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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派工案內執行臺中市后里區「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

（后里）園區綠10-2滯洪池治理工程」乙件工程之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工作。

案內共執行生態文獻蒐集與分析、現場生態勘查、生態議題評析與生態關

注區域圖彙整、辦理關注團體現勘乙次、以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等工作項

目。 

上述工作項目，於108年8月至9月間辦理完成，並且提交生態檢核表，

彙整工作成果予主辦單位進行案件提報工作。現場生態勘查等辦理成果，

已上傳至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網站中「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
109年度）專業委託服務」所開設的專案內，以利保存與公開。此外，亦擬

定六項生態保育原則，包括：一、迴避於旱溝排水9K+950以上至鐵路橋間

渠段內進行工程規劃；二、縮小滯洪池工程範圍，維持旱溝排水濱溪植被

帶的完整性，且不減損預計滯洪能力；三、減輕施工過程中對於綠10-2內
次生林與濱溪竹叢的擾動；四、減輕施工過程中對於現地野生動物族群的

干擾；五、補償綠10-2滯洪池設置減少的現地植被面積；以及六、補償工

程規劃利用的次生林與水域棲地，並規劃環境教育活動可利用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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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目標 

近年來隨著民眾生態意識抬頭，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民國106年4月25日
發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在案，並於108年5月10日修訂為「公共工

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相關規範隨附於本計畫書附錄二。「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注意事項」，要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新建工程計畫中必須執

行生態檢核。此外，亦要求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水環境建設，在水與發展、

水與安全、水與環境等計畫方面，將生態檢核納入必要執行工作，並強化

各機關落實。因此在降低淹、缺水風險及擘劃優質水環境的同時，必須納

入生態保育、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以跨領域專業整合與多元意見

參與，強化政策落實與計畫執行。爰此，生態檢核作為主辦工程單位可操

作之手段，將工程生態評估、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融入既有之保育

治理工程流程，並減輕工程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為符合公共工程委員會指示、並融入生態保育目標於各公共治理工程

內，本計畫以108-109年度為辦理期間，辦理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指派各派工

項目之生態檢核作業。工作方法包括但不限於：生態資料蒐集；調查、評

析與協助生態保育的概念融入工程方案；考量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的

策略原則擬定生態保育措施，並落實公民參與精神，建立民眾協商溝通機

制。 

本計畫截至108年10月止，共核定三次派工案。1 本次提交之第三次派

工案工作執行計畫書，其辦理依據，為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08年8月27日中

市水雨字第1080069873函。案內核定執行「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

科學（后里）園區綠10-2滯洪池治理工程」乙件治理工程，於工程核定階

                                                
1 計畫內第一次派工，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 5月 10日中市水保工字第 1080036518號

函辦理，執行霧峰區車籠埤排水1K+700-5K+300、大里區中興段排水 0K+080-1K+737、豐原區旱

溪上游北坑 0K+000-0K+741.4、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00 等四件治理工程的施工中、維

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第二次派工，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 7月 23日中市水保工字第

1080057272號函辦理，執行沙鹿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乙件治理工程的核定階段生態

檢核。第三次派工即為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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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生態檢核之生態監測、地方說明會（民眾參與）工作辦理與資料彙整發

佈等作業。後續若有新規劃之工程，將以其他派工案方式，確實依據工程

生命階段與現地狀況擬定工作項目，並奉主辦單位核定後辦理生態檢核。 

1.2 計畫範圍與派工案工程點位 

本計畫於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轄區內，就各派工案核定工程辦理生態檢

核。第三次派工案內「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滯洪池治理工程」，工程座標（TWD97）為222845.17、2689906.86。
工程位置分布地圖詳見圖1。圖1之底圖，係採用國立中央大學SPOT衛星影
像WMS服務。 

 

圖 1 臺中市生態檢核第三次派工案工作計畫工程位置分布圖 

1.3 工作項目及內容 

(1) 各工區工程核定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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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

基本生態資料。 

(b) 現勘以確認工區生態課題，進行生態勘查、生態保全對象確

認以及產出生態關注區域圖，供工程設計參考應用，並初步

擬定個案之生態保育原則。 

(c)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 

(2) 生態專業人員團隊（附錄三），應參採「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

機制」及「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等配合機關實際需求執行生

態檢核工作項目，生態專業人員資格及其應辦事項如下： 

(a) 生態專業人員應具備下列條件 

(i)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

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水土保持、生命科學、

生物、生物多樣性、生物科技、生物科學、生物資源、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生態、生態暨演化生物、生態與

環境教育、環境教育、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管理、自然

資源應用、昆蟲、動物、野生動物保育、森林、森林暨

自然保育、森林暨自然資源、森林環境暨資源、植物、

環境科學、環境資源、環境資源管理、環境管理各系、

組、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ii) 若未符合前項，需修習生態學、保育生物學、生態工程

或環境科學等相關課程20個學分以上並具生態相關工

作經驗2年以上。 

(b) 生態專業人員團隊應辦理事項：進行現場勘查、資料蒐集、

生態棲地環境評估、生態關注區域繪製、評估工程範圍內之

生態議題，提供設計單位工程範圍之生態衝擊預測及對應方

法及保育對策。統整生態評析過程中所有調查資料、生態議

題、衝擊評估、保育對策。 

(c) 工作團隊分工 

(i) 基本資料蒐集：全工作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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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現地勘查（包括：生態勘查、生態棲地環境評估、生態

保全對象與議題盤點）：鄭暐（計畫經理）、謝傳鎧（生

態宣導與民眾參與組長）、王豫煌（專業顧問）。 

(iii) 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謝傳鎧。 

(iv) 辦理核定核定階段關注團體現勘：林笈克（計畫協同主

持人）、謝傳鎧。 

(v) 生態保育原則擬定：全工作團隊成員。 

(vi) 資料彙整與報告撰寫：鄭暐、謝傳鎧。 

(3) 若有延聘專家參與審查廠商提送之所有草圖、圖說、報告、建議

及其它事項，其所需一切費用(出席費、審查費、差旅費、會場費

用等)由廠商負擔。 

(4) 辦理說明會各場次需提供當日餐點。 

(5)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內容及編製 

(a) 內容 

(i) 前言(應含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各工作項目及內容等)。 

(ii) 基本資料蒐集(可分水系或區域說明過去生態環境調查

之成果等)。 

(iii)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含工作方法、野外調查成果、生態友

善措施或生態保育對策探討、預期效益等內容，前述內

容可分別依個案工程、水系或區域做說明)。 

(iv)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維護管理階段定期監測生態品質

並評估友善措施或保育對策之效益等。) 

(v) 結論與建議 

(b) 編制：報告書10份(彩色印刷)，應含相關歷程紀錄、照片等

相關資料電子檔轉錄光碟，逕粘附於報告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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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因應生態檢核資料公開之要求，相關資訊俱已彙整於「臺中市生

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年度) 委託專業服務」工作內，於中央研

究院「資料寄存所」網站開設的專案內。2 

 

  

                                                
2 專案資料集連結：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tc-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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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資料收集 

2.1 前瞻計畫概述 

行政院規劃擴大全面基礎建設投資，打造未來30年國家發展需要之基

礎建設，積極推動各項基礎設施，改善投資環境，以加速國家經濟轉型、

平衡發展及區域融合，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並於106年3月30日立法院

生態檢核協調會決議：前瞻性基礎建設應於計畫條例中納入生態檢核。其

中，水環境建設包含「水與發展」、「水與安全」及「水與環境」三大建

設主軸，透過跨部會協調整合，積極推動治水、淨水、親水一體，推動結

合生態保育、水質改善及周邊地景之水環境改善，以加速改善全國水環境，

期能恢復河川生命力及親水永續水環境。各項計畫的發展重點，茲說明如

下。 

(1) 水與發展：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 

(a) 計畫目標：建立生態調查資料，供後續相關教育推廣及保育

研究執行參考與應用，補助地方政府成立水環境改善輔導顧

問團，協助推動辦理公民參與、資料收集、評比、生態調查、

生態檢核等作業。 

(b) 執行策略與方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各工程皆納入生態檢核

作業，將自然環境特性及生態保育納入整體考量，根據文獻

蒐集與現地勘查結果，評估工程可能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

落實影響減輕對策與具體生態保育措施。 

(2) 水與環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a) 計畫目標：改善水質污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

生態環境。 

(b) 計畫執行分工：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事項包含民眾參與、

生態資料調查及生態檢核。 

(c) 計畫執行策略及方法：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參據公共工程

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推動辦理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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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時如生態檢核結果顯示對生態有害，應暫停工程，並採

取改善措施，無法改善時，應取消辦理。 

(3) 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a) 計畫目標：在確保設施安全的原則下，於規劃設計及施工時

兼顧生態保育，加強生態檢核工作，減少對環境衝擊，防止

環境資源失衡發展的情事發生，並善加珍惜與保護地方環境，

以落實國土保育及永續家園的理念。 

(b)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要求各機關在辦理防災、減災之

工程時，能加強考量工程設施對於環境友善度。 

(c) 執行策略與方法：各機關規劃辦理治理工程時，應加強工程

設施對於環境生態友善度之考量與設計，並於推動治理工程

時落實生態檢核機制。 

2.2 工程生態檢核發展與推廣 

生態檢核為一套配合工程施工時程的流程作業，旨在透過專業生態團

隊參與、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方式，促進政府、工程單位、生態專業人

員、民眾以及NGO團體多方的對話，進而確認工程保全對象以及生態敏感

議題，集思廣益調整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方式，以達到保全對象保護目的

以及生態影響最小化的目標。 

生態檢核機制呼應生態工程定義，即基於對生態系統的認知與落實生

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展，期望工程能減輕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傷害。發展

較早的生態工法強調的是以生態為基礎、安全為導向的工程方法3，然而工

程單位常為無法評估或理解生態基礎所苦，或因未廣納民眾的意見而遭抗

議，為避免上述情形一再重演，生態檢核機制著重於建置工程、生態及民

眾的溝通及整合平台(圖2)，在既有工程程序上有效融合生態專業調查及評

估，並加入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概念，讓工程單位藉生態檢核過程，了解

工程所面臨的生態議題與民眾看法，適時將生態保育觀念納入實際作業內

                                                
3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06。生態工程應用在道路工程之研究(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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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達到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並使工程設計更貼近民眾需

求。 

 

圖 2 生態檢核概念圖 

 

 
圖 3 生態檢核制定及推廣歷程圖 

 

生態檢核的制定與發展歷程如圖3，其概念初始於民國96年石門水庫

及其集水區特別整治計畫，以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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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實施計畫應充分資訊公開，並建立與在地居民、生態保育專家之協

商機制，以確保相關建設不破壞生態環境」為依據，發展出生態檢核表，

將生態考量的各個項目以表單的方式呈現，並在不同的保育治理工程主管

機關持續推動制度化。民國99年水利署提出「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調查評

估準則」(草案)，經多年試辦及滾動式檢討，於民國105年11月1日修訂公告

為「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適用於水庫集水區工程以

維護生物多樣性資源與棲地環境品質。民國106年4月25日公共工程委員會

發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明訂中央政府各機關執行新建工程時需

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本計畫之工程生態檢核作業將依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之「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以及經濟部水利署配合工程會修訂之「水利工程

生態檢核作業流程」等相關規範辦理。在生態調查評估之技術操作與執行

面，於指定工程案辦理各階段生態檢核工作，包含：聯繫設計與施工單位

建立跨團隊溝通與協調機制，在規劃、設計階段將執行現場勘查、資訊蒐

集、生態衝擊評估與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指認工程範圍內生態議題，提

出可操作之衝擊減輕與生態保育對策，並協助施工與維管階段之對策落實、

環境監測與成效評估，以期落實工程各階段生態保育工作之目標。 

2.3 派工案內治理工程規劃與環境影響評估執行狀況說明 

本計畫第三次派工案案內，進行「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

（后里）園區綠10-2滯洪池治理工程」（下稱綠10-2滯洪池工程）乙件工程

的生態檢核工作，工程資訊整理於表1。此案為新建工程，為旱溝排水系統

整體環境改善計畫的一部分。旱溝排水系統位於台中市后里區，是后里地

區主要的排水系統（相對位置參考圖4）。因下后里（即后里市區地帶），

受旱溝排水通洪斷面不足，且周邊房舍建築緊鄰排水溝，於8K+200-8K+700
渠段間容易淹水。然上述地區，亦因房舍緊鄰排水溝，不易拓寬渠道或進

行截彎取直工作。 

旱溝排水系統的改善規劃，即為了處理上述的下后里地區淹水問題，

而主要的淹水區域如三豐路186巷地區，即為本案（后里綠10-2滯洪池治理

工程）處理之首要對象。相關區域排水整治規劃、工程規劃文件甚眾，計

有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縣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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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排水旱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民國99年）、以及臺中市水利局「中科

后里園區滯洪池分析評估報告 」（民國102年）、「后里區三豐路186巷因
旱溝排水急彎造成內水不易排出改善規劃」（民國103年）、「三豐路186
巷淹水點分析評估」（民國107年）等。然相關報告也明確說明，本案僅為

旱溝排水治理整體改善規劃的一環，因易淹水的區域並非位於本區，僅為

階段性舒緩旱溝排水洪峰之作為。 

 

表 1 后里區中科后里園區綠 10-2 滯洪池治理工程資料 

項目 內容 
工程進度 ¢核定階段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完工階段 
設計單位 尚未發包 
預定辦理規劃

設計時間 
108 年 10 月-109 年 5 月 

預定開工時間 109 年 5 月 
預定完工時間 110 年 10 月 

 

 

圖 4 旱溝排水與周邊區域排水、溪流相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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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本案用地位於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后里農場部分）

