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十二 秀姑巒溪德武及紅葉溪瑞穗堤段防減災工
程生態檢核表

【本表標示為黃底之欄位，內容尚待主辦機關確認。】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計畫及 秀姑巒溪德武及紅葉溪瑞穗堤段防減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工務
設計單位
工程名稱 災工程
課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營造廠商

地點：花蓮縣瑞穗鄉、玉里鎮
基地位置 TWD97 座標 X: 336507.65 Y: 2597525.94
TWD97 座標 X:332304.87 Y: 2597285.21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工務
課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4,900 (千元)

工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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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河道整理並辦高灘營造約 500m 及護趾工約 10 座
2. 瑞穗堤防延續 100m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
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三、
段 生態保育
原則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
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方案評估

採用策略

經費編列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
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
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
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否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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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五、
資訊公開
一、
專業參與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計畫資訊公開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生態環境及
議題

規
劃
階
段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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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
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請詳附表 D-03 生態團隊組成。
□否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請詳附表 D-03 棲地生態資料蒐集與生態棲地環境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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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附表 D-03 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研擬。□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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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迴避]迴避潭區。
[縮小]施工便道應避免使用有植物生長的區域。
[減輕]辦理表土保存。
[迴避]河道整理部分的施工於 4 月前開挖。
[迴避]迴避原生樹木生長的區域。
[減輕]堤防表面採取多孔隙的設計。
[減輕]堤防設計應在全段或部分區段滿足以下條件：坡度應
至少 1:1 或更緩、堤防剖面應無明顯落差、堤防表面如無植
生則應維持粗糙面。
[減輕]妥善設置排擋水。
[減輕]不可於溪流中清洗剩餘的混凝土。
[減輕]暫置土方、機具等應避免使用有植物生長的區域。
[減輕]禁止混凝土、廢土、廢棄物、垃圾等堆置於工區範圍
外。
[減輕]工區周圍如出現野生生物，不捕捉、不驚擾。
生態保育對策內容請詳附表 D-03 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研
擬。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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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9 年 10 月 6 日辦理「秀姑巒溪德武及紅葉溪瑞
穗堤段堤段防減災工程」工程設計地方說明會，會議記錄如附
件一。
□否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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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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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附表 D-03 生態團隊組成。
□否

設 二、
計 設計成果
階
段
三、
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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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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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一、
專業參與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施工廠商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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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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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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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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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計畫書
施
工
階
段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三、
民眾參與
四、
資訊公開
維 一、
護 生態效益
管
理
階 二、
段 資訊公開

施工說明會

施工資訊公開
生態效益評估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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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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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01
勘查日期 民國 109 年 8 月 24 日
紀錄人員

吳佩真(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工
程部研究員)

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10 月 22 日

勘查地點

秀姑巒溪德武及紅葉溪瑞穗
堤段堤段防減災工程預定地
參與勘查事項

吳佩真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 工程生態評析、生態檢核執行
工程部研究員

游惇理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 工程生態評析、生態檢核執行
工程部計畫專員

楊智超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水域 工程生態評析、生態檢核執行
部研究員

現場勘查意見

處理情形回覆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吳佩真(觀察家生態顧問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魏永捷(經濟部水利署
公司/工程部研究員)
第九河川局工務課/正工程司)
【生態檢核程序提醒】
1. 應將施工廠商需辦理的生態檢核工作項
目納入工程設計發包文件內。內容可參考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中華民
國 108 年 5 月 10 日行政院公共工程 依建議內容辦理。
委員會工程技字第 1080200380 號函)第
九條第(四)項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原
則(表 1)。
2. 施工階段需執行之生態保育措施，應納入
依建議內容辦理。
工程設計平面圖與相關說明文件。
3. 在設計與施工階段皆應公開生態檢核資
訊，如生態檢核表與相關附件、工程目的
與預期效益、工程內容、規劃設計方案、依建議內容辦理。
及計畫區域致災紀錄等。
【應納入規劃設計階段之生態保育措施】
4. 設計平面圖應標示施工擾動範圍，包括施
工便道位置，施工便道應避免使用有植物 依建議內容辦理。
生長的區域(如下圖紅色與黃色區域)，優

第 4 頁，共 25 頁

【本表標示為黃底之欄位，內容尚待主辦機關確認。】

先使用現有的建成地區(例如堤防、道
路、人為產生的空地等)或裸露地。

圖 1 德武工區施工擾動應迴避紅色、黃色區
域

圖 2 紅葉工區施工擾動應迴避紅色、黃色區
域
5.

