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吉安溪水環境改善第一期工程 
【休憩水岸廊道(大山橋-吉安溪橋(中央路)】 

施工階段－水環境顧問意見回饋表 

填表人員 范力仁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6 月 12 日 

施工團隊 

 姓名 單位 職稱 

工程主辦單位 
張世佳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利

科 
科長 

謝豐澤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利

科 
技士 

監造單位/廠商 鍾淑玲 台典工程顧問公司 土木技師 
施工廠商 李邱成 長富營造有限公司 品管人員 

水環境顧問 

宋長虹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公司 

總經理 
許芳綺 專案執行 
黃鈞漢 水域部經理 
范力仁 生態人員 
魏嘉儀 生態人員 

意見回饋 

類型 說明 備註 

植栽討論-喬木 

1. 阿勃勒種植樹距已調整為 8~10 米。 
2. 建議移樹作業應每樹建立編號管理，掌握移

植成功率、補種數量及移植來源。 
3. 現地樹種移植改為一次移植工作，上游段區

域樹種移植至下游段區域種植，不再進行假
植作業。 

4. 若遇移植後樹木生長狀況不佳，將優先以假
植區內之樹種進行補植工作。 

 

植栽討論-灌木 

5. 原七里香經移植假植區再移植至原處，存活
率僅剩 25%，且根系大小難以符合新建之植
穴，建議不再移植，以三吋盆新植。 

6. 合約中明訂七里香使用沃土種植，但依施工
廠商之園藝專才建議，應混合沙土或其他材
料使土壤透氣性高方符合七里香之生長習
性。建議在現有預算下適度調整土壤介質。 

7. 按合約工期，將於 9 月份夏季炎熱時進行種
植作業。建議延至 11 月再進行種植，並請
監造及施工廠商評估工期是否來得及，或是
否可進行工期展延。 

 



植栽討論-水生植
物 

1. 關於水生植物栽植時間點，建議避開颱風汛
期，延至 11 月再進行種植。並請監造及施
工廠商評估工期是否來得及，或是否可進行
工期展延。 

 

河道施工 

1. 關於2019/03/31吉安溪斷流溪魚死亡一事係
因上游初英發電廠歲修斷水所致，放 2 停 1
或放 2 停 2 不等，雖主因非吉安溪工程造
成，但建議現場應避免不適當、易造成積水
的土方堆放型式，避免大量水流挾魚類被沖
入低窪處後無法順水流自然逃脫。 

2. 施工廠商提出，將於進行河道施工時，採左
右岸交互施工，避免全面、大面積同側開挖。
一來保留生物庇護所，二來維持民眾正向觀
感。 

 

其他 

1. 若遇民眾投訴事件，感謝現場施工單位第一
線釋出善意進行說明。水環境顧問團亦可視
事件類型，提供生態知識協助縣府對外進行
說明。 

2. 預計 7 月辦理生態檢核教育訓練（含縣府與
廠商）。 

 

  



花蓮縣吉安溪水環境改善第一期工程 
【休憩水岸廊道(大山橋-吉安溪橋(中央路)】 

施工階段附表(108 年 7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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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07 月 4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7 月 15 日 

紀錄人員 吳宓思 勘查地點 工區點位，樹木移植區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吳宓思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

工程部研究員 
施工階段友善措施執行勘查 

現勘意見/照片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吳宓思______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陳曉予       

1. 嚴禁怪手跨越溪床。 

2. 樹木修剪與移植狀況不佳。 

 
 

 

 

 

3. 土壤過度夯實，粒料需要調整。 

4. 建議來參與教育宣導課程會安排樹木移植

與修剪。 

1. 謝謝指教，但有時候會難免。但會加強要

求怪手司機不要跨越溪床。 

2. 謝謝指教，但已經盡力。 

3. 樹木還是可以活。 

4. 會到場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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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吉安溪水環境改善第一期工程 
【休憩水岸廊道(大山橋-吉安溪橋(中央路)】 

施工階段附表(108 年 8 月份)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年 08 月 26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8 月 26 日 

紀錄人員 吳宓思 勘查地點 工區點位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吳宓思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

程部研究員 
施工階段友善措施執行勘查 

現勘意見/照片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吳宓思_______ 
處理情形回覆 

5. 樹木修剪與移植狀況不佳去頂修剪法 

使樹冠生長激素（因為失去養份來源，根部會

無法生存所以會產生樹冠生長激素，求得生

存），會刺激頂部大量休眠芽打破休眠狀態，

形成頂部多重樹枝搶爭陽光，其競爭生長漸漸

長粗時會產生夾皮現象，因此會成為下一次颱

風來臨時的危險樹木。 

6. 樹木緊鄰混凝土。 

樹根被阻擋混凝土，有樹木倒塌之風險，因此

未來後續需做補救措施，將於 10 月份辦理教

育宣導，確認後續解決方法。 

7. 樹木傷口腐爛長出許多側枝 

不當的樹木修剪，將造成後續容易斷枝。 

 

 

 

 

***於月會報告此事項 
將辦理樹木修剪課程 

樹木截頂 

 



 

8. 中央路旁的支流中園排水灑除草劑 

(不在工區範圍) 

 

 

 

 

 

  



吉花蓮縣吉安溪水環境改善第一期工程 
【休憩水岸廊道(大山橋-吉安溪橋(中央路)】 

施工階段附表(108 年 9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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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9 月 2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9 月 12 日 

紀錄人員 吳宓思 勘查地點 工區點位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吳宓思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

程部研究員 
施工階段友善措施執行勘查 

現勘意見/照片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吳宓思______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李邱成        

1. 樹木移植造成未來可能倒塌問題， 

請問這部分該如何處理? 