內，土地利用型態與民國95年核定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有別，需進行環境影

響差異分析。此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已於108年3月28日奉行政

院環境保護屬核定通過。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亦已承諾將綠10-2土地提供

予臺中市政府開發滯洪池。除此之外，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內亦

載，本筆土地利用於滯洪池開發，需要滿足保留基地內綠地覆蓋率超過80% 
之承諾，應於不影響滯洪池功能前提下，於池畔增加喬木共135株，於用地

範圍內非滯洪池施作地區增加喬木共116株，總計251株（說明書p.4-6）。 

 

 

圖 5 第二次環差報告評估的滯洪池淹水範圍 

 

然需注意，雖上述規劃報告繁多，並已於106、107年辦理現地勘查，

相關報告內對於現地環境與植生狀況的描述，均與現狀有極大差異。於第

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p4.4-6，以及委員意見回覆內容中，提及基地範

圍內現況為「草皮、竹林及部分行道樹」（說明書p.4-5）與「沿旱溝東側

則有樟木15株及黃花風鈴木20株，其餘均為草地，至於沿旱溝西側約4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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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則為叢生之竹林與雜草…」（說明書內載「第350會議意見暨意見答覆對

照表」）等描述，並不符合本次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團隊勘查、以及關注團

地現勘所見的狀況。本報告的3.2節內容，將詳細描述環境現況，並評估第

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所載承諾事項與生態檢核、關注團體意見是否

有所衝突。 

依據臺中市政府〈三豐路186巷淹水分析評估〉（107年）內文所述，

因三豐路淹水地區之房舍緊鄰旱溝排水渠段，進行排水路拓寬、改道等改

善工程之難度較高。因此，規劃以新建緩坡乾式滯洪池（佔地1.18公頃，滯

洪量14,600立方公尺），暫時蓄積旱溝內洪水。此外，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

評估說明書內載有滯洪池作用時的淹水範圍示意圖（說明書p.4-10），生態

檢核團隊套疊該圖於基地正射影像上，如圖5所示。屆時淹水範圍，將覆蓋

大部分於本次生態檢核勘查的陸域植被與部分濱溪植被。然因本案提報水

與環境補助的構想示意圖，與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內所載差異極

大，故本圖僅供參考。實際淹水頻度、範圍，目前尚未有詳細水理分析或

規劃可參考，尚需由後續生態檢核團隊與規劃設計廠商討論並納入評析。 

 

 

 

圖 6 滯洪池規劃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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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滯洪池規劃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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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經查最新工區規劃示意圖（圖6）4，本案工程範圍位於旱溝排水右

岸，規劃於旱溝排水10K+203處設置側入流工，於洪水發生時分洪旱溝水

量，再透過出流工控水閘門於雨後或滯洪池滿時排回旱溝9K+950處。配合

后里地區之其他排水整治規劃，預計減少旱溝排水之洪峰約10.7cms，並提

升旱溝排水於下后里市區的防洪能力至5-25年間。5 此外，查規劃剖面圖

（圖7）內，雖未明確標示，但顯示旱溝於本次治理工程基地渠段間（即

9K+950-10K+203間），似將規劃有新設的護岸與渠底治理。6 

另查本治理工程108年10月「整體工作計畫書」。「八、預期成果及效

益」第3點敘明，「園區藉由種植不同季節的開花植物，增加地方環境的色

彩度，另選取適合位置設置休憩平台或活動空間，打造一條能夠讓市民、

社區親近的水藍水綠交織之生態廊道。」據此可以瞭解本案所設置的目的，

除符合防洪規劃外，也有強化人與環境互動與親水等目的，唯相關手段、

以及進行規劃的植栽，尚需依據現地環境狀況調整，這部分將在第3.2.4節
內討論。 

因本工程經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提報為前瞻性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

下的水與環境項目，於規定，需於提報核定階段即納入生態檢核工作。本

工作計畫書所涵蓋之工作內容項目，即為工程計畫核定階段的生態檢核項

目。考量現勘結果，並參考文獻資料收集狀況，工作團隊除採用公共工程

委員會頒訂的「生態檢核自評表」主表外，也利用經濟部水利署「水庫集

水區工程生態檢核核定階段附表」，本案雖不位於水庫集水區範圍內，然

工區並非典型都市區域排水之RC結構，並包括大量陸域棲地。上述表單可

兼容非都市區域排水，並包含水域生態議題盤點的選項，此外，更可依據

現地環境充分擴充內容，故擇定上述表單呈現檢核結果。 

 

                                                
4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2019。「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

景觀池工程」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臺中：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5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2018。三豐路 186巷淹水分析評估。；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2019。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后里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定稿本）。 
6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2019。「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

景觀池工程」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臺中：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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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區範圍與周邊地域生態文獻回顧 

2.4.1 以衛星影像判讀工區範圍內地景變遷 

於現勘前，工作團隊利用Google Earth蒐集之歷史衛星影像，探討民國

100年至108年間，綠10-2滯洪池工程預定基地內與周邊環境的變遷（影像

彙整於圖8）。因部分年間的衛星影像品質不佳，僅於本節內呈現民國100、
102、104、106、108等五個年份之影像。 

就工程預定地周邊此一尺度的地景變遷來看，除本案內綠10-2土地、

以及緊鄰工區東側的小範圍綠地之外，工區工區南邊、旱溝排水右岸的乙

種工業用地自民國102年後，土地開發進展快速。值得注意的變遷事件有二。

其一是在民國100到102年間，旱溝排水9K+950下游的左岸植被因土地開發

而消失。其二是在民國106年到108年間，旱溝排水9K+900-950間，左岸乙

種工業用地開始開發，至本派工案進行現勘當下（108年8月），仍在施工

中。整體來說，由衛星影像觀之，工區周邊地景，由次生林、農田等綠地，

逐漸轉變為工廠與都市聚落等景觀。提供野生動物棲息與其他生態系服務

的綠地破碎化狀況顯著。 

至於工區範圍因受中科后里園區內土地利用編定為綠地用地，衛星影

像顯示本區域於民國100年後即無大規模擾動，樹木持續生長並已逐步演

替為相對豐富之植被現況。旱溝9K+900到10K+200間的左岸，由衛星影像

觀之，目前也維持著較佳的次生林與高草地的狀態。據此，工作團隊認為

本案生態議題，需特別關注目前中科后里園區周邊的綠地不連續問題。 

 

  
100.04.20 102.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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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9.10 106.06.06 

 

說明： 
1. 紅色多邊形為本案內綠 10-2 土

地使用範圍。 
2. 底圖為 Google Earth衛星影像。 

 

108.04.20  

圖 8 民國 100-108 年衛星影像摘錄 

2.4.2 資料庫搜尋結果與生態文獻回顧 

(1) 資料庫與土地利用圖資搜尋結果彙整 

進行現勘以前，生態專業人員透過公部門資料庫，如農委會

特有生物保育硏究中心建置之「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

與農委會林務局建置之「生態調查資料管理系統」進行生物調查

記錄搜尋，相關檢索成果如表2所示。 
 

表 2 生態與土地利用資料庫檢索成果 

資料庫 檢索內容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工區範圍及周邊未發現重要關注物種的出現記錄。 
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庫 工區範圍及周邊未發現重要關注物種的出現記錄。 
內政部地理資訊圖資雲 工區範圍內無特別土地利用限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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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計畫圖 
本工區範圍全數位於臺中科學園區「園區專用區」

內，土地編號為綠 10-2用地。工區周邊有都市計畫

區之農業區、乙種工業區。 
 

參考資料庫搜尋結果，於本工區範圍內俱未尋得關注物種之

調查或採集記錄。7 但需注意，上述資料庫所蒐集之資料有其侷

限，也牽涉到不同區域於過去被投注的調查努力量差異。有些區

域，例如本案綠10-2滯洪池預定地，其過往的調查記錄較少，因

此於資料庫內的紀錄闕如。這並不代表本工區預定地點不存在關

注物種，而尚需經由生態檢核團隊現勘與分析，以充分盤點現地

的生態議題。 

此外，套疊土地分區圖層，工區並非位於山坡地或其他具法

規限制之用地範圍內。 

 (2) 石虎於工區周邊之文獻記錄 

雖然於資料庫檢索中，未發現關注物種的調查記錄。然后里

南北各有大甲溪與大安溪河道，東側則與苗栗、台中山線的淺山

地區相鄰，此區域皆為石虎活動、利用的棲地。套疊姜博仁等

(2015)與林良恭等(2016)所發展的「石虎重要棲地評析與廊道分

析」圖層8，可發現於上述區域內，包括本次檢核的綠10-2全部工

區範圍，皆由該硏究指出為石虎的重要/關鍵棲地（圖9，紅色範

圍內）。硏究團隊首先由確知有石虎出現的地理位置，取出該位

置的環境特徵後，於全台灣尺度預測出「石虎適合棲地」。接著，

該「石虎適合棲地」再與前述過去調查層到石虎的點位位置，往

外擴張3.5公里後的「石虎已知分布區域」交集後的地理範圍，即

為該硏究內所定義之「石虎重要/關鍵棲地」。9 

                                                
7 特有生物保育硏究中心。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https://www.tbn.org.tw/。存取日期：

2019.08.21。農委會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管理系統。https://ecollect.forest.gov.tw/。存

取日期：2019.08.21。 
8 農委會林務局。「石虎重要棲地評析與廊道分析 20180125圖檔（公開版）」。

https://conservation.forest.gov.tw/0001917。存取日期：2019.08.31 
9 姜博仁、林良恭、袁守立。2015。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1/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計

畫期末報告。104-林發-07.1-保-30。林良恭、姜博仁、王豫煌。2016。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

(2/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計畫期末報告。105-林發-07.1-保-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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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工區範圍套疊石虎重要棲地圖層結果 

 

套疊結果顯示於距離工區3.5公里範圍以內，於1990年代晚期

至今，曾有石虎的確切調查（影像或目擊）、救傷或路死記錄。

此外，工區內與周邊環境，也是本硏究分析過往石虎分布點位後，

預測出的石虎適合分布區域。硏究內所指出石虎具有較高出現機

率的環境特徵，如連綿低海拔丘陵地、同時具有較大森林面積與

多種植被類型（次生林、農地、竹林）、森林邊際帶較長、道路

密度低等，與目前工區周邊環境狀況多少相符。10 然因點位模糊

化的關係，由該硏究報告中並無法判斷距離工區最近的石虎調查

記錄，是發生於什麼時間。 

此外，裴家騏等(2017)在臺中地區於2016-2017年進行的自動

相機調查，也在大甲溪河床、后里區東側近丘陵淺山區域、北側

近大安溪區域附近拍攝到石虎的影像紀錄。11 裴家騏等(2017)以
上述調查紀錄進行kriging迴歸，也預測石虎在后里的分佈，應以

                                                
10 姜博仁、林良恭、袁守立。2015。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1/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計畫期末報告。104-林發-07.1-保-30。頁 40-41。 
11 裴家騏、陳美汀。2017。105年度臺中地區石虎族群調查及保育計畫期末及成果報告書。臺

中市：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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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溪南岸、鄰近東勢區的東側山區較多。由本報告研判，因工

區緊鄰后里東側淺山區域，石虎出現於工區範圍內或周邊之可能

性高。 

根據以上文獻，本團隊認為石虎確為本次工程內需考量的議

題，但同時需注意因開發基地緊鄰后科南路與旱溝排水對岸乙種

工業用地，人類活動與對環境的干擾較強。現地是否有石虎或其

他保育類野生動物活動利用，仍須進一步監測尚可得知。 

 (3) 其他生態環境議題 

后里區位於臺中市的北端，南北以大安溪、大甲溪為界，分

別相鄰苗栗縣與臺中市的豐原區。西邊為臺中市外埔區，往東則

通往臺中市東勢區的丘陵地帶。接近地表處，多為現代沖積層與

紅土臺地堆積層，以粘土、粉砂、砂與卵礫石組成。12 在氣候方
面，后里區的氣候與臺灣中、西部地區相當近似，降雨集中在四

到八月間，主要以颱風和對流雨為主。13 

雖依據既有的生態調查資料庫，並未顯示本基地區域周邊有

需關注的水域物種分布。然參考「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

中縣管區域排水旱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14，可得知旱溝排水內

尚記錄有臺灣石𩼧、馬口魚、鯽、平頜鱲、吻鰕虎、台灣蜆等物

種。雖然還需進一步調查旱溝排水周邊，以確定近年棲地變遷（包

括周邊土地開發、廢水排放狀況、工程狀況等）對於物種組成狀

態的影響。但由這些記錄得物種可知，旱溝排水全域的底質與水

深組合狀態並不單一，可提供各種物種適存的棲地。這部份的記

錄，與本次提案作業中，生態檢核團隊所勘查的現地資料符合，

且至少確認台灣石𩼧、臺灣鬚鱲兩物種存在。 

進一步參考臺灣碩博士論文網、華藝資料庫等系統，俱未尋

得原生植被相、野生動物、地景生態學硏究等主題之文獻。值得

注意的是，后里地區因臺中科學園區第三期后里、七星農場等園

                                                
12 徐啟浩。2009。后里地區卵礫石層中開放式潛盾施工之探討。朝陽科技大學碩士論文。頁

22-23。 
13 陳炎正。1989。后里鄉志－上。臺中縣：后里鄉公所。156頁。 
14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10，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縣管區域排水旱溝排

水系統規劃報告。台中市：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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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於民國93年核定開發後，居民與環境團體對於灌溉用水調度、