為維護河川灘地的植物多樣性，應編列
表土保存經費與工項，其執行原則包括：
(a) 於指定區域(如下圖藍色區域)，收
集表層 15 公分的土壤，收集時不需
移除土中殘根與雜草。
(b) 表土堆置於指定位置(施工廠商應
於施工計畫書中提出)，應覆蓋黑色
不透水性鋪面，並保持平緩坡度以
利排水，作業機械操作時避免輾壓
而破壞土壤物理結構。堆置期間注 依建議內容辦理。
意排水、保持乾燥，不須灑水。土
堆高度若高於 1 公尺，土堆底層於
堆置前需鋪設 20 公分以上利於排
水之鋪面(如碎石等)。
(c) 完工後將表土回填於原來收集表土
的那些區域，舖設深度應少於 20 公
分。回填之表土不宜直接混合基
肥、土壤改良劑或其他資材，避免
改變土壤特性，影響種子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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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德武工區表土保存區域(藍色區域)

圖 4 紅葉工區表土保存區域(藍色區域)
6. 德武工區：高灘營造區域建議迴避潭區
(下圖中紅色區域)。經歷年空照圖判斷，
潭區水量穩定，周邊植生良好，應為野生
動物經常利用的區域。

依建議內容辦理。

圖 5 德武工區潭區(紅色區域)
7. 德武工區：燕鴴(保育類 III)等鳥類會利用
裸露河灘地繁殖，建議河道整理部分的施
工於 4 月前開挖，以避免鳥類前來工區築
巢。若施工期間介於 4 月至 7 月間，應於 依建議內容辦理。
施工前與生態團隊、主辦單位、營造廠商
共同討論合適的保育措施。
8. 紅葉工區：迴避原生樹木生長的區域，包
依建議內容辦理。
括檳榔園與台 9 線東側的大樹群(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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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區域)，此 2 處區域應列為保全區域，
標示於設計平面圖，並於施工前以警示帶
或其他明顯標誌，避免施工機具誤入。

圖 6 紅葉工區原生樹木生長的區域(紅色區
域)，左為檳榔園，右為台 9 線東側的大樹群

圖 7 紅葉工區檳榔園(左側背景為鐵路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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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紅葉工區台 9 線東側的大樹群
9. 紅葉工區：根據歷史航照圖資判斷，此處
的植生狀況在過去十年間屬於人為栽植
區域與河畔林之間的過度區域，尤其在治
理線的堤外區域應已演替為河畔栽植木
混淆林，都屬於可為多種生物利用的棲地
類型，並且連結了堤內與堤外的棲地，具
依建議內容辦理。
有串聯棲地的功能。
由於本段堤防僅約 100 公尺長，建議在防汛
機能許可的情況下，堤防表面採取多孔隙的
設計，例如以乾砌石、石籠、植生槽、漿砌
石但不滿漿、表面覆土…等工法，讓完工後
的堤防也能回覆植被覆蓋。
10. 紅葉工區：根據歷史航照圖資，本段堤
防破口在過去十年內都是此岸左右各兩
公里的區段內，堤內與堤外棲地的唯一連
結，對於動物通行應有重要功能。
因此，建議堤防設計維護中小型動物通行順 依建議內容辦理。
暢，堤防設計應在全段或部分區段滿足以下
條件：坡度應至少 1:1 或更緩、堤防剖面應
無明顯落差、堤防表面如無植生則應維持粗
糙面以利動物攀爬。
【應納入施工階段之生態保育措施】
11. 應確實設置排擋水，使水流不經過正在
依建議內容辦理。
施工的區域。
12. 如機具需過水，應另架涵管或鐵板作為
依建議內容辦理。
跨水施工便道，避免機具入水。
13. 如需暫置土方、機具等，應避免使用有
植物生長的區域，優先使用既有建成地區
(例如堤防、道路、人為產生的空地等)或 依建議內容辦理。
裸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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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混凝土、廢土、廢棄物、垃圾等禁止堆
依建議內容辦理。
置於工區範圍外。
15. 工區周圍如出現野生生物，不捕捉、不
依建議內容辦理。
驚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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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原則
施工階段：本階段目標為落實前兩階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對策、措施及工
程方案，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域完好及維護環境品質。其作業
原則如下：
1.開工前準備作業：
(1) 組織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以確認生態保育措施
實行方案、執行生態評估，以及確認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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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擬定生態保育措施及環境影響注意事項。
(3) 施工計畫書應考量減少環境擾動之工序，並包含生態保育措施，說明
施工擾動範圍(含施工便道、土方及材料堆置區)，並以圖面呈現與生
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4) 履約文件應有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5) 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應含生態保育措施之宣導。
(6) 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2.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若
遇環境生態異常時，停止施工並調整生態保育措施。施工執行狀況納入相
關工程督導重點，完工後列入檢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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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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姑巒溪德武及紅葉溪瑞
穗堤段防減災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10 月
22 日

