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強排水中游段治理工程(0k+800-1k+256)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工程名稱 國強排水中游段治理工程(0k+800-1k+256) 設計單位 台典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已完工 監造廠商 台典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花蓮縣政府 營造廠商 東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花蓮縣花蓮市豐村路旁 
水系：國強排水系統(美崙溪支線) 
座標：24.005058, 121.602149 

工程經費 33,500(千元) 

工程目的 改善淹水面積約 11 公頃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建築、□其他 

工程概要 新建箱涵、新建人行便橋、設置活動式車擋、A 型護岸、B 型護岸(緩坡護岸) 、C 型
護岸、D 型護岸(懸臂車道) 、砌石固床工、路基填築、下田路 

預期效益 改善淹水面積約 11 公頃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提報核定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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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生態保
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 ■一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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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棲地及高生態價

值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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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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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內具有良好濱溪植被帶，與下游段之三面光河道具有極大差異。 
 □否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經濟及社會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
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重要生物棲地及高生態價值區域，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
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減少固床工施作數量、增加護岸孔隙以利棲地植生復原。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調查成果詳如附錄三 國強排水調查資料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之民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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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13 於工程預定地召開工作會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於花蓮縣前瞻水環境建設計畫「計畫成果」開放生態檢核成果資料：
http://210.242.93.205/hl/index.html □否 

規
劃
階
段 

規劃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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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議題 

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水域調查樣站共設置3樣站 
魚類以外來種居多，如：雜交吳郭魚、花身副麗魚、孔雀花鱂 
螺類：石田螺、台灣蜆、石蚌，表水質乾淨清澈 
濱溪植被帶具有生態系統功能。 
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之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 
生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
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減少固床工施作數量、增加護岸孔隙以利棲地植生復原。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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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於花蓮縣前瞻水環境建設計畫「計畫成果」開放生態檢核成果資料：
http://210.242.93.205/hl/index.html □否 

設
計
階
段 

設計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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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二、 
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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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設計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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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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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花蓮縣前瞻水環境建設計畫「計畫成果」開放生態檢核成果資料：
http://210.242.93.205/hl/index.html □否 

施
工
階
段 

施工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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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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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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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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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保育品質管
理措施 

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並納入監測計畫?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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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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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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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11 月28 日於花蓮市公所召開)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於花蓮縣前瞻水環境建設計畫「計畫成果」開放生態檢核成果資料：
http://210.242.93.205/hl/index.html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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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訊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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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強排水中游段治理工程(0k+800-1k+256) 
生態檢核表  維護管理階段附表 

M-01  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0年11月10日 填表日期 110年11月16日 

紀錄人員 魏嘉儀 勘查地點 
地點：花蓮縣花蓮市豐村路旁 
水系：國強排水系統(美崙溪支線) 
座標：24.005058, 121.602149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魏嘉儀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部門經理 工程生態評析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 

1. 種植喬木部分損傷且致死亡，或受外力折斷，請進行

補植。 

 

2. 許多種植喬木樹幹多處損傷，容易造成真菌感染，樹

木生長不佳。建議尋求樹醫生或園藝專業評估，是否

需重新補植或現地處理。 

 

回覆第1、2點：維護階段包括的補植喬木及移除外來種作
業，將視情況另以開口合約方式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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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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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強排水中游段治理工程(0k+800-1k+256) 
生態檢核表  維護管理階段附表 

M-01  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年3月18日 填表日期 111年3月18日 

紀錄人員 李宜霖 勘查地點 
地點：花蓮縣花蓮市豐村路旁 
水系：國強排水系統(美崙溪支線) 
座標：24.005058, 121.602149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李宜霖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專案執行 工程生態評析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李宜霖(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專案執行)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 
邱柏霖 (花蓮縣政府水利科/技士) 

1. 相較上次現勘，多處護坡及多處河道內植被清除，濱
溪植被豐度降低，將不利於兩棲爬蟲類及昆蟲在河床
的橫向移動。建議維管單位在清淤或植被整理時保留
濱溪植被。 

 
2. 種植喬木 (水柳) 主幹已經死亡，由底部多處萌蘗新

枝，形成矮灌叢。建議尋求園藝專業評估，考慮是否
重新補植處理。另外，其餘道路周邊空間有外來種銀
合歡覆蓋，建議維管單位進行移除。 

 

1.配合辦理。 

2.另擇期與廠商視察補植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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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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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強排水中游段治理工程(0k+800-1k+256) 
生態檢核表  維護管理階段附表 

M-01  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年7月12日 填表日期 111年7月13日 

紀錄人員 李宜霖 勘查地點 
地點：花蓮縣花蓮市豐村路旁 
水系：國強排水系統(美崙溪支線) 
座標：24.005058, 121.602149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李宜霖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專案執行 工程生態評析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李宜霖(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專案執行)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 