空氣污染與健康風險等議題與開發單位有歧見，繼而開啟一系列

環境抗爭事件。相關抗爭事件至民國99年，以最高行政法院撤銷

臺中科學園區第三期開發之環境影響評估結論作為中繼點，直到

民國107年才於環評大會中通過第二階段環評。15 於相關硏究中

亦可得知，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開發案，於當地居民環境意識之

形成上，有重大的影響。16 
 

2.4.3 本案提案程序內委員意見探討 

本工程經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提報為前瞻性基礎建設－水環

境建設下的水與環境項目，並標註提案屬性為「水環境大賞加碼

類」。參考本案「整體工作計畫書」所載，於108年9月份辦理的

相關審査、勘評記錄，本報告彙整計畫書內委員相關意見與建議

如下表3。17 
 

表 3 本治理工程提報「整體工作計畫書」內審査委員意見整理 

意見/建議分類 意見內容彙整 

治理工程必要性 

1. 關於水患災難頻率與治理方法的疑問。 
2. 集水區內相關排水引流設施已屬完善，建議本治理

工程採用現地保留方式處理。 
3. 若以此基地作為大雨時之滲透與滯留空間，應減少

旱溝渠道區域水泥工法，以維持現有水綠帶紋理。 

加強對於環境現況

的掌握 

1. 大樹點位應確實標記，並將正射影像套疊設計圖，

以評估後續就地保留與移植的實際操作。 
2. 位於石虎之潛在棲地範圍內，於生態保育對策上應

有詳盡的因應，且後續工程施作需減量處理。 

                                                
15 楊綿傑。2018。解決 12 年來搶水爭議 中科三期七星園區環評通過。自由時報報導。存取日

期：2019.09.04。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457245。 
16 湯智凱。2011。「后里鄉農業與環境保護協會」會員環境意識轉變之硏究。臺中：靜宜大學

碩士論文。 
17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2019。「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

畔景觀池工程」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臺中：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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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進行前應進行生態調查，確認石虎是否利用，

並提供其他棲地營造的規劃基礎（如）植栽選擇、

保留植被點位建議等。 

旱溝排水與滯洪池

規劃、整治建議 

1. 因現地次生林狀況尚佳，大樹盡最大可能保留，維

持自然環境。移植於滯洪池週遭者，因規劃進行綠

(美)化區域，並以聚植方式營造複層林。 
2. 現況環境、生態狀況、水質俱佳，且親水潛力高，

未來適合做為生態觀察與教育場域。應取消球場規

劃、縮小入口廣場面積。 
3. 旱溝溪床生物豐富，應避免開挖及擾動旱溝既有自

然棲地環境。目前的竹林邊岸可多數保留或採生態

土堤方式規劃，僅變動上游與下游之局部區域，作

為洪泛期間分流滯洪功能使用。 
4. 基地不位於城市核心區，建議保留現有植物，其他

設施，以配合保留現地植被的方式設置。 

環境教育與民眾利

用規劃方向 

1. 建議加強與旱溝的連結，如步道調整動線、水邊設

置座椅等休憩觀賞設施。另外部分區段可向內陸挖

凹，形成親水以及水生態觀察區域。 
2. 既然未來有維護保養經費，應更進一步尋求在地環

教團體認養營運。 
3. 考量此區周邊人文環境使用量不高，應不須太多人

工設施物，亦可減少日後維護成本。 
4. 本計劃周邊大部分為公司(非住宅)，民眾使用及維護

管理工作，應妥善考量。 
* 本表整理自〈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附錄五、六、七內容 

 

綜合考量委員所提建議，可分類為：(1)治理工程必要性、(2)
環境現況掌握、(3)旱溝排水與滯洪池整體規劃建議、以及(4)環境

教育與民眾利用的規劃方向，等四個要項。相關建議多指出，基

地內的環境狀況佳，不僅植被尚屬健全，且溪流現況良好。應盡

量減低工程量體，並以環境教育/生態觀察場域為目標進行妥善

規劃，以充分利用此處的生態資源。此外，本基地位置周邊是石

虎喜愛利用的空間 

但委員也明確提出，本案基地位置與周邊社區、學區間的關

係較不緊密，民眾使用量不高。將來規劃現地設施時，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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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器材、或提供民眾使用的硬體等物件，應可盡量減少，並需妥

善考量其維護管理工作。 

以上建議，與生態檢核團隊於核定階段提交的生態檢核表、

以及本報告的立場原則上一致。本報告第3.2.4節內也納入詳加論

述，並提供規劃單位具體執行措施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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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 

本計畫參採「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及「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機

制」等規範，配合機關實際需求執行生態檢核工作項目，並擇定適用之工

程生態檢核表單呈現檢核資料。18 本章第一部分，先就治理工程於各階段

的生態檢核執行方法進行說明，第二部分再敘述台中市政府水利局本次派

工案內核定階段工程，提供生態檢核工項內容與實際狀況之說明。 

3.1 生態檢核工作架構與方法 

3.1.1 執行流程 

生態檢核機制的設計，配合工程生命週期，對應計畫核定、規劃設計、

施工、維護管理等各階段需求，辦理相關工作。其核心概念著重於工程與

生態之專業意見整合，主要透過生態專業評估及民眾參與溝通協商二項主

軸。生態專業人員針對工程影響範圍進行生態資料的蒐集、調查與評估，

據以提擬衝擊減輕對策與生態友善的具體建議，提供工程專業人員納入設

計考量與施工規範。另一方面，在持續溝通協商的過程，亦積極落實資訊

公開與民眾參與，讓工程治理計畫之目標與內容，獲得更完善的溝通評估

與意見交流，既尊重地方文史經驗，也有助於釐清治理方案與保護標的，

增加政府與民間的互信基礎，減少後續爭議發生。 

生態檢核機制的落實，通常由工程主辦單位委託專業團隊擔任生態顧

問，協助設計與施工團隊盡可能達到衝擊減輕與生態維護之目標。本團隊

將依據各工程之環境特性與需求，進行生態基本資料蒐集、棲地環境評估、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等作業，據以提出可執行之衝擊減輕對策建議；工程

主辦單位作為生態專業人員與工程專業人員溝通協商的決策者，則應辦理

現場勘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為確保最終方案之有效落實，工程主辦

                                                
18 經濟部水利署 108 年 8 月 22 日經水河字第 10853211520號函內，『「全國水環境改善計

畫」第三批次生態檢核作業缺失情形與具體改善建議』附件，第一項敘明：「目前尚無最佳生

態檢核表單，建議開放生態專業依水體特性、工程類型及所在區位，彈性選用主表單。…可增
加附件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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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應要求施工期間輔以自主檢查表定期查核，並委託生態專業團隊持續

追蹤環境變化，將完整之生態檢核過程記錄於生態檢核表中。 

本計畫資訊將全數公開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19，於第一次派工案

工作執行計劃書通過後，已於前述平台建立「108-109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

工作計畫」專案20，以台中市政府水利局名義採CC BY 4.0授權條款釋出。

各派工工程（不分派工案次），各別在此專案下建立不同資料集，作為生

態檢核資料公開之方式。就全生命週期之生態檢核而言，其工作之完整流

程如圖10。以下簡述生態檢核各階段的重點執行工作。 

(1) 核定階段 

(a)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

基本生態資料。 

(b) 現勘以確認工區生態課題，進行生態勘查、生態保全對象標

示以及產出生態關注區域圖，供工程設計參考應用，並初步

擬定個案之生態保育原則。 

(c)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 

(2) 規劃設計階段 

(a)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透過現場勘

查、基本資料收集、航拍製圖等工作，評估潛在生態課題、

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b) 辦理生態調查、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

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配合回饋工程規劃單位提出合宜之

工程配置方案。 

(c) 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

民間團體辦理設計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d) 辦理細部設計之生態檢核工作，包含生態調查評析、提出生

態保育措施及可行方案、以及協助設計審查工作等相關工作。 

                                                
19 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 
20 108-109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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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階段 

(a)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b)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c)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d) 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通報。 

(4) 維護管理階段 

(a) 利用施工前後之評估指標比對，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 

(b) 棲地品質定期評估，並分析生態課題。 

(c) 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以及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圖 10 本計畫完整流程圖 

 

本次派工案之核定工作內容，為后里區綠10-2滯洪池治理工程於工程

提報核定階段的生態檢核工作。依據主辦單位需求、計畫合約內容、以及

現地狀況安排所執行工項，如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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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第三次派工案工作計畫流程圖 

 

3.1.2 核定階段工作項目 

(1) 成立工作團隊及蒐集基本資料 

配合新派工程蒐集相關生態調查文獻與資料，分析生態系特

性、保育類物種分布及潛在生態議題。 

(2) 生態調查、棲地環境評估 

生態專業人員採步行方式沿著溪流或渠道治理工程預定範

圍的兩側，並輔以望遠鏡和相機(具備 GPS)觀察、紀錄沿線附近

及溪流(或渠道)中出現的水、陸域之動植物，以及鄰近的棲地環

境狀態，後續回饋至保育對策及工程方案進行修正。 

(3)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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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關注區域係以圖面指認工區周邊生態議題之位置、範圍，

以及空間關係，其繪製流程與範例如圖12、圖13所示。生態專業

人員應套疊工程設計圖，考量法定保護留區、學術文獻與地方生

態文史，並依據現地調查結果，繪製呈現出工程影響範圍內應受

關注之重要生態區位，明確呈現應關注之生態敏感區域，作為工

程規劃設計之參考。 

圖 12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流程 

 

圖 13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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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 

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係開放政府的基本原則，在治理計畫的

初始階段，若能有效落實，則可大幅增加民間團體與政府管理單

位間的信任關係，避免事後的爭議衝突，為目前公共事務決策程

序趨勢。本治理工程受水利署要求，建議於核定階段辦理地方說

明會或工程現場勘查，以強化公民、關注團體與治理單位、工程

規劃單位、生態檢核單位等工程專業者間的資訊溝通。此外，生

態檢核制度明定工程主辦單位應即時公開相關資訊，廣邀居民代

表、關心環境治理議題的在地團體與權益相關的個人代表或團體

參與等多元利害關係人，公開說明治理目標、構想、必要性及施

作方式，聽取民眾建議並彙整生態環境相關意見作為對策研擬考

量重點。 
 

3.1.3 規劃設計階段工作項目 

(1) 生態保育對策及配置方案 

生態保育對策應整合文獻蒐集、調查結果及民眾意見，針對

工程可能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配合工程目的與規劃設計，提出

可保全重要棲地或降低生態衝擊的保育對策。保育對策應以有效

降低干擾且避免負面生態影響為原則，依序檢視迴避、縮小、減

輕與補償之可行對策。因此，工程配置及施工規劃應優先考量是

否可以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或重要棲地，若無法完全避免干擾，則

應謹慎縮小工程影響範圍、減輕永久性負面效應，針對受到工程

干擾而有減損之餘的環境，則應積極研究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略，

往生態功能零損失的目標邁進。 

(2) 辦理工程設計說明會 

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係開放政府的基本原則，在治理計畫的

規劃執行過程，若能有效落實，則可大幅增加民間團體與政府管

理單位間的信任關係，避免事後的爭議衝突，為目前公共事務決

策程序趨勢。生態檢核制度明定工程主辦單位應即時公開相關資

訊，在工程的設計階段辦理現勘、在施工前辦理說明會，廣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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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關心環境治理議題的在地團體與權益相關的個人代表或

團體參與等多元利害關係人，公開說明治理目標、構想、必要性

及施作方式，聽取民眾建議並彙整生態環境相關意見作為對策研

擬考量重點。 

(3) 細部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 

生態檢核工作於細部設計後，進行包含細部生態調查評析、

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可行方案、以及協助設計審查工作等相關工

作，係針對工程確定影響之範圍進行生態調查，評估各工項造成

之棲地破壞、縱橫向通透性消失等負面影響，並提出具體之生態

保育措施方案，與設計單位往復交流討論，協助設計審查工作，

達到生態保育措施可行性之確認，如圖14所示。 
 

圖 14 生態保育對策擬定與細部設計流程 

 

(4) 辦理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作業 

透過工程主辦單位、生態專業人員及民眾等多方討論，擬訂

工程生態保育措施，由生態專業人員拍攝現場生態保全對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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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範圍限制等照片，在施工說明會前產出自主檢查表，並透過施

工說明會現場確認討論自主檢查表各項項目之可行性，若有修改

需填寫意見紀錄表。待施工說明會確認後，交由施工廠商定期拍

照同角度之照片，供生態專業人員定期查核，持續追蹤環境變化，

並將完整之生態檢核過程紀錄於生態檢核表中，以確實達到生態

檢核執行之要點準則。監造、施工廠商填寫之自主檢查表，也應

併入生態檢核資訊公開的內容，供關心之民眾與團體查詢。 
 

3.1.4 施工完工階段工作項目 

生態檢核機制將與工程施工期間配合，當工程進入施工階段，生態團

隊會協助監造和施工單位依照擬定之保育對策執行保育措施，並監測棲地

環境變化，於工程期間進行棲地評估與監測之工作。若有生態異常狀況發

生，及時協助工程區域生態異常處理，釐清異常狀況原因與歸屬責任，並

提出改善建議，追蹤生態回復狀況。 

當本計劃內有派工項目進入施工完工階段，將依工程個案需求，進行

下列工作項目。 

(1)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a) 生態監測 

於施工期間，依招標文件規定期程，在工程範圍沿線記

錄鳥類、蝶類、蜻蜓種類及施工現況，採步行並使用望遠鏡

和相機(具備GPS)輔助觀察，提供含有地理座標(geo-tagged)
資訊的影像資料為佐證。 

(b) 資料彙整與發佈 

本計畫相關的詮釋資料(metadata)，以委託單位(臺中市

政府水利局)和執行生態檢核單位名義發布於台灣生物多樣

性資訊機構的整合資料發布平台(IPT)21，並將調查紀錄表以

DarwinCore的欄位格式整理上傳，包含生物名錄、分布

                                                
21 IPT http://ipt.taibif.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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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或取樣調查(sampling event)等表單紀錄資料；學

名與俗名的使用則參照台灣物種名錄。22 

(2)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本團隊預計使用無人載具，進行航拍製圖；派工工程將於施

工期間每三個月及完工後各進行一次拍攝，以追蹤、比對施工前、

中、後期工程範圍的環境變化。航拍製圖的正射影像將發布於

OpenAerialMap (OAM) 開放平台，其正射影像像元地面解析小於

6公分；正射影像下載連結、Google Earth圖磚、3D點雲及材質網

模型等及其它生態檢核資料發布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

「108-109年度台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下的生態檢核資

料集。完整調查結果、航拍專案(原始影像及計算成果)及其它調
查資料(包含生物名錄、分布、照片、影片)則以硬碟或隨身碟複

製備份交給委託單位。 

(3)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若本案進入施工完工階段，將依據本案工作計畫中，規劃設