評析報告是否完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
成下列工作
區域圖、■生態影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
姓名

職稱

負責工作

吳佩真

觀察家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生態工
程部研究員
觀察家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水域部
研究員

工程生態評
析、生態檢
核執行
工程生態評
析、生態檢
核執行

觀察家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生態工
程部計畫專員
陳志豪 觀察家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植物部
技術經理
2. 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工程生態評
析、生態檢
核執行
陸域植被生
態分析

楊智超

游惇理

學
歷
碩
士

專業
資歷
6年

碩
士

2年

碩
士

2年

碩
士

11 年

專長
食物網研究、GIS 資
料處理、生態工程評
估、計畫管理
鰻魚資源量調查與
分析、水域生態調
查、潛水作業、生態
工程評估
動物調查、景觀設
計、環境解說、棲地
營造
植物生態、植物分
類、植群分類與製圖

【秀姑巒溪德武堤段】
預定工區位置在 2005 年的秀姑巒溪河川情勢調查中有設置固定樣站(瑞穗大
橋)，根據該篇文獻與網路資料蒐集工程位置周邊之動物如下：
類群
物種
哺乳類 一般類：赤腹松鼠、鼬貛、鬼鼠、小黃腹鼠、溝鼠、家鼷鼠、田鼷鼠、
刺鼠
爬行類 一般類：青蛇、南蛇、雨傘節、龜殼花、赤尾青竹絲、印度蜓蜥
兩棲類 一般類：黑眶蟾蜍、虎皮蛙、小雨蛙、拉都希氏赤蛙、周氏樹蛙、布
氏樹蛙、莫氏樹蛙
鳥類
保育類二級：烏頭翁
保育類三級：紅尾伯勞、深山竹雞、燕鴴
一般類：大卷尾、小雨燕、褐頭鷦鶯、白腹秧雞、斑文鳥、白腰文鳥、
麻雀、白尾八哥、家八哥、野鴿、紅鳩、家燕、洋燕、棕沙燕、綠繡
眼、赤腹鶇、蒼鷺、小白鷺、中白鷺、大白鷺、花嘴鴨
蜻蛉目 一般類：霜白蜻蜓、薄翅蜻蜓、腥紅蜻蜓、杜松蜻蜓、紫紅蜻蜓、台
鱗翅目
灣白紋鳳蝶、大鳳蝶、青帶鳳蝶、寬青帶鳳蝶
魚類
紅皮書物種：高身白甲魚(NNT/國家接近受脅)
一般類：台灣石𩼧𩼧(西部引入種)、粗首鱲(西部引入種)、台灣石鮒、
何氏棘鲃、溪鱧、明潭吻鰕虎(西部引入種)、大吻鰕虎、日本
禿頭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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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蟹類