1. 濱溪植被帶已回復，能提供水域昆蟲、兩棲類棲地。

建議維管單位在清淤或植被整理時，僅針對護坡之外

來種小花蔓澤蘭及牽牛花清理，並保留濱溪植被。 

 
2. 【非本案所致】工程下流段步道植栽新植台灣欒樹、

穗花棋盤腳、大葉山欖，其中大葉山苗木皆被截頂，
恐影響後續樹勢結構發展。建議主辦單位在執行換植
時留意樹苗品質。 

 
3. 步道沿線兩側生長許多銀合歡樹苗，其中幾株為

已經進入能開花結果之成熟個體，建議盡速移
除。 
點 位 ： (24.005288,121.601000 步 道 兩 側 、
24.005292,121.601476、24.005295,121.602001) 

1. 將提前與市公所做溝通，提醒未來在幾個較重要的區域
排水執行河道整理應盡量避免擾動濱溪植被。 

2. 銀合歡移除部分會另外進行，再請檢核團隊提出相關方
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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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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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強排水中游段治理工程(0k+800-1k+256) 
生態檢核表  維護管理階段附表 

M-01  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年11月4日 填表日期 111年11月17日 

紀錄人員 李宜霖 勘查地點 
地點：花蓮縣花蓮市豐村路旁 
水系：國強排水系統(美崙溪支線) 
座標：24.005058, 121.602149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李宜霖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專案執行 工程生態評析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李宜霖(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專案執行)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 
邱柏霖 (花蓮縣政府水利科) 

5月換植苗木中，本次現勘觀察大葉山欖有死亡跡象。 

 

目前合約為保固階段，擇期通知廠商更換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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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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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強排水中游段治理工程(0k+800-1k+256) 
生態檢核表  維護管理階段附表 

M-02 工程生態評析 

工程名稱 國強排水中游段治理工程(0k+800-
1k+256) 工程地點/座標 

地點：花蓮縣花蓮市豐村路旁 
水系：國強排水系統(美崙溪支線) 
座標：24.005058, 121.602149 

工程執行機關 東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維護管理單位 花蓮縣政府 

生態評析日期: 民國110年11月10日 

1. 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長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部門經理 魏嘉儀 工程生態評析 學士 森林生態、植物調查、棲地環境評估 

2. 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本工程施作左岸懸臂式步道、垂直漿砌石護岸與植栽綠化，並打開部分通洪不足之瓶頸段。 

施工前曾針對水域生物、鳥類、蜻蜓、植物進行生態調查，共於國強排水發現4種魚類，包含外來種花身副麗魚(珍珠石斑)、
雜交吳郭魚、孔雀花鱂。蝦蟹螺貝類共計7種，包含太魯閣澤蟹、福壽螺、石田螺、台灣蜆、圓蚌、石蚌與網蜷。國強排水
鄰近魚類養殖場，水域被大量外來入侵種佔據，但由於養殖水源提供額外營養來源，螺貝類族群十分龐大，種類亦十分豐富。 
鳥類調查吉安溪流域共計紀錄到 14 科 29 種鳥類。本計畫共記錄到 2 種保育類鳥類，包含第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烏頭
翁，以及第三級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燕鴴，紀錄於大面積水田中央之旱田區。特有種包含烏頭翁和小彎嘴畫眉2種；特有
亞種僅記錄有小捲尾1種。蜻蜓調查記錄到3科8種，包含細蟌科3種、幽蟌科1種及蜻蜓科4種。其中以霜白蜻蜓數量最
為豐富。河岸兩側水生植物茂密，是溪流型蜻蜓的良好棲地。植物調查目前共計可發現11科13種，本段水生植物非常茂密，
組成良好的濱溪植被。 

110年11月10日進行現勘，主流路底質維持良好，具備三種以上流速且目視可見底。周遭濱溪植被帶生長茂密，但多數皆
為因施工而清除打開之空地，由銀合歡、小花蔓澤蘭、槭葉牽牛等外來入侵種植物嚴重覆蓋，植群多樣性相當低。另外，濱
溪防汛道路栽植之樹木生長狀況不佳，部分明顯斷裂枯萎死亡，生長勢衰敗。 

3.棲地影像紀錄 

  

主流路底質維持良好(110/11/10) 具備三種以上流速，且目視可見底(110/11/10) 



  

栽植樹木生長狀況不佳，生育環境雜草叢生(110/11/10) 外來入侵種小花蔓澤蘭大面積生長(110/11/10) 

  

右岸護坡植被移除 (111/03/18) 左岸護坡及多處河道內濱溪植被移除，河道
面積增加 (111/03/18) 

  

植栽樹木生長不佳，多依靠萌蘗枝進行生長。其餘空間有遭

外來種銀合歡覆蓋的情形 (111/03/18) 
外來入侵種小花蔓澤蘭面積縮小 (111/03/18) 



  

濱溪植被回復初期，多為大花咸豐草(111/07/12) 左岸護坡小花蔓澤蘭大面積生長 (111/07/12) 

  

步道沿線新植苗木，其中大葉山欖皆被截頂 (111/07/12) 濱溪植被回復狀況(111/07/12) 

  

主流路底質維持良好(110/11/10) 具備三種以上流速，且目視可見底(110/11/10) 



  

栽植樹木生長狀況不佳，生育環境雜草叢生(110/11/10) 外來入侵種小花蔓澤蘭大面積生長(110/11/10) 

  