計階段擬定的自主檢查表進行，本團隊每月查核施工廠商執行各

項生態保育措施的情形，並輔導、督促施工廠商按時填報保育措

施自主檢查表，提送工程主辦單位。 

(4) 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通報 

與工程主辦單位及監造、施工廠商保持密切聯繫；若有生態

保育措施的施工異常通報，則盡速辦理現地勘查，討論妥善處置

措施。 
 

3.1.5 各工區工程維護管理階段 

工程生態檢核之目的在於減輕工程對自然環境生態的影響，進而維護

生物多樣性與自然資源與生態系功能，惟生態保育之效益不必然都在工程

竣工驗收時呈現，而在台灣對於各式工程生態保育措施的長期成果與適用

                                                
22 台灣物種名錄 http:///taico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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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亦缺乏相關研究，更突顯透過維護管理階段，針對工程環境生態回復狀

況與保育措施效益的重要性。 

維護管理階段的生態檢核工作除了延續工程生態保育過程之環境與

工程棲地變化監測，以掌握保育措施的效益與適用性，同樣重要的成果也

包括了確認完工後現地是否仍有生態課題，以評估生態環境改善或復原的

必要性及可行性，提供工程主辦單位改善既有工程以及回饋未來工程規劃

參考。 

(1) 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利用工程施工前、施工中的棲地評估資

料，與維護管理階段之棲地評估結果進行比較，更能確認工程的

影響是否屬於短期擾動，如生態環境恢復情況不佳，則需進一步

擬定相關生態保育對策改善工程之影響。 

(2) 棲地品質定期評估，並分析生態課題。常見完工後棲地品質降低

情形如下： 

(a) 水域棲地多樣性降低 

河道封底與橫向構造物均影響溪流自然形塑棲地的能

力，造成伏流、無深槽與三面光等情形，減少水域棲地多樣

性，並造成自然溪流的生態資源難以回復。 

(b) 植被復原緩慢 

植被復原速度緩慢的常見原因包括重型機具碾壓、土石

堆置、施工便道未復原與缺乏土壤種籽庫等，崩塌地工程則

因掛網植生網目過小或使用強勢草種等，導致植生演替受阻，

多停留於短草地階段。 

(c) 濱溪帶利用形式改變 

工程的回填區經整地後，濱溪帶的利用形式可能改變，

除影響濱溪植被復育外，也增加溪流與水質劣化的風險。 

(d) 外來種入侵 

外來種易隨著治理工程所使用的植生草籽或自然落種

的方式，於地表裸露處入侵並進而擴散至周邊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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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以及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各工區所確認之生態保全對象，如本案后里區綠10-2滯洪池

治理工程範圍內外，因較少人為擾動、且喬木多樣性較高，有機

會成為區域植被之種源庫。施工應積極保全工區範圍內植被狀態、

盡量減少擾動、且妥善規劃工區栽植多樣化原生植物進行施工後

復育。 

另外，本案也建議保留工區南端旱溝9K+950-10K+203河段，

維持該河段基質、流速水深組合多樣性，並盡量減少施工對於河

床、水質之擾動。未來工程也應注意，避免改變本河段水流條件，

已避免喪失其生態系功能。 

前述各種情形於完工時較難以發覺，仰賴維護管理階段確認。

工程所執行之生態保育對策成效仰賴長期執行評估，確認是否與

保育目標相符，並持續檢討改善。 
 

3.1.6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內容及編製 

依工作內容要求，成果報告（期初報告）內容及編製如下： 

(1) 前言：包含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各工作項目及內容等 

(2) 基本資料蒐集：依各工程隸屬水系河川情勢調查、過往計畫之報

告內容，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政府研究資訊系統、臺

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地理資訊圖資與網路資訊，說明過去

生態環境調查之成果。 

(3)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依個案工程說明工作方法、野外調查成果、

生態友善措施或生態保育對策探討、預期效益，並以生態檢核表

表單方式呈現公開。 

(4)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維護管理階段施行之定期生態品質監測，

並評估友善措施或保育對策之較長期效益，如有生態議題則提供

生態保育對策建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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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建議：依計畫執行情形，分別就各工程提出後續之管理工

作建議，並挑選具有後續效益評估潛力之生態保育措施，提供後

期相關計畫參考。 

3.2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10-2滯洪池

工程 

本案現勘於108年8月22日辦理，現場勘查記錄，如圖15與圖16所示，

並由工作團隊使用環景相機，將環境全景記錄發佈。23 當地生態環境的文

字記錄敘述如下。 

工區位置緊鄰旱溝的竹闊葉混合林相對完整（圖15-1、4、5、6），已

記錄到香楠、土密樹、相思樹、苦楝、樟樹、小梗木薑子、朴樹等喬木物

種，且旱溝右岸臨溪側旺盛生長刺竹。觀察2011年至今之衛星影像（參見

2.4.1節內容），可知本案所在區域內，除綠10-2工區、及鄰近之綠地外，

綠地面積因開發行為而減少。綠10-2工區則因較少人為擾動，其上樹木生

長較無阻礙，且植被逐漸演替為相對豐富之低海拔次生林相。本案內滯洪

池開挖、設置，將影響綠10-2工區之次生林、以及具有固岸功能之濱溪刺

竹叢。另外，工區鄰后科南路側，植有黃金風鈴木與白雞油行道樹（圖15-
2）。以上環境敘述，與中科后里園區第二次環差分析說明書內所述當地植

被狀況不相符，該報告中亦未提及現地已逐步穩定之次生林環境。24 

另外，緊鄰工區之旱溝排水的9K+900-10K+203區段內，濱溪植被完整

（圖16-1、2），且溪流底質多樣，包括粗細礫石、泥沙等，提供溪流生物

多樣的棲息環境（圖16-3、4、5）。現勘中亦觀察到多種水棲昆蟲物種（圖

16-6），說明本工區旁旱溝區段能作為部分水生昆蟲類群之棲地。若後續

工程規劃包含旱溝本區段之溪流環境，應妥善維持區段內底質多樣性，並

減輕工程規劃、施工對水域生物棲地之擾動。 

 
                                                
23 全景照片連結：https://photos.google.com/share/AF1QipN75NXyr-dlJBkWntuRkxCglrSJ99WeDq

JSFGneOxqLrtnJsHJVvIo3tVYhb60trA?key=dFdkQ3AwNmJVV3hKdENRSU1JSEtDSjh1V2Jtckh3 
24 2019。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后里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定稿本)，頁 4-4 到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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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預定位置西端鄰路側往東拍

攝，注意照片右側鄰旱溝之植被已形

成相對完整的竹闊葉混合林狀況。 

2. 工程預定位置西端往西拍攝。箭頭

方向為水流方向，圖中旱溝左岸為乙

種工業區，左右岸護岸均已水泥化。 

  
3. 工程預定地后科南路側行道樹以黃

金風鈴木、光臘樹為主。 
4. 工區預定地現狀，樟樹等物種均成

長良好，構成多樣的樹林垂直結構。 

  
5. 工程預定位置樹林內地被層以白背

芒、大黍等為主。 
6. 工程預定位置內有柵欄區隔旱溝排

水與綠 10-2用地。 

圖 15 工區陸域範圍現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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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預定位置沿旱溝側，箭頭方向

為水流方向。有大量刺竹叢生長於自

然堤防上。 

2. 工程預定位置沿旱溝側，箭頭方向

為水流方向。右岸自然堤防與左岸緩

坡人工堤防有機會提供中、小型哺乳

類動物移動利用。 

  
3. 工程預定位置沿旱溝側，箭頭方向

為水流方向。右岸濱溪高草地可提供

動物利用躲藏。河道左岸沖刷較強，

形成緩流與小型深潭。 

4. 於工區旁旱溝排水內記錄到臺灣石

𩼧。 

  
5. 於工區旁旱溝排水內記錄到臺灣鬚

鱲。 
6. 於工區內濱溪林下草生地記錄到脛

蹼琵蟌。 

圖 16 工區水域範圍現勘照片 



  37 

整體而言，本案工區內的生態環境堪稱優良，是都市邊緣存在的少數

綠地與水陸域交接帶，並可往東連結后里淺山地區，提供野生動物利用廊

道。就棲地狀況而言，會是區域內保存旱溝排水水域生物、以及提供野生

動物利用的潛在點位。 

 

3.2.1 生態勘查與資料彙整發布 

於工程核定階段，生態專業人員將採步行方式沿著溪流或渠道治理工

程預定範圍的兩側，並輔以望遠鏡和相機(具備GPS功能)觀察、紀錄沿線附
近及溪流（或渠道）中出現的水、陸域之動植物，以及鄰近的棲地環境狀

態。工區現勘已於108年8月22日13:51-15:02間進行，由工作團隊謝傳鎧計

畫專員、鄭暐研究員、以及王豫煌專案顧問執行現場勘查與記錄，後續由

團隊成員協助部分物種的辨識與資料彙整。生態勘查的結果，記錄到動物

10科13種，以及維管束植物28科50種，名錄彙整於附件七、八內。 

現場記錄到的蜻蜓物種有弓背細蟌、短腹幽蟌、紫紅蜻蜓、脛蹼琵蟌

等四種，均為一般都市近郊、山區溪流常見的物種。鳥類物種記錄有小白

鷺、夜鷺、白頭翁等，也是都市常見的鳥類物種。值得注意的是，旱溝排

水9k+950-10K+203渠段間，於現勘時記錄到臺灣石𩼧與臺灣鬚鱲（參考圖

15-4、5），俱為水質較佳且具有一定程度水深才會出現的物種。 

現地植被狀況，是以相思樹、苦楝、土密樹、樟樹為主的次生林，其

中間歇生長小梗木薑子、香楠、朴樹等樹種，多為原生樹種。地被層以大

黍為主，也記錄到大量小花蔓澤蘭，整體而言以外來種佔優。 

整體來說，本工程預定地內，單就現勘勘查所記錄之動植物名錄觀之，

水域部分已有記錄到兩種需要較佳棲地條件的初級淡水魚，應可預期有其

他適存於同樣環境的物種分布。雖記錄得蜻蛉目物種均為常見物種，但仍

顯示此地為偏向林下溪澗的環境，與一般區域排水的蜻蛉目物種分布略有

不同。現勘記錄所得的動植物名錄，已發佈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網站，

本計劃所開設的專案資料集內。25 

 

                                                
25 專案資料集連結：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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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航拍攝影與生態關注區域圖製圖 

航拍攝影於108年8月22日與生態勘查同步進行，完成正射影像計算後，

圖資已發佈於WebODM，並將連結發佈於中研院資料寄存所專案內。航照

縮圖請見圖17，因完整航照檔案較大，於紙本期初報告書內僅呈現壓縮畫

質後的影像，完整圖檔與衍生運算檔案，俱可於前述專案內下載運用。 

 

 

圖 17 綠 10-2 滯洪池正射影像圖 

 

現勘後，本案以3.1.2.節說明之評估流程，依據本案蒐集文獻與現勘記

錄，並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WMS服務正射影像圖、本案航拍影像等底圖，

製作生態關注區域圖供治理機關與規劃設計單位參考。初版生態關注區域

圖已隨附於生態檢核表中，並於108年9月9日送交主辦單位。因應委員建議

與後續的滯洪池規劃調整，增補修訂新版生態關注區域圖如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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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綠 10-2 滯洪池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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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範圍周邊，生態關注區域圖的繪製分區如下說明： 

(1) 陸域環境 

陸域環境範圍內，需要關注的範圍為綠10-2用地近全區（參

考圖18所繪工區範圍），均為中度敏感區域。緊鄰綠10-2東側的

旱溝排水左、右岸綠地。這些區域的次生林、高草地均穩定發展

中，喬木多為原生樹種，且有垂直層次分化的植被樣貌，能提供

不同類群的野生動物棲息利用，也是關注物種如石虎等動物之潛

在棲地。 

此外，綠10-2用地瀕旱溝區域，有多叢刺竹生長於自然堤岸

上（圖16-1），且水陸域間沒有構造物或過大落差造成各種體型

野生動物的橫向阻隔。本處濱溪植被是旱溝排水少數仍維持有較

高自然度的堤岸，除刺竹本身即有固岸功能外，更推測可供野生

動物橫向利用水陸域環境的廊道地區。據此，生態檢核團隊將此

認定為生態高度敏感區域。除必要的出、入流工外，應迴避於本

區規劃工程，機具亦不得於施工中毀損指定之刺竹叢。 

在工區範圍周邊，尚有破碎的農地、綠地（草生荒地）等，

有農業利用價值或可提供野生動物移動廊道的土地。該區域的人

類干擾較強，綠地不連續，野生動物利用的機會較低，因此劃入

生態中度敏感區域內。於旱溝左岸約10K+090以上的綠地，現狀

為範圍較大的刺生林與草地，又經本次生態檢核套疊石虎棲地圖

層檢查確認為石虎重要棲地（參考圖9），故劃入生態高度敏感區

域內。工程規劃與施工計畫，應不得擾動高度敏感區域，並減輕

於中度敏感區域內的擾動。若需擺放施工土方、廢棄物等，除需

經過生態檢核團隊確認外，也需要與周邊居民妥善溝通。 

最後，后科南路以北的科學園區廠房、旱溝排水已水泥化的

渠段兩側、以及周邊已都市化之區域，因生態議題不顯著，故排

除於生態敏感區域外。 

(2) 水域環境 

水域環境內，依據3.2節所述水環境狀況與生態勘查成果，將

旱溝排水於東側與鐵路橋交接點往西到9K+950間，底質、流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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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組合較豐富，且周邊為綠地的渠段被指認為高度敏感區域。此