粗糙沼蝦、日本沼蝦、大和沼蝦、毛指沼蝦、闊指沼蝦、鋸齒新米蝦

預定工區沒有與任何已知的自然資源保護區重疊，雖然鄰近東海岸國家風景
區，但該區域位於 193 縣道另一邊，不在工程影響範圍內。
根據秀姑巒溪河川情勢調查(2005)，魚類以台灣石𩼧𩼧、大吻鰕虎和日本禿頭
鯊為優勢種。其中大吻鰕虎和日本禿頭鯊在台灣東部溪流中下游屬於廣泛分佈的
兩側洄游物種，因此，水域棲地的維護、洄游路線的暢通都屬於重要課題。
預定工區內的植物相在秀姑巒溪河川情勢調查(2005)中屬於自然度 3 的草生
地，以先驅性草本為其植物社會的主要組成分子，可能因灘地的水分梯度不同而
出現耐旱型或耐濕型的草本植物。鄰近工區、地勢較高、為於南邊地灘，則以農
作物、建築物及裸露地為主，而在 193 縣道另一邊則是山坡地，以森林為主，並
有小塊的次生林，山坡地維持相當良好之植生覆蓋，樣區周邊之木本植物以山黃
麻、血桐、銀合歡為主，而草本植物則以高草類之五節芒、象草為主。秀姑巒溪
流域內並未發現列入公告稀有或亟待保育的植物種類。
工區下游有一處地質地景點：德武河階，因外觀似表演劇場又被稱為劇場河
階，以河階、曲流地形、八里灣層出露、德武斷層活動痕跡等地質地景為其特色，
經登錄為臺灣東部地區地景保育景點(編號 E59)，同為自然資源保育之重要課題。
【紅葉溪瑞穗堤段】
預定工區位置在 2006 年的秀姑巒溪河川情勢調查中有設置樣站(紅葉溪橋)，根
據該篇文獻與網路資料蒐集工程位置周邊之動物如下：
類群
物種
哺乳類 一般類：臭鼩
爬行類 一般類：雨傘節、眼鏡蛇
兩棲類 一般類：黑眶蟾蜍
鳥類
保育類二級：環頸雉、朱鸝、黃嘴角鴞、烏頭翁、大冠鷲、臺灣畫眉
一般類：白尾八哥、台灣竹雞、黃頭鷺、番鵑、大卷尾、紅嘴黑鵯、
大彎嘴、麻雀、小彎嘴、五色鳥、珠頸斑鳩、紅鳩
魚類
紅皮書物種：菊池氏細鯽(NEN/國家瀕危)
一般類：台灣石𩼧𩼧 (西部引入種)、鯽魚、粗首鱲(西部引入種)(優勢
種)、中華花鰍(西部引入種)、寬額鯉、大吻鰕虎、日本禿頭鯊
蝦蟹類 粗糙沼蝦、大和沼蝦、多齒新米蝦(紅葉溪橋旁的排水支流匯入口)
預定工區沒有與任何已知的自然資源保護區重疊，雖然鄰近花東縱谷國家風
景區，但該區域位於紅葉溪對岸，不在工程影響範圍內。
根據秀姑巒溪河川情勢調查(2005)，此處河道呈辮狀流路，溪寬可達 8.5 公
尺、水深 24 公分，但因農業用灌圳取水及沖積扇河川水流入甚明顯，水量不穩
定、偶有斷流。上游有家庭廢水排放，有水質優養化的顧慮。水域棲地紀錄有淺
瀨、緩流，以及部分泥砂石淤積，河岸邊發現有絲狀水綿、紅蟲生長。
兩岸為大片農耕地，以種植柚子為主，附近開發為休閒農場。木本植物以銀
合歡、血桐、苦楝、羅氏鹽膚木為主，而河岸灘地的草本植物則以五節芒、象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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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耳草、大花咸豐草為優勢，多呈小面積塊狀生長。
舞鶴台地、掃叭遺址、北回歸線標誌公園：舞鶴台地舊名掃叭台地，在地質
地景上以其台地地形、舞鶴礫岩為特色，被登錄為臺灣東部地區地景保育景點(編
號 E44)，而掃叭遺址已有 3 千多年的歷史，屬於新石器時代的遺跡，並有著許
多當地阿美族與撒奇萊雅族的傳說，此區目前配合觀光茶園的發展以及北回歸線
地標，成為縱谷區觀光的重要景點之一。
參考資料：
(1) 網路資料庫：ebird(ebird.org)、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org.tw)、
iNaturalist(www.inaturalist.org)
(2) 秀姑巒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1/2)，2005，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3) 秀姑巒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2/2)，2006，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4) 台灣地景保育網(140.112.64.54)、林務局自然保育網(conservation.forest.gov.tw)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秀姑巒溪德武堤段】
預定辦理河道整理的區域為河道內高灘地，包含乾河道與已穩定成林的銀合
歡林。乾河道的部分以草本植物為主，底質為砂質，甜根子草為其中的優勢種，
另有大花咸豐草、香附子、龍爪茅、野茼蒿、大飛揚草、田菁、含羞草、紅毛草
等植種，現勘時有紀錄到環頸雉、侏儒蜻蜓和台灣野兔糞便，此處棲地亦屬以上
動物慣常使用的環境。已穩定成林的高灘地屬於河畔栽植木混淆林，以銀合歡和
象草為優勢植物。
【紅葉溪瑞穗堤段】
預定施作堤防的區域已因其他工程開挖，地表裸露，並有機具與人員持續使
用中，東西兩側的橋下空間則生長有構樹、海金沙、小花蔓澤蘭、芒草等植物。
北面鄰近檳榔園，作物包括檳榔和一米高的柚子樹，並有小葉桑、血桐等先驅植
物混生。東側在台 9 線另一邊為既有堤防與防汛道路，堤外為銀合歡優勢的河畔
林，堤內可能為工程影響範圍則以先驅植種和銀合歡為主，包括茄苳、構樹、芒
草、大花咸豐草、羅氏鹽膚木等，其中防汛道路旁有一處大樹群，包含茄苳、構
樹與樟樹，建議列為保全對象。西側在鐵路橋另一邊同樣為既有堤防與防汛道
路，堤外以芒草、大花咸豐草為優勢植物，並有銀合歡、楊波、羅氏鹽膚木等零
星樹種生長。
4.棲地影像紀錄：(109 年 8 月 24 日拍攝)
【德武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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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河道(前景)以甜根子草為優勢，高灘 乾河道(前景)以甜根子草為優勢，底質
地(遠景)則為河畔栽植木混淆林，以銀 為砂質
合歡和象草為優勢