右岸護坡植被移除 (111/03/18) 
左岸護坡及多處河道內濱溪植被移除，河道面積增加 

(111/03/18) 

4.課題分析與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依據本案權責可進行之維護管理事項提出建議與成效評估。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團隊提出工程應以能創造多孔隙環境之工法為主，並致力維護溪流原本底質等相關保育措施，目前就
上述兩點進行評估，本案最後雖未採用多孔隙（石籠）工法，砌石護岸亦以漿砌為主，但盡力保留一側河岸為自然狀態，提
供生物躲藏及覓食環境，並降低底質擾動，維持溪流生物生存所需，溪流目前亦依舊維持多種水流型態且具曝氣功能。 
唯本案喬木植栽及生長狀況不佳，且明顯栽植階段造成樹皮破損等狀況，建議應重新檢視栽植樹木健康，判斷是否換植或補
植。另外開闊環境遭外來入侵種植物大量生長覆蓋，雖非屬本案權責範圍，但建議後續如有類似因工程造成的開闊環境，應
補植一定數量喬灌木運用樹木遮蔭效果抑制外來入侵種大量生長，目前現階段建議尋求外來入侵種植物主管機關如花蓮縣政
府農業處，商討移除或抑制對策。 

1. 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__ ___     填寫日期: 民國110年11月16日  



國強排水中游段治理工程(0k+800-1k+256)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一、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110/11/10 填表人 魏嘉儀 

水系名稱 美崙溪支流 行政區 花蓮縣花蓮市 

工程名稱 國強排水中游段治理工程(0k+800-
1k+256) 工程階段 □提報階段 □規設階段 □施工階段 ■維管階段 

調查樣區  位置座標 (TW97)：24.005058, 121.602149 

工程概述 新建箱涵、新建人行便橋、設置活動式車擋、A型護岸、B型護岸(緩坡護岸) 、C型護岸、D型護岸(懸
臂車道)、砌石固床工、路基填築、下田路。 

二、 
現況圖 

□棲地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施工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完工後現地溪流狀況，濱溪植被帶茂盛 完工後現地溪流狀況，保留兩種以上水流樣態 

  

完工後現地溪流狀況 現場目視可見水域生物，以外來種為主 

類別 三、評估因子勾選 四、評分 五、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
的
特
性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基地的多樣性狀態。 

(1) 
水
域

Q您看到幾種水域類型？(可複選) 詳參照表A項 
■淺流 ■淺瀨 □深流 □深潭 ■岸邊緩流 
□其他________________ 

6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性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型
態
多
樣
性 

(詳表A-1水域類型分類標準)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
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詳參照表A項)： 
□水域類型出現四種以上：10分 
■水域類型出現三種：6分 
□水域類型出現兩種：3分 
□水域類型出現一種：1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
會：0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2)
水
域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的水域廊道狀態為何？(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
性)( 詳參照表B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
呈現穩定狀態：6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
穩定狀態：3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
物質傳輸困難：1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分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 其 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水
質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異常的水質標準如下，可
複選) 詳參照表C項 
□濁度太高 □ 味道有異味 □ 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6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
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
質監測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詳參照表C)：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
圾等：0分 

類別 三、評估因子勾選 四、評分 五、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4)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陸域間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參照圖4-1示意圖) 

Q 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占總面積的比率有多
少？詳參照表D項 

5 

□增加低水流路設施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
等)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25%：5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25%-75%：3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75%：1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0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陸內及水陸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
蟹類、爬蟲類、兩生類移動的困難。 

Q 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詳參表D-1河岸形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再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5)
溪
濱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垂直水流方向)詳參照表E
項 

1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
或專案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30%廊道連
接性遭阻斷：6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
接性遭阻斷：3分 
■大於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阻斷：1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分 

(6)
底
質
多
樣
性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Q 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
分類) 
■漂石 □圓石 □卵石 ■礫石 等 

10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
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例如，
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外的土
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詳參照表F項 
■面積比例小於25%：10分 
□面積比例介於25%-50%：6分 
□面積比例介於50-75%：3分 
□面積比例大於75%：1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 >1/5
水道底面積：0分 

類別 三、評估因子勾選 四、評分 五、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
態
特
性 

(7)
動
物
豐
多
度 
︵ 
原
生
或 
外
來 
︶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Q您看到或聽到那些種類的生物？(可複選) 
■水棲昆蟲 ■螺貝類 □蝦蟹類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
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詳參照表G項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獲都沒有出現：0分 
(出現指標生物上述分數再加上3分) 
(詳參照表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G-2區排指標生物) 

(8)
水
域
生
產
者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6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
流水標準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
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分 
■水呈現黃色：6分 
□水呈現綠色：3分 
□水呈現其他色：1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分 

綜合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1)+(2)+(3) = ___18__ (總分30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4)+(5)+(6) = __16___ (總分30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7)+(8) = __7__ (總分20分) 

總和 = ___41___ (總分 80
分) 



1. 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
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 友善策略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略及措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
尺寸、位置皆有關係，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略。 

3. 執行步驟：一 → 五（四 → 五：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略） 
4. 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

巴西龜、泰國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