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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 107 年 11 月 1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11 月 1 日 

紀錄人員 黃鈞漢(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勘查地點

無尾溪排水第三期治理工程

(客城一號甲、乙橋至豐收

橋)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黃鈞漢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經理  

陳嘉聰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計畫專員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黃鈞漢/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經理 

黃鈞漢(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1. 護岸整治注意濱溪帶保護，目前護岸濱溪帶植被叢生，有利生物棲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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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治過程不擾動周遭埤塘，避免水質濁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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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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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無尾溪排水第三期治理工程(客

城一號甲、乙橋至豐收橋)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11

月 1 日 

評析報告是否完

成下列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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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資

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 
黃鈞漢 

工程生態

評析 
碩士 9 年 

環境影響

評估、水

域生態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 
陳嘉聰 

生態環境

影響評析
碩士 1 年 

生態工

程、植物

生態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本次水域調查並未發現任何魚類、蝦蟹；螺貝類僅發現福壽螺一種。鳥類調查成果，本計畫穿

越線調查無尾溪共計紀錄到 15 科 21 種鳥類，其中包含到 3 種保育類鳥類，包含第二級珍貴

稀有保育類動物環頸雉與烏頭翁，以及第三級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黑頭文鳥。特有種為烏

頭翁一種；特有亞種有環頸雉、褐頭鷦鶯共 2 種。水生植物也因為已進行過清淤工程，僅能

在穿越線內找到 5 科 7 種水生植物。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本工程為無尾溪排水第三期治理工程(客城一號甲、乙橋至豐收橋)，工程計畫改建護岸以及橋

樑，工程區位周邊區域人為開發相當普遍，主要以種植稻米之水田為主。由現勘紀錄所發現，

河道左右兩側為漿砌石結構護堤，現勘當日水量稀少，上游河道兩岸植被僅有少數血桐、構樹

等先驅樹種零星生長，草本植物以高草類之象草為 優勢草種，其次為甜根子草、大花咸豐草

及紅毛草等。下游植被種類接近上游處，然而該處腹地相對上游處陡峭易崩落，植被覆蓋少且

大面積裸露。  
4. 棲地影像紀錄： 

水域環境及護岸濱溪植被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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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護岸整治注意濱溪帶保護，目前護岸濱溪帶植被叢生，有利生物棲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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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過程不擾動河道水域，避免水質濁度上升 

 
填表說明： 

 

填寫人員：                 日期：民國 107 年 11 月 1 日   

 



玉里鎮無尾溪排水第三期治理工程(1k+654－1k+900)

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D-01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06/09 填表日期 111/06/09

紀錄人員 李宜霖 勘查地點 (TWD97) X： 281901  Y： 257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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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檢核作業

黃議新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專案執行 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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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

初次現勘，區水源皆為農業灌溉排水。目前未見水生
生物，原因可能為水道流路面積小，流速快加上水質
濁度高，不適水生生物生存。目前預計施工範圍內未
見有明顯保全對象或生態熱點，待後續夜間補充調
查觀察是否有兩棲爬行類族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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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D-01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07/21 填表日期 111/07/29

紀錄人員 李宜霖 勘查地點 (TWD97) X： 281901  Y： 257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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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檢核作業

黃議新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專案執行 生態檢核作業

馮秉華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專案助理 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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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

1. 本次現勘針對無尾溪第三期工程範圍周遭環境

進行蛙類夜間補充調查。調查結果僅發現澤蛙
一種，多樣性低，研判該區不利水域生物活動或
棲息。建議工程規劃將

依調查意見辦理。



2. 【非與本案直接將關】於工程範圍外發現農路排

水圳溝流速較緩、水源充足，其中有大量魚類活

動，物種包括：溪哥、石賓、吳郭魚，並以溪哥為

優勢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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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D-02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執行機關 花蓮縣政府 填表日期 111年6月9日

工程名稱
無尾溪排水第三期治

理工程(客城一號甲、
乙橋至豐收橋)

工程地點/

座標

地點：花蓮縣玉里鎮
TWD97座標 X： 281784 Y： 2579885

評析報告是否完成下列

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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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長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專
案執行

黃議新
工程生態

評析
碩士 水域生態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專
案執行

李宜霖
工程生態

評析
碩士 森林生態

2. 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於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TBN)資料庫中，以空間範圍 = 121.31072617441534, 23.31958934760702半徑1公里
作為搜尋條件，共包含5個1(km2)網格內的觀測資料。哺乳類有臭鼩；鳥類有鳳頭蒼鷹(保育類Ⅱ)、黑翅鳶(保