乾河道上發現台灣野兔糞便
【紅葉工區】

西側堤外以芒草為優勢

預定治理區域已因其他工程而開挖，
左側為鐵路橋

預定治理區域已因其他工程而開挖，
高架道路為台 9 線

治理線堤外植生部分區域已因其他工
程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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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堤外為銀合歡優勢的河畔林

東側既有堤防與防汛道路

東側台 9 線下方預定被清除的植被以 東側建議保留的大樹群包含茄苳、構
銀合歡與先驅植種為主
樹與樟樹等原生樹種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生態關注區域相關說明請見設計平面圖。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生態議題
保育
及保全對 生態影響預測
保育對策
原則
象
工程擾動良好棲地，使棲
潭區與周 地面積減少、部分區域的
高灘營造區域建議迴避潭區。
迴避
邊植生 棲地品質下降，並導致動
植物死亡。
河道中草 河道中草生地與裸露地為 設計平面圖應標示施工擾動範圍，包
生地與裸 鳥類燕鴴(保育類 III)等動 括施工便道位置，施工便道應避免使
縮小
露地為動 物之棲息地，工程如過度 用有植物生長的區域，優先使用現有
的建成地區或裸露地。
物棲地 開挖，干擾棲地
移除表層的土壤也連帶移 編列表土保存經費與工項，其執行原
除了此地的種子庫，將使 則包括：
植物難以長回來，或者變 (a) 於指定區域，收集表層 15 公分
成以外來入侵種維優勢的 的土壤，收集時不需移除土中殘根與
河道中的 單一植被相。尤其在寬闊 雜草。
植物多樣 的主流河道常以一年生的 (b) 表土堆置於指定位置，應覆蓋黑 減輕
性
草本植物為主，大面積的 色不透水性鋪面，並保持平緩坡度以
工程干擾也使種源在完工 利排水，作業機械操作時避免輾壓而
後不容易補充，保留種子 破壞土壤物理結構。堆置期間注意排
庫對河道中的植物多樣性 水、保持乾燥，不須灑水。土堆高度
更顯重要。
若高於 1 公尺，土堆底層於堆置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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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鴴利用
河床砂洲
繁殖