2. 煩請參與樹木修剪與移植之課程。 

3. 灘地為何開挖如此大?，煩請趕緊復原。 

1. 這是設計單位的問題，因此建議於一開

始就應納入設計規範，目前只能照設計

走。 

2. 會參與。 

3. 因當初長滿植物，使其水流亂流，因此

目前挖出一條滴水流路，讓水可以走在

中間，怪手才可進行施工。 

灘地復原沒有問題。 

 

 



吉花蓮縣吉安溪水環境改善第一期工程 
【休憩水岸廊道(大山橋-吉安溪橋(中央路)】 

施工階段附表(108 年 10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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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0 月 5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0 月 27 日 

紀錄人員 吳宓思 勘查地點 工區點位，樹木移植區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吳宓思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

工程部研究員 
施工階段友善措施執行勘查 

現勘意見/照片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吳宓思_______ 
 

1. 釣客訪談。 

吉安溪魚類很多，有石濱、鰻魚、海鰻、溪

哥。 

請廠商石頭一定要留在河裡。 

 

 

 

 

 

 

 

 

 

 

 

  



吉花蓮縣吉安溪水環境改善第一期工程 
【休憩水岸廊道(大山橋-吉安溪橋(中央路)】 

施工階段附表(108 年 10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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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0 月 27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0 月 30 日 

紀錄人員 吳宓思 勘查地點 工區點位，樹木移植區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吳宓思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

部研究員 
施工階段友善措施執行勘查 

現勘意見/照片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___吳宓思______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李邱成          

1. 灘地擾動與輾壓。 

 

2. 請問灘地何時復原? 灘地復原前煩請邀約顧問

團討論相關事宜，以利增加復原速度，降低干擾

頻度。 

 

1. 謝謝指教，我們現在都有要求司機

走灘地。但有時候還是難免，會加

強要求怪手司機不要跨越溪床。 

2. 灘地復原要 12 月中左右，屆時也

要種水生植物上去，會邀請顧問團

參與討論。 

3. 沒有問題，我們都原地保留。 

4. 沒有問題，但也要邀請設計單位出

席，目前是以竹竿作為支架。 

 

 

 

 

 

 

 

 

 



 

3. 煩請粗顆粒留在現場，那是重要的水域棲地。 

 

 

 

 

 

 

 

 

4.樹木支撐的部分，需要另開工作會議來討論，煩請

屆時 

 

 

 

 

 

 

 

 

 

 

 

 

 

 

 

 

  



吉花蓮縣吉安溪水環境改善第一期工程 
【休憩水岸廊道(大山橋-吉安溪橋(中央路)】 

施工階段附表(108 年 11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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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1 月 28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1 月 
30 日 

紀錄人員 楊智超、吳宓思 勘查地點 工區點位，樹木移植區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楊智超 

吳宓思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水域生態

專員/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施工階段友善措施執行勘查 

現勘意見/照片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吳宓思_______ 

1.水域環境亦有挖土機

輾壓之情況，煩請施工

廠商改進或者說明是

否為短期擾動?或者輾

壓頻率等相關。 

*請問灘地何時復原? 
灘地復原前煩請邀約

顧問團討論相關事

宜，以利增加復原速

度，降低干擾頻度。 



2.吉安溪，洄游物種甚多，然

上游因取水，水量較少形成

伏流，然本區因有排水排入，

因此有較足夠的水源支撐水

生物種的生存空間，本次現

勘發現此踏石下產生之潭區

為重要魚類避難所，因此請

減少此區擾動，亦不要將土

砂堆置於此。 

 

 

 

3.部分水流區域已經產生湍

瀨，系洄游物種重要的棲地，

亦是重要的氧氣來源，煩請施

工單位切勿輾壓溪床或放置

機具與砂石於行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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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花蓮縣吉安溪水環境改善第一期工程 
【休憩水岸廊道(大山橋-吉安溪橋(中央路)】 

施工階段附表(108 年 12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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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2 月 23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2 月 
23 日 

紀錄人員 楊智超、吳宓思 勘查地點 工區點位，樹木移植區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楊智超 

吳宓思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水域生態

專員/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施工階段友善措施執行勘查 

現勘意見/照片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楊智超_______ 

(1) 

考量此處跨河施工便道架設不易，無法避免重機具直接跨越河床，但

再次告知廠商須減少頻率，以維護現地溪流水質與棲地。 

 

(2) 

當日進行兩岸椰籠埋設工程，請廠商埋設完椰籠後將灘地復原。 

 

(3) 

塊石皆保留於河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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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花蓮縣吉安溪水環境改善第一期工程 
【休憩水岸廊道(大山橋-吉安溪橋(中央路)】 

施工階段附表(108 年 01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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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6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1 月 16
日 

紀錄人員 楊智超、吳宓思 勘查地點 工區點位，樹木移植區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楊智超 

吳宓思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水域生態

專員/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施工階段友善措施執行勘查 

現勘意見/照片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楊智超_____ 
(1) 

當日因重機具臨水作業影響導致水體混濁，已請施工廠商特別注意。 

 

(2) 

阿勃勒無死亡案例產生。 

 

(3) 

粗粒底質無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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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