗與復育措施、外來種移除等工作，應於建置
軟硬體設施或流程，後納入民眾參與，強化在地關注能量與
頭前溪巡守社群動員能力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

民與關注團體

推動社區認養蝙蝠屋、棲架等設施之基本巡護，促成在地生
態導覽成形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

民與關注團體、新竹

林區管理處

長

期

與市府生態保育科、新竹林管處等生態保育主管機關共同推
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方案，連結水環境巡守、環保志工、生態
保育志工與關注團隊專長

新竹市政府、新竹林

管處、在地居民與關

注團體

邀請社區或關注團體認領關注物種之長期監測工作，如頭前
溪邊的霜毛蝠、毛蟹、台灣大豆、原生草種調查，強化水環境
改善的生態成效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

民與關注團體、新竹

林區管理處

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



跨縣市
跨縣市

連接國土綠網

跨縣市共同規劃

流域尺度治理

現階段可執行
新竹市政府

新竹縣政府

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生態保育團體

在地社區

交通部公路總局

共同展望頭前溪的未來發展與願景



議題 建議方案內容

野生動物棲地串

連與復育

於水泥化排水護岸上設置動物坡道

緊鄰人類活動空間的護岸旁以綠籬隔離

猛禽棲架與蝙蝠屋，多樣化原生蜜源作物

運用水環境計畫

改善頭前溪水質
提升人工濕地除污能力，區域排水汙水截流處理，降低頭前溪污染負荷

物種復育與棲地

保全

重要植物物種復育

復育陸生螢火蟲，調整草生荒地維護管理方式

新生荒野、還地

於河策略的落實
環境教育內容融入河川基本水文與河相自然變動的觀念

從自然觀察到民

眾長期參與

辦理頭前溪自然觀察活動，利用iNaturalist、eBird記錄頭前溪生態狀況

建置復育工作設施或流程，強化在地關注能量與巡守動員能力

推動社區巡護蝙蝠屋、棲架等設施及在地生態導覽

推動淨溪方案 盤點淨溪優先點位，規劃動線和相關設施佈建

現階段可執行



議題 建議方案內容

頭前溪水質改善

盤點水質改善優先區位，強化監測作為

運用前瞻第二期水環境改善計畫，同步進行中央

及縣市管區域排水污水截流處理與水質改善

物種復育與棲地保全、流浪

犬貓
外來種移除方案

新生荒野｜還地於河之策略

落實

既有回收之草地、荒地避免其他開發，並適當清除

強勢外來種

跨縣市合作規劃執行



議題 建議方案內容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育

公有水泥化溝渠應將護岸改為自然形式、局部拆除溪

床固床工

檢視河川公地使用現況，推動友善環境的再生農業

頭前溪溪流環境生態復育
頭前溪集水區跨域治理作為

前瞻水環境計畫與中央管流域調適計畫之整合

物種復育與棲地保全 頭前溪自然地景復育

新生荒野、還地於河之策

略落實

未來適度調整、縮減人為活動空間及設施，增加河川

自由流動空間及濱溪植被緩衝帶

推動淨溪方案

引入公眾參與記錄方式，評估長期改善垃圾或棲地狀

況之方案

與關注團體合作，建立現地狀況通報與查核機制

流域尺度治理



議題 建議方案內容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育 建立濱溪綠帶維護的目標，避免過度移除植被

物種復育與棲地保全

自行車道與自然觀察動線共存

局部拆除溪流固床工，保留濱溪自然植被，串連國土

綠網

持續監測短期規劃方案的效益

新生荒野、還地於河之策

略落實

保留及復育溪岸的自然植被緩衝帶，降低68快速道

路噪音及頭前溪右岸之裝飾燈光害的影響

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

與

推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方案，連結水環境巡守、環保

志工、生態保育志工與關注團隊專長

邀請社區或關注團體認領關注物種之長期監測工作，

強化水環境改善的生態成效

連接國土綠網



4. 中場休息時間



59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說明與操作示範

圖層一覽表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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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
計畫工作項目成果，部分資訊屬於：
● 背景資料｜各項公部門既有圖資或