區域內的工程擾動，會高度影響該區域的水棲生物，如臺灣石𩼧

等初級淡水魚類。就兩岸的環境狀況觀之，此處護岸未完全水泥

化，濱溪帶有刺竹提供固岸功能。另外護岸與渠底落差較小、坡

度較緩，推測應有野生動物利用覓食、移動的功能。因此，本渠

段指認為高度生態敏感區域，本治理工程除必要的出、入流工外，

應迴避於本區規劃工程，施工機具亦不得進入渠底。 

另外，旱溝排水於上述渠段以外，因渠側均為都市聚落，或

渠道與渠底已水泥化，無論底質、流速水深組合與水陸交接帶的

狀況，均難以讓上述關注生物類群利用。因此將該渠段劃入生態

低度敏感區域內。但渠道上下游的施工擾動，如攪動水體造成濁

度升高、或影響旱溝排水的粒徑分布，將對高度敏感渠段造成短、

長期影響。因此，未來於旱溝的其他工程規劃，應要考慮到

9K+950-10K+203渠段內，有生態高度敏感區域議題存在，盡量降

低於10K以上渠道內施工所造成的工程干擾。 

 

3.2.3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民眾參與說明會或現勘作業 

考量本治理工程於辦理生態檢核前，已舉行多次對地方民眾之說明會。

且過往說明會、現勘紀錄意見與溝通目標，均以旱溝排水周邊地區水患的

災害、以及旱溝排水整體治理議題為主，有必要與關注本區生態與環境議

題的團隊交流。經生態檢核團隊與承辦人員討論後，決定於108年9月5日下
午2時至3時之間，邀請關注地區生態議題之環境團體、專業人員等，於工

程預定地進行現場勘查。工作團隊依據工程將面對的生態議題，建議以野

生動物保育、臺中地區河流與水利整治議題、以及環境教育等專長領域，

邀請之關注團體成員至現場勘查（關注團體名單如表4），蒐集專業意見並

共同研討生態保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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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建議邀請關注團體名單 

姓名 代表團體 關注目標 
鄭清海 
常務監事 

臺灣自然研究學會 野生動物保育、水域棲地保育 

李璟泓 臺灣野鳥協會 
野生動物保育 
（回覆於現勘當日不克出席） 

張豐年 
醫師 

臺灣生態學會 
臺灣河溪網中部地區關注團體

成員、環境保育、水資源治理 
游永滄 
分會長 

荒野保護協會臺中分會 
臺灣河溪網中部地區關注團體

成員、環境保育、環境教育 楊政穎 
小組長 

 

  
1. 生態檢核團隊說明環境狀況 2. 生態檢核團隊說明環境狀況 

  
3. 關注 NGO 提問與互動 4. 關注 NGO 提問與互動 

圖 19 關注團體現勘照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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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辦單位邀請，建議名單內四位委員出席現地勘查。另，工作團隊

也經私人通訊確認李璟泓先生不克出席。日後若工程進入規劃設計階段，

建議主辦單位與生態檢核團隊以現有委員為基礎，聯繫討論生態保育措施

應如何規劃。108年9月5日現勘，除委員以外，生態檢核團隊由本計畫林笈

克協同主持人、謝傳鎧計畫專員、以及原田洸實習生等三人出席，主辦單

位則由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雨水下水道工程科，承辦本工程的鄧麗珠出席。

相關照片記錄請見圖19。 

關注團體現勘的意見記錄與結論整理如表5。基於現地狀況，委員皆認

為，本案應妥善考量旱溝排水整治的整體效益，避免將來整治未能到位處

理后里地區淹水問題；於現地生態部分，應妥善移植既有樟科喬木，並保

存濱溪植被、溪流維持不封底等。參酌委員意見，整理勘查結論如下： 

 

1. 建議本案盡量降低水泥構造量體，保留現地景觀與植被狀況，以利

植生復育、地下水補充、以及地景自然性。 

2. 建議本案內滯洪池邊坡綠化原則：(1)移植現地樟科（樟樹、香楠等）

樹種，並維持現地種源，使林地自然回復；(2)補植原生適地適種物

種，以增加地區植物社會多樣性；(3)增加綠帶之植物垂直多樣性，

建立多樣微型動物棲地。 

3. 建議緊鄰本案之旱溝排水自然邊坡、刺竹叢、以及較自然之河段基

質，於本案或未來開發中，盡可能保留，維持自然之溪流環境。 

4. 建議本案應兼顧最大化滯洪能力、維持現地生態功能與地景自然性。

將來配合多樣適地原生植物營造，可朝向環境教育場域規劃，提供

園區與周邊民眾親近自然與學習的空間。 

 

表 5 關注團體現勘意見與結論彙整 

發言者 意見內容 
鄭清海 
 
（台灣自然

硏究學會常

務監事） 

1. 綠 10-2 內相思樹若位於開挖或工程施作區，不一定需保

留，也可考慮以現地種源繁殖。雜木林成形後，可成為很

多物種之微形棲地。 



  44 

2. 建議滯洪池不封底。在旱溝排水鄰綠 10-2 區段，已記錄到

台灣鬚鱲、臺灣石𩼧。維持自然性的滯洪池與溪流，未來

可妥善規劃成為親水環境教育場域，提昇公眾環境意識。 
3. 建議進行區域範圍內之簡易物種調查，以了解目前生態狀

況，作為工程規劃時降低生物擾動之參考，更有助於工程

施作後生態之恢復。 
4. 建議工程規劃時以滯洪池生態公園為基礎，營造可提供科

學園區員工休閒運動環境學習之環境教育場域，以免日後

成為另一髒亂點。 

張豐年 
 
（台灣生態

學會） 

1. 現地樟科物種請進行移植。也增加樹種多樣性，包括桑科

榕屬物種，使濱溪可形成楠、榕樹林帶。 
2. 建議滯洪池不封底，並讓植被帶沿著池邊生長，形成環形

綠帶。 
3. 建議本滯洪池規劃，應考量與中科后里園區既有滯洪池之

連結性，以達流域內排水、滯洪系統之最大效益。 
4. 若有設置滯洪池之必要，應最大化滯洪能力，妥善考量深

度、旱溝排水溢流設計，以發揮滯洪功能。 
5. 建議滯洪池設計規劃以現況綠地形式為主，節省施作成

本，並保留滯洪池作為綠地之用途。 
6. 滯洪池之土方開挖應審慎處理。 

游永滄 
 
（荒野保護

協會臺中分

會分會長） 

1. 建議池內盡量減少水泥結構、維持既有土壤與基質結構，

使地下水可下滲補充。 
2. 建議在邊坡進行樹木補植與移植，提供多種生物的棲地、

或擴散為周邊土地植物種源，同時也能鞏固斜坡。邊坡與

植底若能是草生地或樹林，大水來時亦有池內緩流的功

能。 
3. 濱溪竹林作為鷺鷥科棲地很重要，建議進行保留。 
4. 旱溝排水本區段內有常流水，冬天不會全乾，又有多樣流

速水深組合，是溪流魚類良好棲地，施工時應盡量避免影

響旱溝排水棲地環境。 
楊政穎 
 
（荒野保護

協會臺中分

會鄉土關懷

小組長） 

1. 建議盡量保留旱溝於綠 10-2周邊的溪段，以及濱溪刺竹

林。 
2. 旱溝排水緊鄰綠 10-2 的基質、邊坡較自然區段，應與滯洪

池工程切割，以陸域工區的施作營造為主，維持旱溝排水

此區段之自然性與動植物多樣性。 
3. 建議盡量減少本案內水泥的量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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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委員意見與現勘結論，聚焦於現地植被的最大化保留、自然渠段

不應規劃工程、以及針對未來滯洪池可服務的環境教育功能上。查目前工

程規劃示意圖，與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書內承諾之綠化比例而言，

多數關注團體意見與主辦單位現規劃狀況一致。然就旱溝排水渠道兩側之

規劃上，目前因護岸設計、出入流工、以及池底開挖範圍均不明確，需等

待更細部的設計出爐方可確認。舉例而言，基地挖深若不在其上增加硬鋪

面、或栽植外來物種，而是讓草地與現地植被自然演替，與關注團體於本

階段生態檢核內提供之意見並不衝突。另外，出入流工雖與濱溪植被/竹叢

位置衝突，然為滯洪池建造的必要設施，因此應於設計時盡量在不減損其

水文功能的範圍內，減少水泥用量。以上內容，應於規劃設計階段前期盡

早協調設計廠商與生態檢核團隊進行討論，並納入核定階段徵詢的關注團

體，以符合公共工程委員會對於民眾參與工作的要求。 

另外，針對環境教育規劃的想法，除可繼續與本次關注團體夥伴合作

外，主辦單位也應徵詢具環境教育經驗或專業的團隊意見，並尋求與更多

關注團體對話交流。一方面推動環境教育的場域或教案規劃，二方面可建

立本滯洪池未來可運用於維護管理的人力與關注團體平台。具體來說，於

規劃設計階段，環境教育規劃工作建議辦理：(1)溪流、石虎、野生動物、

里山、友善農業等領域的環境教育案例收集、(2)區域權益關係人盤點（如

周邊社區發展協會、關注台中市範圍環境教育與親子學習的團隊、鄰近學

校等）、以及(3)評估維護管理階段的生態關注焦點，並納入民眾參與機制

於維管計畫中。 

 

3.2.4 生態保育原則擬定 

依據第2.3節內引述治理、工程規劃報告內工程設計，第2.4節所收集文

獻資料，以及第3.2節內生態檢核工作成果，整理本工程關注生態議題如下： 

(1) 陸域環境 

(a) 工程規劃清除現有植被，除降低植被覆蓋，也將阻礙綠10-2
綠地現有次生林與濱溪植被演替； 

(b) 工程若規劃不透水面，將阻礙地下水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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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現地為石虎潛在利用的環境，工程規劃或施工過程的人為擾

動，可能影響石虎於后里地區的活動狀況。 

 (2) 水域環境 

(a) 旱溝排水9K+950到10K+203間渠段自然度高，施工將改變溪

流底質與流速水深型態； 

(b) 旱溝排水9K+950到10K+203間有刺竹等天然護岸，工程規劃

有護岸，恐將改變既有野生動物可利用的水陸域交接帶型態； 

(c) 施工過程可能導致土砂下移，使旱溝排水濁度升高； 

(d) 施工過程若影響水域環境，可能因土方挖填導致水生棲地被

破壞。 

依據以上關注生態議題，以及第3.2.3節內關注團體現勘結論，工作團

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如下。 

(1) 迴避於旱溝排水9K+950以上至鐵路橋間渠段內進行工程規劃 

參考前節內所記錄之環境現況，水域環境內旱溝排水

10K+203-9K+950間（即本案工區旁河段，圖15所示的水域高度生

態敏感區），仍保有潭與湍瀨等多樣自然的溪流環境，也有原生

淡水魚類棲息。工程規劃需迴避此自然渠段，亦不得於施工時擾

動水域生物棲地之擾動。 

然查現有規劃中的較硬性護岸設置（參考圖6、圖7），與108
年9月水環境工作坊內委員（見本報告2.4.3節內整理本案提案程

序委員意見表）、以及本生態檢核所辦理之關注NGO意見，均不

相符。眾委員與關注團隊所提出之迴避或避免均質斷面設計等原

則，與本生態檢核對現況之分析相符，據此，應避免於渠道內與

渠道兩側進行工程規劃，以保護此渠段內優質水域棲地環境。 

(2) 縮小滯洪池工程範圍與水泥構造量體，維持工區現地植被（包括

濱溪刺竹叢）的完整性，且不減損預計滯洪能力 

本派工案於綠10-2進行兩次現勘時，均觀察到該地的蚊蟲

（小黑蚊、白線斑蚊等）甚多。若如前期規劃，建造水泥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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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場、坡道等露天不透水面，積水後生長藻類，可能作為小黑蚊

大量孳生之條件，更可能由滯洪池蔓延到園區內形成衛生風險。

滯洪池內需保留草坡、透水面，降低相關蚊蟲危害的風險，亦契

合關注NGO現勘中委員建議之環境教育場域規劃願景。 

因此，前期規劃草案內的硬鋪面與不透水結構，經工作團隊

與主辦單位溝通後，在108年10月3日之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査中，

主席已表示原則上朝向水泥量體、不透水鋪面範圍縮小的方向改

善。於108年12月17日的期初報告審査內，也已確認本案會盡可

能縮小硬鋪面的範圍到護岸、出入流工與入口廣場等（參考圖6、
圖7）。但進入細部設計時，仍需與設計廠商溝通，將水泥結構縮

限於入流、出流等流水沖刷較強的位置。如確有於池內阻擋土砂、

垃圾等物堵塞、損害出流工的需求，需優先考慮不增設水泥結構

物如梳子壩之方式進行。比如以跌水與沈澱池對洪水消能後，保

留現地植被作為減低垃圾、礫石等物進入雨水下水道機率之障礙。

其餘坡面、池頂等部分，均需保留為草生土坡，以利地下水補充

與保留現地植被。保留現地植被的另一積極意義，是可利用規劃

整理過後的良好植被相，作為補充區域（周邊綠地）植物物種多

樣性的種源庫。 

此外，旱溝排水9K+950-10K+203渠段兩側的生態高度敏感

區內，除護岸已有刺竹等植被保護外，也是綠10-2滯洪池預定地

與周邊綠地最可能有野生動物棲息利用的區塊。維持濱溪植被不

擾動，也不增設剛性的護岸，可有效維持旱溝排水於9K+950-
10K+203渠段內的橫向連結性，降低野生動物移動利用之阻礙。

然需注意，本案滯洪池有一側臨路，未來本工程規劃時，也需要

評估野生動物是否可能被誤導到馬路上，進而發生路死事件的風

險。 

(4) 減輕施工過程中對於現地環境（次生林、野生動物）的干擾 

工程過程中，需減少對於現生次生林與野生動物的擾動。在

次生林植被的部份，除施工便道需避免切割次生林相與挖除濱溪

刺竹叢之外，也需注意土方不得任意堆置於工區影響地被層植物，

並造成影響水質的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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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生動物的部份，需在工程規劃設計與施工階段，實施野

