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主表(1/2)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工程名稱 

(編號) 
曾文南化聯通管統包工程 A2標 設計廠商 

基設：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民國 109年~113年 監造廠商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統包廠商 

代表： 

國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細設：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工程範圍：曾庫公路與 175市道銜

接點(約 175市道 55.0K)至楠西/玉井

區界往南約 100公尺處(約臺 3線

370.6K)之輸水管線 

工程 

預算經費 
2,842,000,000(契約金額) 

工程目的 

強化曾文水庫與南化水庫水源聯合調度運用，作為亢旱救旱或臨時緊急狀況備援輸水

設施，以增加臺南、高雄地區因應氣候變遷之彈性與韌性，減少人民受極端乾旱或降

雨致臨時發生缺水之苦。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其他 

工程內容 

1.沿臺三線等既有道路底下埋設輸水管路，銜接 A1標及 A3標聯通管線，全程採重力

輸水(最大輸水能力約每日 80 萬噸)。 

2.主要功能為強化曾文水庫與南化水庫水源聯合調度運用，作為亢旱救旱或臨時緊急

狀況備援輸水設施。 

預期效益 

1.增加曾文水庫緊急備援供水管道。 

2.提升南部地區水源聯合調度運用彈性。 

3.降低南部地區民眾於極端乾旱或降雨時之限水缺水等風險。 

核

定

階

段 

起訖時間 民國 106年 4月 25日至民國 107年 6月 11日 

詳附錄 5.1 

生態評估 進行之項目: ■現況概述、□生態影響、■保育原則 

設

計

階

段 

起迄時間 
規劃設計：基本設計報告(107.11核定) 

細部設計：民國 109年 5月 22日至今(A2標段) 

詳附錄 5.2 

團隊組成 ■是□否有生態專業人員進行生態評析 

生態評析 

進行之項目: ■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生態影響、 

■生態保育措施研擬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民眾參與 

邀集關心當地生態環境之人士參與： 

■環保團體■熟悉之當地民眾■其他：相關專業人士 

□否，說明: 

保育對策 

進行之項目: ■由工程及生態人員共同確認方案、■列入施工計畫書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保育對策摘要: 

資訊公開 

■主動公開：工程相關之環境生態資訊（集水區、河段、棲地及保育措施等）、生態檢

核表於政府官方網站，網址: 

https://www.wrasb.gov.tw/windows/windows09_new1.aspx?no=14&pno=  
□被動公開：提供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及相關實施要點申請之相關環境生態資訊，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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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主表(2/2) 

施

工

階

段 

起迄時間 民國 109年 12月 1日至今 

附表C-01 
團隊組成 

■是□否有生態專業人員進行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生態監測及狀況

處理 

民眾參與 

■邀集關心當地生態環境之人士參與： 

■熟悉之當地民眾■利害關係人■其他：相關專業人士 附表C-02 

□否，說明: 

生態監測及

狀況處理 

進行之項目: ■現場勘查、■生態措施監測(生態調查)、 

□環境異常處理 

附表C-03 

附表C-04 

附表C-05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無異常 

保育措施執

行情況 

■是□否執行設計階段之保育對策 

附表C-06 

□否，說明:  

保育措施執行摘要: 

將對生態保全對象持續採取保護措施，並視工程進度執行生態友

善措施，同時關注本區段之路殺情形。 

資訊公開 

■主動公開：工程相關之環境生態資訊（集水區、河段、棲地及保育措施

等）、生態檢核表於政府官方網站，網址:＿＿＿＿核定後填寫＿＿＿＿ 

□被動公開：提供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及相關實施要點申請之相關環境生態資

訊，說明: ＿＿＿＿＿＿＿＿＿＿＿＿＿＿＿＿ 

主辦機關(設計)：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承辦人：許秀真                  

主辦機關(施工)：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承辦人：林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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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表 C-01 施工團隊與環境保護計畫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羅仁宏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黃亦璿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專案工程師) 