原生樹木
生長

河畔林

動物通
行、堤內
與堤外棲
地連結

水質保護

維護既有
植生
維護自然
棲地
工區周圍
活動之野
生動物
施工管理

鋪設 20 公分以上利於排水之鋪面(如
碎石等)。
(c) 完工後將表土回填於原來收集
表土的那些區域，舖設深度應少於 20
公分。回填之表土不宜直接混合基
肥、土壤改良劑或其他資材，避免改
變土壤特性，影響種子活性。
燕鴴(保育類 III)利用裸露 建議河道整理部分的施工於 4 月前開
河灘地繁殖，工程擾動如 挖，以避免鳥類前來工區築巢。若施
在其繁殖期間(4-7 月)，將 工期間介於 4 月至 7 月間，應於施工 迴避
直接導致利用此地的鳥類 前與生態團隊、主辦單位、營造廠商
繁殖失敗。
共同討論合適的保育措施。
迴避原生樹木生長的區域，包括檳榔
園與台 9 線東側的大樹群，此 2 處區
施工導致樹木受傷或死
域應列為保全區域，標示於設計平面 迴避
亡。
圖，並於施工前以警示帶或其他明顯
標誌，避免施工機具誤入。
由於本段堤防僅約 100 公尺長，建議
在防汛機能許可的情況下，堤防表面
河畔林為多種生物可利用
採取多孔隙的設計，例如以乾砌石、
的棲地，施工移除河畔林
減輕
石籠、植生槽、漿砌石但不滿漿、表
將使棲地面積減少。
面覆土…等工法，讓完工後的堤防也
能回覆植被覆蓋。
因此，建議堤防設計維護中小型動物
本段堤防破口在過去十年
通行順暢，堤防設計應在全段或部分
內都是此岸左右各兩公里
區段滿足以下條件：坡度應至少 1:1
的區段內，堤內與堤外棲
減輕
或更緩、堤防剖面應無明顯落差、堤
地的唯一連結，對於動物
防表面如無植生則應維持粗糙面以
通行應有重要功能。
利動物攀爬。
應妥善設置排擋水，使水流不經過正
機具過水將導致水質混
在施工的區域；如機具需過水，應設 減輕
濁，影響水中生物生存。
置涵管等設施，避免機具入水。
凝結前的混凝土會汙染水
減輕
不可於溪流中清洗剩餘的混凝土。
質，影響水中生物生存。
如需暫置土方、機具等，應避免使用 減輕
土方或機具堆置與施工期
有植物生長的區域，優先使用既有建
間使用影響既有植被生
成地區(例如堤防、道路、人為產生的
長。
空地等)或裸露地。
未經管理的廢棄物堆置危 禁止混凝土、廢土、廢棄物、垃圾等 減輕
害自然棲地。
堆置於工區範圍外。
工程相關人員捕捉或驚擾
減輕
工區周圍如出現野生生物，不捕捉、
導致區域內野生動物活動
不驚擾。
減少。
設計與施工方式變更，有 設計/施工方式變更通報：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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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牽涉到新的生態課
題。

若設計與施工方式變更，應於變更前
通知生態團隊，以提供相應的環境友
善建議與評估。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德武工區】潭區(圖中紅色區域)水量穩定，周邊植生良好，應為野生動物經
常利用的區域

【紅葉工區】檳榔園

【紅葉工區】台 9 線東側的大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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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吳佩真

日期： 20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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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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對策項目

吳佩真(觀察家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研究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11 月 18 日

實施位置

秀姑巒溪德武及紅葉溪瑞
穗堤段堤段防減災工程

解決對策之詳細內容或方法(需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1.
2.
3.

4.

5.

6.

7.

【德武段】高灘營造區域建議迴避潭區(圖1紅色區域)。
設計平面圖應標示施工擾動範圍，包括施工便道位置，施工便道應避免使用有植
物生長的區域，優先使用現有的建成地區或裸露地。
編列表土保存經費與工項，其執行原則包括：
(a) 於指定區域(圖1、圖2)，收集表層15公分的土壤，收集時不需移除土中殘根
與雜草。
(b) 表土堆置於指定位置，應覆蓋黑色不透水性鋪面，並保持平緩坡度以利排
水，作業機械操作時避免輾壓而破壞土壤物理結構。堆置期間注意排水、保
持乾燥，不須灑水。土堆高度若高於1公尺，土堆底層於堆置前需鋪設20公
分以上利於排水之鋪面(如碎石等)。
(c) 完工後將表土回填於原來收集表土的那些區域，舖設深度應少於20公分。回
填之表土不宜直接混合基肥、土壤改良劑或其他資材，避免改變土壤特性，
影響種子活性。
河道整理部分的施工於4月前開挖，以避免鳥類前來工區築巢。若施工期間介於4
月至7月間，應於施工前與生態團隊、主辦單位、營造廠商共同討論合適的保育
措施。
【紅葉段】迴避原生樹木生長的區域(圖2紅色區域)，包括檳榔園與台9線東側的
大樹群，此2處區域應列為保全區域，標示於設計平面圖，並於施工前以警示帶
或其他明顯標誌，避免施工機具誤入。
水質保護：
(a) 排擋水工項之設置應使水流不經過正在施工的區域。
(b) 如機具需過水，應設置涵管等設施，避免機具入水。
(c) 若須於工區內執行混凝土灌漿作業，絕不可於溪流中清洗重機具殘餘的混凝
土。
若設計與施工方式變更，應於變更前通知生態團隊，以提供相應的環境友善建議
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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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圖 1 【德武工區】紅色、黃色區域為施工擾動應迴避，藍色區域為表土保存區域