生動物、溪流魚類等關注物種的調查與監測計畫。需就野生動物

（特別是石虎）可利用的區域如濱溪帶，設置紅外線自動相機以

確認當地的野生動物利用狀況，並規劃定期生態勘查監測施工作

為對於各類野生動物之影響。工區應避免夜間與日出前施工，以

避免影響包括石虎在內的保育內野生動物。此外，因流浪貓狗有

攻擊野生動物的可能性，需要求施工廠商於工區內將垃圾集中處

理，以避免誘集流浪貓狗。至於水域部分，則應調查初級淡水魚、

水生無脊椎生物（以節肢動物，特別是水生昆蟲為主），以監督

工程對現地的影響狀況。 

(5) 補償綠10-2滯洪池設置減少的現地植被面積 

工程規劃需避免人工景觀植栽的設計，盡可能採取近自然演

替的方式復育棲地，視邊坡位置及土壤狀況，補植適合當地環境

的原生樹種如不僅能維繫當前棲地景觀，更可能成為區域植物種

源庫，積極強化周邊植被多樣性。 

查中科后里園區第二次環差分析說明書中載，將於滯洪池環

池步道與后科南路側，補植原生植物。本生態檢核工作團隊認為，

補植原生植物的樹木來源，需以現地樹木移植為最優先。此外，

亦應於辦理細部設計案中，就滯洪池結構與水文參數，進行模擬

並評估出滯洪的範圍、頻度與滯洪時間。工區內的喬木物種，如

於綠10-2綠地內有記錄到的樟科（樟樹、香楠、小梗木薑子等）、

桑科榕屬、月橘等樹種，需標定點位，並劃定移植計畫到滯洪範

圍外，避免滯洪池湛水影響此類樹種存活率。此外，移植樹木前，

應先聯繫專業園藝、樹藝廠商尋求諮詢不同樹種之移植注意事項、

季節等資訊。此外，應預留充分時間予樹籍調查、標記、斷根等

移植地點整理等準備工作，避免施工發包期程壓縮移植時間。 

若有補植其他樹木的需求，當以補植原生適地適種物種優先。

包括：石朴（ Celtis fomosana Hayata ）、土密樹（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樟樹（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紅楠（Machilus thunbergii Sieb. & Zucc.）、香楠（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水柳（Salix warburgii Seemen）、山芙蓉（Hibis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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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nsis S.Y. Hu）等。此外，補植樹木時建議營造具有垂直結

構分化的林相，以利各種生物利用棲息，最大化綠化工作的生態

效益。 

(6) 補償工程規劃利用的次生林與水域棲地，規劃環境教育活動可利

用的空間 

考慮到水環境建設，有強化民眾親近自然環境之意義。建議

綠10-2滯洪池之規劃，應兼顧最大化滯洪能力、維持現地生態功

能與地景自然性。將來配合多樣適地原生植物營造，可朝向環境

教育場域規劃，提供園區與周邊民眾親近自然與學習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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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 

由於本工程尚位於核定階段，故細部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圖等均尚未

完成，亦不可能執行後續生態監測工作。爰此，本章依據核定階段的生態

檢核執行成果（3.2節），於4.1節內說明本生態檢核工作項目所產生的效益，

並於4.2節中，說明3.2.4節內擬定生態保育原則之效益，並提出於工程規劃

階段應注意之事項。 

4.1 生態檢核工作效益分析 

由於本工程尚位於核定階段，故細部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圖等均尚未

完成。工作團隊以既有的規劃報告、工程略圖、文獻與資料庫蒐尋結果等

資料，劃定本次生態檢核的工作範圍。雖本工區內未有相關關注物種的調

查記錄，但依據生態檢核所蒐集的資料，可合理推論既有的棲地，如次生

林、水陸域交接帶、多樣底質與流速水深組合的溪流環境等，可提供野生

動物與水棲生物可利用的棲地。相關生態檢核成果已於3.2節詳述。執行本

案生態檢核，除符合公共工程委員會規範以外，可達成下列效益： 

(1) 協助主辦單位理解工區與周邊環境之生態議題 

本案透過文獻回顧、資料庫搜尋、現地勘查等工作方法，產

出相關生態保育原則、與生態關注區域圖等資料，彙整於「核定

階段生態檢核表」內。進而可提供主辦單位關於工程區域與周邊，

重要生態議題之盤點結果、工程可達致之生態效益，與可運用於

規劃設計中的生態保育原則。 

本案若進入後續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團隊需協助規劃單

位評估避免棲地破碎化與工程可提供的動物友善廊道等正面效

益，進一步可以各種質化、量化方法，評估棲地可能變遷狀況並

提供改善建議。 

(2) 協助主辦單位執行生態檢核民眾參與和資料公開等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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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內核定，並協助主辦單位辦理一場次之關注團體現地勘

查（已於108年9月5日辦理完畢），相關關注本治理工程區域環境

之團隊聯繫方法與名冊，均已提供主辦單位知悉，作為後續辦理

民眾參與和現場勘查等工作項目的關注團隊、專家名單。 

此外，基於生態檢核之資訊公開原則，工作團隊已於中研院

資料寄存所網站上建立本派工案內工程生態檢核的資料集。工作

檢核之工作成果，將於期初報告結束前上傳存放。該資料均可由

主辦單位與關心治理工程個案的民眾、專家利用，也不易因為人

員職務調整、單位硬體損壞問題而丟失。同時，本團隊亦於108年
9月24日，協助主辦單位辦理生態檢核與資料公開業務的內部人

員教育訓練，向主辦單位同仁解說如何運用此平台管理和開放生

態檢核資料。 
 

4.2 核定階段擬定之生態保育原則效益評估 

本節依據3.2.4節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原則，分別以施工前與施工過程中

兩個階段，分述所擬保育原則的效益評估。 

於施工前需納入規劃設計的原則有二： 

(1) 迴避於旱溝排水9K+950以上至鐵路橋間渠段內進行工程規劃 

(2) 縮小滯洪池工程範圍，維持旱溝排水濱溪植被帶的完整性，且不

減損預計滯洪能力 

上述兩項保育原則，應於細部規劃設計圖核定前，由生態檢核單位與

工程主辦單位協同設計廠商共同討論定案。相關工作程序可參考本報告書

3.1.3節。於此工程內，迴避與縮小原則，能積極保存工區與周邊自然度、

維繫關注物種的棲地、強化地下水補注等生態系服務、以及提昇區域植物

多樣性。未來也可配合周邊園區與各級學校的需求，提供環境教育活動的

水域、陸域自然觀察點位。 

需於施工中需納入施工計畫，並以自主檢查表、定期監測等方法追蹤

其成效的，有以下四點生態保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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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減輕施工過程中對於綠10-2內次生林與濱溪刺竹的擾動 

(4) 減輕施工過程中對於現地野生動物族群的干擾 

(5) 補償綠10-2滯洪池設置減少的現地植被面積 

(6) 補償工程規劃利用的次生林與水域棲地，規劃環境教育活動可利

用的空間 

上述四項生態保育原則，除需要在規劃設計階段中與規劃廠商協調發

展出具體方法、納入設計圖面以外，更需於施工前開始，配合與施工廠商

在開工前的教育訓練，並持續由生態檢核團隊執行相關關注標的之監測。

執行上述四項生態保育原則，可於施工期間，確保相關物種棲地與植被不

被擾動，並即時與主辦、監造與施工單位聯繫，以確保核心的關注對象與

保育原則（指第一、二項）可被徹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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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派工案執行成果概述 

為配合主辦單位提報中央之時程規劃，本生態檢核工作的執行計畫書

已於108年9月5日函送主辦單位。執行計劃書內之計畫項目，均已於108年
9月9日前執行完成，並於108年10月3日經審核定。期初報告草審査本，已

於108年10月31日函送主辦單位，並於108年12月17日辦理審査會議原則性

通過。26 

本派工案內綠10-2滯洪池工程，直至本工作執行計畫書修訂本付梓為

止，尚未得知中央是否核定其計畫經費。因此，本工程案於計畫期限（108-
109年度）內，可能無法進入工程之細部規劃設計、施工等階段。爰此，工

作團隊與本案承辦人員討論後，決定先於108年度內，完成提報階段工作與

期初報告審查，依實作工作項目結算價金並結案。 

於108年度內，本計劃執行項目與進度分述如下。 

(1)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基本

生態資料。 

本案由財團法人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與觀察家生態顧

問有限公司共組工作團隊承攬，另聘王豫煌博士作為本案專業顧

問，提供野生動物、動物友善工程規劃等工作項目之協力。其他

執行本派工案生態檢核之工作團隊，均係由生態、環境工程等專

業人員組成，符合1.3節內所述之生態專業背景。全計畫執行人員

名單如附錄三所示，本第三次派工案內工作團隊與業務職掌，如

1.3節內所呈現。 

相關工區基本資料收集部分，工作團隊透過臺灣生物多樣性

網絡（TBN）、「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管理系統」等資料庫進行

生物調查記錄搜尋，俱未尋得關注物種之調查或採集記錄。然蒐

                                                
26 本期初報告修訂本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送交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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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相關文獻，仍可得知工區與周邊環境，仍為石虎重要棲地，且

有關注水域物種出現。相關內容均於2.4節內呈現。 

(2) 現勘以確認工區生態課題，進行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生態勘

查、生態保全對象標示以及產出生態關注區域圖，供工程設計參

考應用，並初步擬定個案之生態保育原則。 

本案於108年8月22日由工作人員執行現地生態勘查，並以

UAV記錄現地狀況、產生正射影像。於108年9月5日邀請關注團

體成員現勘提供專業意見。相關資料除彙整生態保育原則外，亦

進行資料公開，發佈為規劃設計、施工階段可用於評估、比較棲

地變遷的原始資料。 

勘查後，以當地衛星影像（包括可取得的歷史衛星影像紀錄）、

生態基本資料收集、與現勘動植物、棲地記錄，繪製生態關注區

域圖，並擬定本治理工程的生態保育原則，提供後續細部規劃設

計參考。以上工作產出，均以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

生態檢核自評表」（附錄四）、與水利署「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

檢核核定階段附表P-01」（附錄五）、「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

核規劃階段附表D-04」（附錄六）等文件格式呈現，並已於108年
9月9日提交給主辦單位進行提報。但請注意因審査委員建議、示

意圖變更等因素，本報告書修訂本正文與附錄載檢核表有些許差

異，本案後續規劃設計工作之參照、以及其他階段的生態檢核工

作之引用，應以報告書正文為準。 

(3)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或現勘作業，計一場次。 

為執行工程資訊公開，並納入民眾參與環節，本計劃已於108
年9月5日協助主辦單位，於工程預定地辦理關注團體現地勘查，

邀請名單與辦理狀況如3.2.3節所述。 

(4) 協助主辦單位進行資料發佈。 

本案內重要資料發佈網址，均透過Google相簿或中央研究院

資料寄存所等方式公開。連結於文內可尋，並產生二維條碼如下

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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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9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

工作計畫專案 

旱溝排水綠10-2滯洪池資料

集 

現勘全景照片連結 

圖 20 本案資料公開二維條碼 

 

5.2 建議事項 

(1) 若本工程進入規劃設計階段，在民眾參與工作部分，應納入更多

權益關係人，包括規劃廠商、施工廠商、甚至是地方或中央的民

意代表等。除詳細說明此地的水患治理規劃、水文水理狀況、關

注的生態議題之外，也應就生態保育原則的推行，積極爭取多元

權益關係人共同追求生態保全與工程目標共存的目標。 

(2) 本工程雖僅設置一個範圍較小的滯洪池，但需將此工程置於整體

旱溝整治的框架下考量。前項應納入更多民眾參與的建議，一方

面可就最大化防洪治理效益的觀點，與居民溝通旱溝排水通洪瓶

頸段整治的重要性。二方面可透過此個案，與各個關注團體發展

夥伴關係，進而於工程的各個階段妥善掌握並處理關注的社會、

生態議題。 

(3) 野生動物（特別是石虎）於工區周邊的活動狀況，需要謹慎處理。

應於規劃設計階段進行更細緻的棲地調查與圖資套疊作業，架設

紅外線自動相機調查野生動物利用工區與周邊棲地的狀況。在施

工時，除降低施工對於棲地的干擾之外，也需確保工程可以與野

生動物共存，長期來看，可避免對石虎等野生動物的族群造成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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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此外，因開發基地緊鄰道路，若真的記錄到石虎出沒，也需

採取行動防範路殺事件發生。 

(4) 於108課綱實施後，各級學校推動素養教育、環境教育的需求更為

增加，妥善規劃本案，將有機會配合這些尋找環境教育與自然觀

察地點的需求。另外，針對環境教育規劃的想法，除可繼續與本

次關注團體夥伴合作外，主辦單位也應徵詢具環境教育經驗或專

業的團隊意見，並尋求與更多關注團體對話交流。一方面推動環

境教育的場域或教案規劃，二方面可建立本滯洪池未來可運用於

維護管理的人力與關注團體平台。 

(5) 除本次現勘所見之臺灣石𩼧、台灣鬚鱲以外，尚於文獻中得知有

臺灣蜆、鰕虎科物種等水域生物，利用旱溝排水9K+950以上自然

渠段的多樣棲地。旱溝排水目前僅存少數渠段能支持此類關注物

種存活。本治理工程應盡最大可能迴避此渠段，並降低滯洪池工

程施作對於渠內的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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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歷次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1.第三次派工案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陳科長世玉 
1 本案合約規範於每次派工時，需審查工