計畫工作方法
● 細節資料｜如生態調查詳細結果
● 一般大眾不易親近利用資料｜維護

管理、生態友善措施建議等

以生態情報地圖
完整彙整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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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
分類 流水號 圖層名稱 內容簡述

計畫基礎圖資 1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

畫工作範圍

本計畫定義「新竹左岸」之生態調查、資源盤點之工作範圍

2 左岸入口點位 進出左岸高灘地的出入口一覽

3 工作範圍外推5KM_buffer5KM 工作範圍往外5公里範圍

4 工作範圍外推2KM_buffer2KM 工作範圍往外2公里範圍

5 基地範圍簡易分區圖層 依據橋樑、排水位置劃設之簡易分區

生態與棲地

調查成果

6 動植物水域調查成果資料集 彙整計畫內陸域動物、水域生物完整調查成果，除訪談資料之外，全數納入發佈；

植物僅記錄關鍵物種分布。

7 臺灣窗螢分布點位 彙整計畫內臺灣窗螢出現點位。

8 關注植物分布點位 彙整計畫內植物關注物種出現點位。

9 關注動物分布點位 彙整計畫內保育類野生動物出現點位。

10 特有、保育類或其他關注物種分布 彙整不同關注議題之各類群出現點位。

11 野生動物自動相機設置點位 計畫內自動相機設置位置與編號

12 2020年9月螢火蟲調查樣線規劃 計畫內螢火蟲調查樣線位置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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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
分類 流水號 圖層名稱 內容簡述

生態與棲地

調查成果

13 水域生物調查樣站點位 計畫內水域生物調查樣站位置

14 執行軟硬體設施盤點之點位 計畫內軟硬體設施盤點位置一覽

15 臺灣窗螢潛在棲地評估 臺灣窗螢調查成果套疊棲地調繪成果

16 灘地蟹類棲地分類與優勢物種 灘地蟹類之棲地分類與各棲地優勢物種

17 棲地調查結果總表含品質分級 計畫內棲地調查與品質評估成果

18 關注棲地議題分類一覽 計畫內棲地關注棲地之議題分類

解說資源 19 遊憩資源點位資料集 工作範圍內遊憩資源點位彙整

20 解說資源點位資料集 工作範圍內環教解說資源點位、關連議題彙整

21 腳踏車道_2020年9月現況 由正射影像及三四批次工程平面圖數化之腳踏車道位置

22 360全景照片與聲景 計畫內拍攝之360全景照片與聲景連結

水環境生態友

善

措施建議

23 親水活動與淨溪優先推動範圍建議 計畫內盤點之親水、淨溪優先推動範圍

24 臺灣大豆保全範圍說明 計畫內臺灣大豆保全範圍之劃設建議，於109.11.13提供第四批次設計廠商參考

25 水質監測與改善優先建議範圍 計畫內推動水質監測與改善優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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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
分類 流水號 圖層名稱 內容簡述

水環境生態友

善

措施建議

26 原生植物棲地保全建議範圍 計畫內評估之原生植物棲地保全範圍，於109.11.13提供第四批次設計廠商參考

27 動物廊道節點位置盤點 計畫內盤點濱溪動物廊道遭切割之節點

28 互花米草移除建議區域 計畫內記錄到互花米草並建議移除區域

政府公開資料

與

資料庫查詢

29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計畫周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

30 重要野鳥棲地 計畫周邊重要野鳥棲地範圍

31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計畫周邊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

32 水庫集水區 計畫周邊水庫集水區範圍

33 國家或地方級重要濕地 計畫周邊重要濕地範圍

34 全國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計畫周邊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

35 全台保安林分布概略圖 計畫周邊保安林地分布範圍

36* TBN觀測資料_計畫範圍外推2KM 由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下載之計畫工作範圍內以及外推2公里之物種觀測資料