圖2 【紅葉工區】紅色、黃色區域為施工擾動應迴避，藍色區域為表土保存區域

圖 3 紅葉工區原生樹木生長的區域(紅色區域)，左為檳榔園，右為台 9 線東側的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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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圖 4 紅葉工區檳榔園(左側背景為鐵路橋)

圖5 紅葉工區台9線東側的大樹群
施工階段監測方式：
1. 根據生態檢核機制執行自主檢查，執行頻度為每個月一次。
現勘、討論及研擬生態保育措施的過程、紀錄
日期

事項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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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佩真

日期：

202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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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查表填表需知
1.

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定，應於設計階段將保
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表，並由施工廠商於施工期間定期填寫，以利施工階段徹底執
行生態保育措施。

2.

本表於施工期間由施工廠商每一個月填寫一次，並於填寫完一週內提送監造單位查
驗。請依編號檢查生態保全對象及生態保育措施勾選紀錄，並附上能呈現執行成果
之資料或照片。

3.

檢查生態保全對象時，須同時注意所有圍籬、標示或掛牌完好無缺，可清楚辨認。
如發現損傷、斷裂、搬移或死亡等異常狀況，請第一時間通報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
團隊。

4.

任何時候發現保全目標有損傷、斷裂、搬動、移除、破壞、衰落或死亡時，須第一
時間通報以下單位處理
(1)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工務課
(2) 工地負責人
(3) 生態團隊

5.

若生態保育對策執行有困難，或工程設計及施工有任何變更可能影響或損及生
態保全對象或保育措施，應由施工單位召集監造單位及生態專業人員協商因應
方式，經工程主辦單位核定修改生態保育措施及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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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姑巒溪德武及紅葉溪瑞穗堤段堤段防減災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執行結果
項
次

已
執行但 未執
執
不足 行
行

檢查項目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1

保全對象：
【德武段】潭區

(請附照片)

2

保全對象：
【紅葉工區】檳榔園

(請附照片)

保全對象：
3 【紅葉工區】台 9 線東側的大
樹群

(請附照片)

表土保存：
(a) 於指定區域(圖 1、圖 2)，
4
收集表層 15 公分的土壤，收集
時不需移除土中殘根與雜草。

(請附照片)

(b) 表土堆置於指定位置，應
覆蓋黑色不透水性鋪面，並保
持平緩坡度以利排水，作業機
械操作時避免輾壓而破壞土壤
物理結構。堆置期間注意排水
、保持乾燥，不須灑水。土堆
高度若高於 1 公尺，土堆底層
於堆置前需鋪設 20 公分以上利
於排水之鋪面(如碎石等)

(請附照片)

(c) 完工後將表土回填於原來
收集表土的那些區域，舖設深
度應少於 20 公分。回填之表土
不宜直接混合基肥、土壤改良
劑或其他資材，避免改變土壤
特性，影響種子活性。

(請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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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結果
項
次

已
執行但 未執
執
不足 行
行

檢查項目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河道整理部分的施工於 4 月前
開挖。若施工期間介於 4 月至 7
5 月間，應於施工前與生態團隊
、主辦單位、營造廠商共同討
論合適的保育措施。
施工便道應避免使用有植物生
6 長的區域，優先使用現有的建
成地區或裸露地。

(請附照片)

水質保護：
7 (a) 排擋水工項之設置應使水
流不經過正在施工的區域。
(b) 如機具需過水，應設置涵
管等設施，避免機具入水。

(請附照片)

(請附照片)

(c) 若須於工區內執行混凝土
灌漿作業，絕不可於溪流中清
洗重機具殘餘的混凝土。
8

混凝土、廢土、廢棄物、垃圾
等禁止堆置於工區範圍外。

9

工區周圍如出現野生動物，不
捕捉、不驚擾。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如 有 環 境 異 常 狀 況 請 通 報
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否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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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項目
拍攝日期
與說明
照片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段照片，照
片須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盡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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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秀姑巒溪德武及紅葉溪瑞穗堤段堤段防減災工程」工程設
計地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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