作執行計畫書，但各提報工程派工的作

業時間較緊迫，合約所訂審查步驟與期

程可能過於密集。以致各報告提交時間

點上，報告內的工作進度與相關內容呈

現看起來較為薄弱，後續可再檢視合約

對審查期程與內容的相關規範。 

謝謝委員意見，將於工作執行計

畫書修訂本內，強化內容與論述。 
 
關於計畫審查步驟一節。因「臺中

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

度）委託專業服務」屬開口合約，

故於每次新派工時，皆需於派工

核定之 15 日內，繳交工作執行計

畫書。然執行第二、第三次派工案

件時，工程主辦單位有提報時間

壓力，工作團隊優先配合主辦單

位執行工作現場工作，與「生態檢

核表」及相關附件的產出，於工作

計畫書之內容呈現上較為不足。

未來工作執行計畫書之內容，將

以搜集預定工區之生態資料、工

程規劃之相關文件、以及工作方

法期程的擬定為主。後續將與主

辦單位共同研議合約內容，規劃

更妥當的審查期程與報告內容格

式。 
2 本案為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執行之資料

與意見，後續如何回饋於執行面進行友

善措施規劃？ 

謝謝委員意見，工作團隊已利用

公共工程委員會等主管機關頒訂

的生態檢核表，彙整生態檢核結

果、民眾參與意見與生態保育原

則等建議事項。勘查資料，如現勘

影像、動植物勘查名錄等，皆會在

期初報告內完整呈現。當本案進

入規劃設計階段後，主辦單位當

可使用核定階段搜集之意見、以

及對後續工程執行的建議，作為

與民眾、設計廠商溝通的重要資

訊。若有相關需求，本工作團隊也

樂意協助後續的溝通對話，以利

落實生態友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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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3 本案滯洪池，未來也會連接雨水下水

道，分流滯洪池內洪水，該如何保護雨

水下水道，是否也請工作團隊提供意

見？ 

謝謝委員意見。查現有（108 年 9
月 5 日）工程圖，目前滯洪池的

規劃設計，係滯留洪水再放流至

旱溝排水內的規劃設計。於旱溝

排水入流的溢流堰後，已規劃有

小型跌水落差與沈澱池，再讓洪

水進入滯洪池內。更早的工程簡

圖（摘錄自中科后里園區第二次

環差分析說明說），於池內規劃有

梳子壩攔阻粒徑較大的砂石與垃

圾。 
 
以生態檢核團隊的立場，希望能

盡量減輕水泥量體。可考慮採新

工程圖之設計，以跌水與沈澱池

對洪水消能後，保留現地植被作

為減低垃圾、礫石等物進入雨水

下水道機率之障礙。然更細部的

規劃設計，還需考量滯洪池細部

設計後，依據水理計算結果、規劃

設計現勘狀況，與設計廠商進行

討論。 
二、游委員景雲 
1 本案工作執行的現有成果，包括權益關

係人的指認、地方說明會或現勘工作、

相關棲地特性評估、生態關注區域圖

等，應於計畫書內多加論述。 

遵照辦理，權益關係人指認、民眾

參與辦理情形等相關進度概述，

已補敘於工作執行計畫書第三章

內。其他詳細內容，特別是民眾參

與結果、生態關注區域圖等需依

據現勘結果彙整、分析的項目，可

能較屬期初報告內容，將於期初

報告書內呈現。 
2 計畫內提到工區周邊 3.5 公里範圍內，

有石虎出現記錄。比對姜博仁(2015)的
文獻，后里鎮周邊均為石虎重要棲地，

那后里區域所有工程，都需要關注石虎

嗎？能否試著論述這個部分。 

謝謝委員意見。后里南北各有大

甲溪與大安溪河道，東側則與苗

栗、台中山線的淺山地區相鄰。以

姜博仁等(2015)所繪製的圖層觀

之，確實於上述區域內，皆由

MaxEnt 模型指出為石虎的重要

棲息空間。此外，裴家騏等(2017)
以 2016-2017 年進行的自動相機

調查，也在這些區域內有拍攝到

石虎的影像紀錄。裴家騏等(2017)
以上述調查紀錄進行 kriging 迴



  59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歸，也預測石虎在后里的分佈，應

以大安溪南岸、鄰近東勢區的東

側山區較多。因此，在此區域內若

有工程的規劃，特別是區域排水、

野溪、相關水域環境的治理工程，

應盡可能迴避石虎喜好利用的淺

山植被、農田、水域等地景交錯的

環境。若確有進行治理工程的必

要，需考慮其他減輕、補償手段，

以降低治理工程對於石虎棲地的

衝擊。相關建議，皆有在生態檢核

表中彙整，回饋給後續工程階段。 
3 工作項目內提到，本工程階段會成立團

隊執行生態檢核，雖然附錄有執行人員

名單，但還是要敘明團隊成員與相關工

作項目等議題。 

遵照辦理，補敘於工作執行計畫

書的 1.3節內。 

4 需釐清工程各施工階段生態檢核的目

標與相應工作項目。核定階段的生態檢

核，需就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應如何修改

提報內容，提供相關調整意見。對於工

程設計時提出生態檢核具體建議，並於

後續規劃設計階段中應於評估及提出。 

謝謝委員意見。工作團隊於工程

提報進程內，已彙整本案環境特

性、地理區域、現勘紀錄、民眾參

與意見等項目，並產出核定階段

之生態保育原則，供主辦單位參

考。相關內容將於期初報告內完

整呈現。若本案於計畫期間內進

入規劃設計階段，將依據核定階

段擬定的生態保育原則，以及工

程細部設計圖提出相關建議。 
三、顧委員玉蓉 
1 水利署水利規劃研究所於 108 年 8 月

執行全國各縣市政府生態檢核工作的

缺失情況與改善建議，請參考臺中市部

分的建議，改進相關內容。 

遵照辦理，工作團隊已查閱經濟

部水利署 108 年 8 月 22 日經水河

字第 10853211520 號函所列之生

態檢核改善建議，並補敘擬定工

作計畫之原則與立論過程於工作

計畫書修訂本第四章內。 
2 生態檢核工作重點為提出具體可執行

的生態及友善措施，提供未來工程落

實。 

謝謝委員意見。工作團隊於工程

提報進程內，已彙整本案環境特

性、地理區域、現勘紀錄、民眾參

與意見等項目，並產出核定階段

之生態保育原則，供主辦單位參

考。相關內容將於期初報告內完

整呈現。若本案於計畫期間內進

入規劃設計階段，將依據核定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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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段擬定的生態保育原則，以及工

程細部設計圖提出相關建議。 
3 核定階段的生態檢核，應收集基本資料

並確認資料的正確性，並提供這些資訊

對工程是否有衝擊的評估。 

謝謝委員意見。工作團隊於提報

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中，除彙整本

案工區周邊生態學、水文文獻外，

也利用 TBN、林務局生態調查資

料庫等資料庫搜尋現地的生態議

題，並實際現勘驗證。相關資料產

出，已透過生態檢核表供主辦單

位參考。綜合相關資訊，本治理工

程較大的生態議題，應為濱水環

境、石虎重要棲地的擾動。相關資

訊俱已呈現於生態檢核表中，並

與主辦單位溝通工程的改善建

議。 
4 本案水域部分是否有要一併於工程中

處理？若是，這個案子就必須包括水、

陸域與水陸域交接帶等棲地類型，並依

工程屬性的界定，考量生態檢核的工作

範圍與提供建議的範疇。 

謝謝委員意見。查既有工程草圖，

本案確有溢流堰、出流工、護岸等

工程，會影響到水域環境與水陸

域的交接帶。工作團隊已於生態

檢核表內指出相關棲地應被關

注，也已初步盤點水域棲地的生

態議題。相關議題均會於期初報

告內彙整說明。然因本案尚未進

入規劃設計階段，須待細部設計

圖開始規劃後，方能進行更細緻

的工程影響評估與範圍界定。 
5 依據簡報中的現地照片，本案工區確實

是石虎潛在的活動區域。若知道石虎有

可能出現，也有明確建設滯洪池的需

求，應依此設計具體的友善措施。 

謝謝委員意見。因本案尚未進入

規劃設計階段，待有細部設計圖

後，當可進一步提供友善措施的

建議。在核定階段內，依據既有工

程草圖，可推測緩坡滯洪池的池

壁坡度，應不致影響石虎移動。除

此之外，工作團隊已提供，應盡量

減低水泥量體、盡可能維持當地

植生樣貌、迴避瀕溪植被帶、執行

當地野生動物活動監測等，可於

設計、施工階段執行的建議。然需

注意，本案滯洪池有一側臨路，也

要評估石虎是否可能被誤導到馬

路上，進而發生路死事件的風險。 
6 工作計畫書雖僅提供執行方法說明，但

以工程核定階段需要的資料來說，本計

謝謝委員意見。因本案提報期程

較緊迫，工作團隊已將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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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畫書內容可能不夠，或無法幫助機關釐

清生態議題。此外當開始規劃時，如果

工程內容不符核定階段生態檢核的建

議，於規劃設計階段該如何處理？ 

表繳交給主辦單位，並直接與主

辦單位溝通規劃設計之注意事

項。另外，規劃設計階段內，工作

團隊也會依據生態關注區域圖與

盤點之生態議題，積極參與工程

細設的討論與溝通。 
7 本案若有水域部分的整治工程，需要考

量水域廊道的問題，應針對水域物種多

做著墨，也可能需要重新考量本案生態

檢核的範圍與具體目標。 

謝謝委員意見。查既有工程草圖，

本案確有溢流堰、出流工、護岸等

工程，會影響到水域環境與水陸

域的交接帶。工作團隊已於生態

檢核表內指出相關棲地應被關

注，也已初步盤點水、陸域棲地的

生態議題與主辦單位溝通。相關

議題均會於期初報告內彙整說

明。然因本案尚未進入規劃設計

階段，須待細部設計圖開始規劃

後，方能進行更細緻的工程影響

評估與範圍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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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次派工案期初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連總工程司昭榮 
1 會議簡報結論與建議 34頁所書派工案

名稱有誤，請改正。 
謝謝委員指教，已修訂誤植工程

名稱處。 
2 調查範圍內可能有石虎活動，建議將

簡報內的石虎敏感區域圖資放入報告

書修訂本中，並說明圖資來源及如何

得出模擬結果。 

謝謝委員建議，石虎相關圖資與

說明已補強於報告修訂本第 2.4.2
節中。 

3 工程生態關注區域圖尺度要放大，加

註旱溝渠道樁號、出、入流工等不可避

免工程的位置，並標註建議的生態友

善措施。 

謝謝委員建議，工程生態關注區

域圖已修訂。 

二、顧委員玉蓉 
1 本案已蒐集 TBN 等資料庫之既有生態

資料做為生態檢核之基礎資料，惟這

些資料多以保育為目的，著重於非都

會區之生物資料建置，故本案所能取

得之生物資料較少。近年來，區排治理

的規劃報告幾乎都涵蓋其生態資料，

能否持續蒐集過去旱溝及周邊水系、

排水系統相關報告？如水規所 99 年旱

溝排水系統規劃中既有臺灣石𩼧、馬

口魚、鯽、平頜鱲、吻鰕虎、台灣蜆等

記錄可供參酌。除本案勘查物種外，部

分物種相對數量少、但仍為潛在關注

物種，未來可以持續觀察並考量工程

對這些物種的衝擊。 

謝謝委員指教，並提供規劃報告

參考，相關物種資訊已納入期初

報告修訂本內，並列入潛在的關

注物種。工作團隊與機關承辦人

員已盡可能蒐集完備相關基礎資

料，也建議於規劃設計階段生態

檢核工作中，於水域部分應針對

初級淡水魚、底棲無脊椎動物、水

生昆蟲、以及利用水域作為覓食

或廊道場域之野生動物進行調

查。 

2. 本案資料來源及存放網址等於文敘中

標註清晰，值得肯定。但未來是否可轉

換成 QR code 之形式一併提拱，以利

資訊公開（如 p.18, p.28, p.32）。 

謝謝委員肯定，修訂本內已彙整

轉換中研院資料寄存所開設專案

網址為二維條碼，供承辦人員後

續利用，請見第 5.2節內容。 
3. 本案建議仍是以防減災工程為主體的

生態友善措施程序，雖於附錄四簡要

說明，但圖說不清不利判讀，能否提供

更清楚圖說？ 

謝謝委員建議，詳細圖說補充於

本報告修訂本第 2.3節內。 

4. 本案於 108 年通過第二次環差分析報

告書，該報告書所載相關承諾事項與

現有規劃方案、NGO意見是否有衝突，
請協助解釋。 

謝謝委員建議，第二次環差書內

載承諾，與生態環境較相關者僅

有「補植喬木使滯洪池於綠地功

能相符」一項，與治理工程規劃方

案、NGO意見並不衝突。相關內

容詳見本報告修訂本第 2.3 節與

3.2.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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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5. 本案建議有移植、補植喬木等生態友