填表日期 民國 109年 11月 12日 

施工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工程 

主辦機關 

曾炫學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監造主任 

大地工程、隧道

工程 
工程界面溝通與協調、統整 

黃鈺軒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工務所協辦 
水利工程 協助工務所主任相關工作 

張宇騰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工務所協辦 

土木工程、水利

工程 
監造作業及審查 

黃雅喬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工務所協辦 
水利工程 監造作業及審查 

張揚揮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工務所協辦 
土木工程 監造作業及審查 

監造單位 

/廠商 

曾炫學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監造主任 

大地工程、隧道

工程 
工程界面溝通與協調、統整 

黃鈺軒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工務所協辦 
水利工程 協助工務所主任相關工作 

張宇騰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工務所協辦 

土木工程、水利

工程 
監造作業及審查 

黃雅喬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工務所協辦 
水利工程 監造作業及審查 

張揚揮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工務所協辦 
土木工程 監造作業及審查 

施工廠商 

李盛銘 
國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總負責人 

管線工程、土木

工程 

綜理工程相關事務、特殊狀

況之處理及計劃管理 

卓穗境 
國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工地主任 

管線工程、土木

工程 

工地之人員、機具及材料等

管理、工地職業安全衛生事

項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全

之維護 

李怡德 
中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細部設計負責人 

管線工程、水利

工程、隧道工

程、大地工程 

設計及協調整合、計劃管理 

環境保護計畫 

類型 摘要 資料來源 

施工復原計畫   

相關環境 

監測計畫 
水陸域生態均無異常情形 

曾文南化聯通管工程環境監

測及生態檢核(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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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表 C-02 民眾參與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 109年-月-日 

參與項目 

□訪談■施工說明會 

□公聽會□座談會 

□其他＿＿＿＿＿ 

參與日期 109年-月-日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生態意見摘要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註：已於施工前階段(民國 109年 11月 20日)辦理，詳施工前生態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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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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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月18日 填表日期 民國109年12月23日 

紀錄人員 羅仁宏 勘查地點 A2標段計畫路線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羅仁宏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現地敏感生物資源勘查、確定工程基地範圍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羅仁宏/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計畫經

理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1. 於台南市楠西區鹿陶洋江家古厝附近，

發現一株鄰近台三線之大榕樹，目前已

有保護設施，施工階段仍需留意相關迴

避措施之確實施行。 

2. 目前生態監測期間並未發現路殺熱點，

惟後續調查若發現路殺熱點，建議於兩

側或道路鄰近棲地處加入動物防護網設

計，其網目需小於 2公分防止野生動物

穿越，高度 1.2公尺，上方朝道路相反

方向側傾 60度，以阻隔野生動物翻越，

降低路殺風險。 

3. 本區鄰近聚落，人為活動頻繁，然而基

地路線鄰近次生林環境之道路之兩側仍

為眾多生物棲息環境，故施工車輛及機

具出入需注意遵循速限，以免造成路殺

風險。 

4. 沿線行道樹眾多，施工期間應確實迴避

以免影響植株，較鄰近工區之植株的樹

幹應予以包覆，避免受到機具傷害。 

5. 未來將有臨水工程，需於工區下游處設

計沉砂池以減輕對水域生物造成之影

響。 

 

1. 江家古厝旁之大榕樹於施工前於周圍繫上

警示帶避免施工機具靠近造成傷害，而相

關施工器具及材料避免放置周圍避免造成

負面影響，施工前亦會對於施工廠商進行

保全對象位置之確認。 

2. 生態防護網措施將納入規劃設計廠商參

考。 

3. 施工單位於施工前將確實進行宣導，避免

路殺情況發生。 

4. 將與施工單位討論其工程範圍對於周增植

物是否有波及之疑慮，行道樹保護將納入

施工單位自主檢查表內，而周遭土壤表層 

30cm不壓實，以利苗木根系生長之。 

5. 主要保育原則為:枯水期施工，且以土堤隔

開施工區，工程產生之水流做好導排水工

程，並於下游適當區域設置臨時性沉砂池，

以維水域棲地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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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表 C-04 生態監測紀錄表 