37* TBN觀測資料_計畫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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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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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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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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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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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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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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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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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https://reurl.cc/a5rgZG

https://reurl.cc/a5rg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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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導覽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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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覽計畫一：與河同行-穿梭多樣的新竹左岸

2) 導覽計畫二：河圳歷史風貌-穿梭古今新竹左岸

3) 導覽計畫三：與河交朋友-認識新竹左岸的生態地景

新竹左岸生態導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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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設立解說牌與遊客互動，使其能夠對於平時來騎腳踏車或散步之地

有更多認識，理解頭前溪在文史生態各方面平時不會注意到的景觀。

● 主要目的：讓在左岸騎腳踏車的散客快速對頭前溪的景觀、生態、文史脈

絡產生感受。

● 次要目的：
○ 自行車道周邊有許多野生動植物棲息，人們可以如何透過降低環境干擾跟這些動植

物共存？

○ 新竹左岸的水環境改善成果有哪些？提供什麼樣的重要服務？

○ 新竹左岸的重要河川景觀在哪裡？我們要怎麼親近它們？

○ 以前的新竹左岸是甚麼模樣？地景如何隨著時間變遷？為什麼？

● 教育意義：硬體解說牌作為自主探索的切入點，使來訪者能夠親身感受頭

前溪的美麗景觀，覺察溪流生態與自身的連結，建立對於水環境改善與棲

地復育的正面認知。

● 目標對象：騎乘自行車的遊客們。

與河同行-穿梭多樣的新竹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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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頭前溪承載著原住民的遺跡與漢人的開拓歷程。走訪孕育新竹的頭

前溪及隆恩圳，瞭解河圳與新竹開發過程的歷史變遷。

● 主要目的：透過行腳踏查，深入瞭解新竹百年來的歷史變遷。體會水資源

對於城市變遷的重要性，反省並察覺人與河川的緊密關係。

● 次要目的：
○ 瞭解新竹的歷史發展

○ 理解水圳開鑿與新竹發展變遷的關係

○ 認同水資源在人與城市發展中的重要性

● 教育意義：經由對過去歷史的認知，體悟河川與水圳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

性，進而理解其整治對民眾生活帶來的歷史與現代意義。

● 目標對象：就學中的新竹市民、對認識新竹歷史有興趣的民眾。

河圳歷史風貌-穿梭古今新竹左岸

新竹市竹塹城迎曦門，拍攝者：趙守彥 隆恩圳，圖片取自新竹觀光旅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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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以新竹左岸臺灣大豆、蝙蝠、螢火蟲和蟹類等重要生物出發，了解在

地生態資源，並理解人們是如何影響、參與甚至改造這樣的地景。

● 主要目的：深入瞭解頭前溪的環境議題，從實作、觀察、參與中引領參與者

感受新竹左岸生態環境樣貌與重要性，強化參與環境議題的認同。

● 次要目的 (皆可發展為一個完整的導覽或環教活動，內容約為2小時)：
○ 淨化頭前溪、尋找臺灣大豆、夜訪蝙蝠、縫補動物棲地、探尋溪畔螢光、頭前溪的強

勢新居民、豆腐岩是何物、頭前溪畔的公民科學家、灘地蟹類觀察、溪與人之間

● 教育意義：啟發參與者的關注與敏感度，透過解說建立正確的知識內容，

可清晰思考與判斷環境議題。過程中，發展參與者對於頭前溪的認同與正

面態度，深化自然環境倫理價值觀，進而轉化為具體的行為改變或更多行

動中。

● 目標對象：對於自然觀察、環境教育、在地議題有興趣的在地團體。

與河交朋友-認識新竹左岸的生態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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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河交朋友-認識新竹左岸的生態地景

淨化頭前溪 尋找臺灣大豆 夜訪蝙蝠

縫補動物棲地 探尋溪畔螢光 頭前溪的強勢新居民

豆腐岩是何物 頭前溪畔的公民科學家 灘地蟹類觀察

https://photos.app.goo.gl/uxUoenYEd3THx8iW9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計畫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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