善措施的建議，但仍須綜合考量移植

補前置準備（如標定移植樹木、適合移

植季節、斷根所需時間、移植地點、是

否需要進行假植等）需要時間，並留意

治理發包設計與建造時間點。 

謝謝委員建議，核定階段生態檢

核僅指出部分樹種應移植，但需

經樹籍調查，並配合工程細部設

計圖以決定哪些樹木需要移植。

此外，樹木移植為另一專業領域，

需請後續辦理規劃設計之廠商諮

詢專業團隊。簡要補充相關移植

說明或參考資料於本報告修訂本

3.2.4節內，供承辦人員後續運用。 
6. 呈第 5 點，本案移植樹木的樹種與位

置，與滯洪池淹水範圍、頻率、深度等

皆有關連。生態檢核的生態友善建議，

應先討論前置作業的準備事項，並提

供上述評估方案的具體內容，讓工程

人員所做的每一個步驟皆有資料輔

助。 

謝謝委員建議。因本案尚未核定，

目前對於滯洪池水理特性與滯洪

頻度的資料還不精準，僅就現掌

握之資料補敘於本報告修訂本第

2.3節中，並將後續生態檢核應操

作事項的具體建議納入 3.2.4 節
中。 

7. 報告書第 37 及 38頁中 NGO 提供了許

多意見，如維持既有土壤基質結構，但

當滯洪池深度不夠時則必須開挖，此

意見該如何處理？又如保留濱溪竹

林，但本滯洪池入流口位置與部分竹

林衝突，又該段為水泥用量最大之工

程，該如何保留或協調？ 

謝謝委員指教。核定階段生態檢

核蒐集之意見，是基於現地生態

狀況的初步想法。尚需於規劃設

計階段進一步推動工程與關注團

體間的溝通，並由生態檢核團隊

協助主辦單位執行相關溝通，以

確定後續工程設計辦理的依據。

此外，針對本次現勘中 NGO意見
的討論，增補於 3.2.3節中。 

8. 報告內已有工區周邊環境的生態關注

區域圖，但工區內的關注區域，對於工

程單位更為重要卻未呈現。工區中生

態保全對象跟位置，需要再與設計圖

說詳細比對及檢討。 

謝謝委員建議，工程生態關注區

域圖已依據建議，修訂於期初報

告修訂本中。 

9. 本案範圍均位於研究指出的石虎重要

棲地，如何回應本治理工程為何不直

接迴避這類棲地？建議由本治理工程

的必要性做論述。 

謝謝委員指教，本案範圍確實位

於石虎重要棲地的邊緣位置。但

主管機關亦評定確有旱溝整體治

理需求，故劃定本滯洪池計畫。本

團隊也依據現地資訊，就最小化

工程對於水、陸域棲地的可能性

提供建議。 
10. 水環境核定提案方式分為四大類（重

大政策推動、生態環境友善、水環境大

賞、其他），本案是否有設定類別？建

議依照不同類別，團隊可協助補充提

謝謝委員指教，本案所提報的案

件屬性為「水環境大賞加碼類」，

亦為新提報案件。查水環境審査

委員所提意見，與本案內工作團

隊、關注團體之意見相當類似。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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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案資訊、回饋工程設計內容給主辦單

位。 
僅就期初報告內建議強度不足或

不夠具體部分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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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8 年 5 月 10 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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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工作人員學經歷 

本計畫工作人力與任務分配表 

類別 姓名 專業 
資歷 

最高學歷 
科系 

擬任工作 
內容 相關經歷與專長 

計畫 
主持人 陳郁屏 12年 

英 國 Exeter
大學保育與

生物多樣性

碩士 

計畫主持與

工作督導 

現任：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經歷：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心 助理研究員 

中華民國生態關懷者協會 執行秘書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專長：工程生態影響評估、演化行為學、溪流生態學與地景
分析 

協同 
主持人 蘇維翎 15年 

國立臺灣大

學環境工程

學研究所碩

士 

協助計畫執

行與掌握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協理兼生態工程部經理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兼任講師 

經歷：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保護工程師 
專長：環境工程規劃、生態工程評估、計畫管理 

協同 
主持人 林笈克 23年 

東海大學生

物學研究所

碩士 

協助計畫執

行與掌握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 研究員 
台灣生態學會 理事 

經歷：台灣生態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台灣生態研究中心暨
靜宜大學人文生態研究室 研究助理、東海大學生物
系 兼任助教、台灣生態學會 研究員 

專長：動物生態調查、植物生態調查、森林長期生態研究 

專家 
顧問 王豫煌 15年 

東海大學生

命科學系博

士 

工程評析與

計畫諮詢 

現任：台灣生態學會、石虎保育學會 理事 
經歷：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節點經理 

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特聘研究員 
東海大學熱帶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博士
後研究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兼任講師 

專長：生物多樣性/生態資訊學、生態感測網、地景遺傳學 

計畫 
經理 鄭  暐 6年 

國立中興大

學生命科學

系碩士 

計畫執行及

任務協調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部研究員 
經歷：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專案經理 

林業試驗所-保護組 研究助理 
專長：工程環境友善生態評估、生物多樣性資訊學、鏈結開

放資料、植物生態學、環境教育 
生

態

檢

核

操

作

評

估

組 

組

長 鄭偉群 11年 

東海大學生

命科學系生

態暨生物多

樣性組碩士 

協助生態檢

核執行及彙

整 

現任：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專案經理 
經歷：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專長：動物行為學、分子生態學、兩棲爬行動物學 

組

員 羅子翔 4年 
國立中興大

學水土保持

系學士 

協助生態檢

核執行 

現任：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計畫專員 
經歷：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專長：水文水理分析、資料庫建置 

組

員 陳易昇 2年 

國立中興大

學生命科學

系研究所碩

士 

提供民眾參

與諮詢溝通

協助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經歷：中興大學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科技部計畫 專任助

理 
專長：野外調查、基本植物辨認 

生
態
監
測
調
查
彙
整
組 

組

長 劉威廷 22年 
東海大學環

境科學研究

所碩士 

彙整生態資

料與結果分

析評估、陸域

生態調查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協理兼動物部經理 
臺灣石虎保育協會 常務理事 
台灣蝙蝠學會 常務理事 
惜根台灣協會 理事 

經歷：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生態實驗室專任助理、2001-
2005年亞太地區遷徙性水鳥保育策略國際工作會議、
台中公明社區、楊厝社區、新庄社區、苗栗鯉魚社區
社區林業講師、 

專長：陸域動物調查、水鳥遷徙繫放研究、環境影響評估、
道路生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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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姓名 專業 
資歷 

最高學歷 
科系 

擬任工作 
內容 相關經歷與專長 

組

員 王勇為 11年 
國立中興大

學生命科學

系所碩士 

植物生態調

查、保育生態

課題分析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植物部研究員 
經歷：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組研究助理 
專長：陸域植物調查、植群演替分析、環境影響評估 

組

員 鄭志晧 4年 

國立中山大

學海洋科學

系(海洋生物

組)碩士 

水域動物生

態文獻的蒐

集及生態資

料彙整和分

析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水域部研究員 
經歷：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海洋保育志工 

遠雄海洋公園實習 
多樂潛水中心潛水長 

專長：魚類分類、水域生態調查、潛水調查 

生

態

宣

導

與

民

眾

參

與 
組 

組

長 謝傳鎧 4年 

國立臺灣大

學生態學與

演化生物學

研究所碩士 

彙整民眾參

與業務之推

動情形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經歷：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硏究助理、國立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硏究助理、狸和禾小榖倉工作室計
畫助理 
專長：田野調查、植物調查、質性硏究方法 

組

員 徐菀佐 13年 

東海大學生

命科學系生

態暨生物多

樣性組碩士 

分析民眾參

與及宣導相

關事項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經歷：東海大學熱帶生態學中心研究助理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兩棲爬蟲研究室研究助理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計畫助理 

專長：田野調查、森林動態樣區調查、兩棲爬蟲 

組

員 鄒明軒 5年 
國立清華大

學電機工程

學系學士 

協助生態檢

核執行 

現任：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外展專員 
經歷：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環境組專員 
專長：審議民主、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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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公共工程委員會生態檢核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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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生態檢核表－附表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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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生態檢核表－附表D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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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預定工區現勘動物名錄 

v 記錄時間：2019.08.22，13:51-15:02 

v 本名錄中共有 10 科、 13種，綱或科名後括弧內為該類群之物種總數。 

v 請注意，本清單僅為有限的現勘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

配合望遠鏡、照相機觀察到之水、陸域動物物種名錄。並不代表本工程預

定地內僅有以下動物出現，亦無法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物種族群狀況。 

 

條鰭魚綱 Actinopterygii (2) 
1. 鯉科 Cyprinidae (2) 

1.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Günther, 1868) 臺灣石 

2. Candidia barbata (Regan, 1908) 臺灣鬚鱲  

 

鳥綱 Aves (3) 
2. 鷺科 Ardeidae (2) 

3. Egretta garzetta garzetta (Linnaeus, 1766) 小白鷺 

4. Nycticorax nycticorax nycticorax (Linnaeus, 1758) 夜鷺 

3. 鵯科 Pycnonotidae (1) 

5.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Hartert, 1910 白頭翁(台灣亞種)  

 

倍足綱 Diplopoda (1) 
4. 厚亞馬陸科 Trigoniulidae (1) 

6. Trigoniulus corallinus (Gervais, 1842) 磚紅厚甲馬陸 

 

腹足綱 Gastropoda (1) 
5. 非洲大蝸牛科 Achatinidae (1) 

7. Achatina fulica (Bowdich, 1822) 非洲大蝸牛 

 

昆蟲綱 Insectopoda (6) 
6. 細蟌科 Coenagrionidae (1) 

8. Pseudagrion pilidorsum pilidorsum (Brauer, 1868) 弓背細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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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幽蟌科 Euphaeidae (1) 

9. Euphaea formosa (Hagen, 1869) 短腹幽蟌 

8. 蜻蜓科 Libellulidae (1) 

10. Trithemis aurora (Burmeister, 1839) 紫紅蜻蜓 

9. 蛺蝶科 Platycnemididae (2) 

11. Melanitis phedima polishana (Fruhstorfer, 1908) 森林暮眼蝶 

12. Neptis nata lutatia (Fruhstorfer, 1913) 細帶環蛺蝶 

10. 琵蟌科 Platycnemididae (1) 

13. Copera marginipes (Rambur, 1842) 脛蹼琵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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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預定工區現勘維管束植物名錄 

v 記錄時間：2019.08.22，13:51-15:02 

v 本名錄中共有 28 科、50 種。「屬性」欄位區分為特有種、歸化種、栽培

種。「紅皮書等級」依照「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評估之面臨威脅等

級， EX: 滅絕、EW: 野外滅絕、RE: 區域性滅絕、CR: 嚴重瀕臨滅絕、 
EN: 瀕臨滅絕、VU: 易受害、NT: 接近威脅、NA or - : 資料不足或無評估

資料、LC: 安全。 

v 請注意，本清單僅為有限的現勘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

配合望遠鏡、照相機記錄之植物物種名錄。並不代表本工程預定地內僅有

以下植物出現，亦無法完整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物種族群狀況。 

 

雙子葉植物 'Dicotyledons' 

科名 
 

學名 屬性 

紅皮書 

等級 

Acanthaceae 爵床科 1 Dicliptera chinensis (L.) Juss. 華九頭獅子草 原生 LC 

Amaranthaceae 莧科 2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空心蓮子草 歸化 NA 

Apiaceae 繖形科 3 Centella asiatica (L.) Urb. 雷公根 原生 LC 

Apocynaceae 夾竹桃科 4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Lindl.) 

Lem. 絡石 原生 LC 

Asteraceae 菊科 5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霍香薊 歸化 NA 

  
6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Bip. 大花咸豐草 歸化 NA 

  
7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E. Walker 野茼蒿 歸化 NA 

  
8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歸化 － 

  
9 Tithonia diversifolia (Hemsl.) A. Gray 王爺葵 歸化 NA 

Bignoniaceae 紫葳科 10 Tabebuia chrysantha (Jacq.) G. Nicholson 黃金風鈴木 栽培 －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11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槭葉牽牛 歸化 NA 

  
12 Ipomoea obscura (L.) Ker Gawl. 野牽牛 歸化 LC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13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 土密樹 原生 LC 

  
14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大飛揚草 歸化 NA 

  
15 

Melanolepis multiglandulosa (Reinw. ex 

Blume) Rchb. f. & Zoll. 蟲屎 原生 LC 

Fabaceae 豆科 16 Acacia confusa Merr. 相思樹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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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Desmodium heterophyllum (Willd.) DC. 變葉山螞蝗 原生 LC 

  
18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ht ex Sauvalle 美洲含羞草 歸化 NA 

  
19 Pueraria montana (Lour.) Merr. 山葛 原生 LC 

Lauraceae 樟科 20 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樟 原生 LC 

  
21 Litsea hypophaea Hayata 小梗木薑子 特有 LC 

  
22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香楠 特有 LC 

Meliaceae 楝科 23 Swietenia macrophylla King 大葉桃花心木 栽培 － 

Moraceae 桑科 24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 構樹 原生 LC 

  
25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原生 LC 

Oleaceae 木犀科 26 Fraxinus griffithii C.B. Clarke 白雞油 原生 LC 

Onagraceae 柳葉菜科 27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P.H. Raven 水丁香 原生 LC 

Oxalidaceae 酢醬草科 28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醬草 原生 LC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科 29 Passiflora suberosa L. 三角葉西番蓮 歸化 NA 

Rubiaceae 茜草科 30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繖花龍吐珠 原生 LC 

  
31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原生 LC 

  
32 Spermacoce latifolia Aubl. 闊葉鴨舌癀舅 歸化 NA 

Rutaceae 芸香科 33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原生 LC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34 Koelreuteria henryi D 臺灣欒樹 特有 LC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35 Lindernia crustacea (L.) F. Muell. 藍豬耳 原生 LC 

  
36 Mazus fauriei Bonati 佛氏通泉草 特有 LC 

Solanaceae 茄科 37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歸化 NA 

Ulmaceae 榆科 38 Celtis sinensis Pers. 朴樹 原生 LC 

Urticaceae 蕁麻科 39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青苧麻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Monocotyledons' 

科名 
 

種名 屬性 

紅皮書 

等級 

Verbenaceae 馬鞭草科 40 Lantana camara L. 馬纓丹 歸化 NA 

Araceae 天南星科 41 Alocasia odora (Roxb.) K. Koch 姑婆芋 原生 LC 

  
42 Syngonium podophyllum Schott 合果芋 栽培 － 

Cyperaceae 莎草科 43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葉水蜈蚣 原生 LC 

Poaceae 禾本科 44 Bambusa stenostachya Hack. 刺竹 原生 NA 

  
45 

Imperata cylindrica (L.) P. Beauv. var. 

major (Nees) C.E.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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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son fo. glaber 

Nakai 白背芒 原生 － 

  
47 Oplismenus compositus (L.) P. Beauv. 竹葉草 原生 LC 

  
48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歸化 NA 

  
49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歸化 NA 

Zingiberaceae 薑科 50 

Alpinia zerumbet (Pers.) B.L. Burtt & R.M. 

Sm. 月桃 原生 L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