工程名稱 

（編號） 
曾文南化聯通管統包工程A2標 

填表

日期 
民國 110年 4月 12日 

生態團隊組成： 

羅仁宏(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畢業，專案經理，

工作經歷 2008年~至今) 

錢亦新(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研究所博士，調查專員，

工作經歷 2017年~至今) 

施盈哲(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碩士畢，調查專員，工作經

歷 2015年~至今) 

棲地生態資料蒐集及調查結果： 

本案已收集相關陸域生態資訊、水域生態資訊及生態議題等資料，詳報告書。 

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A2標施工階段生態監測調查資料如下： 

本次監測共計發現植物 53科 154屬 174種，其中 41種喬木，29種灌木，21種藤木，

83種草本，包含 3種特有種，86種原生種，45種歸化種，40種栽培種。於植物型態上以草

本植物佔絕大部分(47.7%)，而植物屬性以原生物種最多(49.4%)。陸域動物方面，於A2標之

調查共計發現哺乳類 4科 5種，鳥類 18科 27種，兩棲類 3科 3種，爬蟲類 3科 3種，以及

蝴蝶類 5科 8亞科 16種。水域生態方面，於A2標之曾文一橋於調查時現場屬無水狀態，故

未發現任何水域生物，蜻蛉目成蟲 4種 9隻次。 

保育類物種方面，本次A2標範圍並未記錄保育類物種。 

生態關注區域及保全對象現況： 

本計畫案施工範圍內多為人為擾動區域，為既有道路為主，然鄰近區域仍可發現樹林、灌

叢、水域，以及農耕地或果園環境，其中樹林多為廢棄果園形成之次生林，以龍眼樹、芒果

及荔枝為主要樹種，伴生野桐、血桐、構樹及山黃麻等陽性樹種，本案所發現之保育類物種

以森林環境為主要活動棲地，故為維護周邊一般類及保育類陸域動物之生存空間，本案已於

規劃設計階段將樹林與鄰近溪流環境列為本計畫之關注區域(附表C-06)，目前已保留上述生

態關注區域。 

保全對象方面，本案調查範圍鄰近之楠西區、玉井區及南化區可見 7 株臺南市政府農業

局記錄之老樹，其中位於楠西區鹿陶洋江家古厝旁之編號 218榕樹距離計畫路線較近，而該

珍貴樹木周圍已有設施保護。 

棲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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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表 C-05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異常狀況類型 
□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植被剷除□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過大□水質渾濁□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年月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

發現日期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年月日 

複查結果及 

採取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年月日 

複查結果及 

採取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年月日 

複查結果及 

採取行動 
 

註：本次調查無發現異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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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表 C-06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羅仁宏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

限公司/專案經理 

填表日期 民國 110年 4月 12日 

施工圖示 

設計階段 圖示 說明 

施工範圍與

生態關注區

域套疊圖 

 

本計畫 A2 標段目前所發現之保育

類物種包含二級保育類 1 種(朱鸝)

及三級保育類 1 種(紅尾伯勞)，另

本計畫陸域生態樣區調查曾發現二

級保育類領角鴞。上述保育類物種

均以森林及其周邊灌叢環境為主要

活動棲地，故為維護周邊一般類及

保育類陸域動物之生存空間，已於

將樹林與鄰近溪流環境列為本計畫

之關注區域。 

範圍限制現

地照片 

(施工便道及

堆置區) 

(拍攝日期) 

 

W19工作井：現況工區周界設有

工區圍籬，未有關注區被破壞或其

他異常情形。 

 

W37~W37-1明挖段：工區位於既

有道路，未有關注區被破壞或其他

異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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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Yi Hsuan (Alan)
矩形

Huang, Yi Hsuan (Alan)
矩形



八、水陸域生態現況環境照片(2021年 4月) 

  
調查環境(楠西) 調查環境(曾文一橋) 

  
生物照-黑冠麻鷺 生物照-小啄木 

  

生物照-白環鸚嘴鵯 生物照-葫蘆竹 

  
保全對象-榕樹 生物照-大花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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