育類Ⅱ)、花嘴鴨、蒼鷺、黃頭鷺、南亞夜鷹、棕扇尾鶯、灰頭鷦鶯、褐頭鷦鶯、珠頸斑鳩、紅鳩、大卷尾、斑

文鳥、燕鴴、家燕、洋燕、棕沙燕、紅尾伯勞、黑腹燕鷗、白鶺鴒、灰鶺鴒、東方黃鶺鴒、魚鷹(保育類Ⅱ)、麻

雀、小啄木、紅嘴黑鵯、烏頭翁(保育類Ⅱ)、白腹秧雞、磯鷸、八哥、白尾八哥、家八哥、斯氏繡眼；兩棲爬蟲

類有細紋南蛇、盤古蟾蜍、澤蛙、拉都希氏赤蛙、周氏樹蛙、布氏樹蛙；昆蟲有雌黃粉尺蛾、蠊、卵旗腹蜂；
植物有木賊、腎蕨、鱗蓋鳳尾蕨、蓮子草、野莧菜、青葙、臭杏、水芹菜、土半夏、藿香薊、紫花藿香薊、艾掃
帚菊、石胡荽、加拿大蓬、野茼蒿、昭和草、鱧腸、兔仔菜、萵苣、山苦藚、長柄菊、黃鵪菜、葎草、竹仔菜、
甕菜、銳葉牽牛、蔦蘿、苦瓜、碎米莎草、大畦畔飄拂草、水虱草、球穗扁莎、鐵莧菜、紫斑大戟、蓖麻、銀
歡、賽芻豆、含羞草、田菁、美羅勒、陰香、水莧菜、洛神葵、賽葵、通泉草、構樹、白肉榕、小葉桑、細葉水
丁香、水丁香、擬葉下珠、野甘草、水苦藚、水蔗草、藎草、巴拉草、蒺藜草、孟仁草、龍爪茅、芒稷、稗、牛
筋草、鯽魚草、大畫眉草、高野黍、千金子、紅毛草、舖地黍、雙穗雀稗、甜根子草、倒刺狗尾草、臺灣何首
烏、皺葉酸模、馬齒莧、繖花龍吐珠、雞屎藤、倒地鈴、揚波、龍葵、糯米糰、小葉冷水麻、野薑花。
根據提案階段生態檢核生態調查，水域調查並未發現任何魚類、蝦蟹；螺貝類僅發現福壽螺一種。鳥類以穿
越線調查共計紀錄到 15科 21種鳥類，其中包含到 3種保育類鳥類，包含第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環頸
雉與烏頭翁，以及第三級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黑頭文鳥。特有種為烏頭翁一種；特有亞種有環頸雉、褐頭
鷦鶯共 2 種。水生植物也因為已進行過清淤工程，僅能在穿越線內找到 5 科 7 種水生植物。
於111年6月9日進行規畫階段現勘，於水道兩岸高灘地觀察到象草、大黍、倒刺狗尾草、野薑花、龍葵、青
葙、倒地鈴、大花咸豐草、蓖麻及外來入侵種銀合歡樹苗。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三期治理工程範圍內排水道水源皆為農業灌溉排水，時常有斷流現象。施工前水道為兩側為水泥清水模板
護岸，護岸多數面積及內側高灘地由草本植被覆，無喬木分布。此區水流流路面積小、流速快，其中無沙洲
或緩流水區，較無觀察到水陸交界常見之挺水性水生植被生長，由於缺乏適合魚蝦幼苗繁殖的水生濱溪植
被組成之適生育地，推測此區較少魚蝦幼苗生長。又由於水流流速快且形態單一，未見潭區瀨區以及水質
不佳，呈現灰濁，因此研判此區較不適魚蝦類棲息。

4.棲地影像紀錄

三期治理工程區段客城鐵路橋往下游拍攝
(111/06/09)

客城鐵路橋下往下游拍攝 (111/06/09)

三期治理工程區段客城鐵路橋往上游拍攝
(111/06/09)

於工程範圍內紀錄之兩棲類物種(澤蛙) (111/07/21)

5.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本案無特殊關注之物種或保全棲地。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由於河道水路多為農業灌排水，水量不穩定且時常斷流，水量豐沛於流速過快且無緩流區域，不利魚蝦活
動或作為棲地，故施工範圍無特殊關注物種，又因周遭無木本植物分布，因此無須保全標的。
因應目前生態情況，提出保育對策建議多以避免斷流及創造流態多樣性為目標：

1. 排水溝不封底。

2. 主流路深槽化，避免枯水期斷流。

3. 保留河道中大塊石，粒徑>1 (M)者置回河道中，有助多樣流態形成。

4. 臨水土坡保留多處不整平、不壓實區段，待流路自然沖刷於高灘地形成緩流區。



7. 建議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本案無特殊關注之物種或保全棲地。 本案無特殊關注之物種或保全棲地。

1. 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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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生態保育策略及討論紀錄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李宜霖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專案執行)

填表日

期
111/07/29

解決對策項

目

避免斷流

創造流態多樣性

實施位

置

一、解決對策之詳細內容或方法(需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1. 排水溝不封底。

2. 主流路深槽化，避免枯水期斷流。

3. 保留河道中大塊石，粒徑>1 (M)者置回河道中，有助多樣流態形成。

4. 臨水土坡保留多處不整平、不壓實區段，待流路自然沖刷於高灘地形成緩流區。



二、圖說

(說明)

(設計圖)

三、現勘、討論及研擬生態保育措施的過程、紀錄

日期 事項 摘要

民國111年6月09日 現場勘查 現勘了解現地生態狀況

民國111年7月12日 與縣府月會 討論本案現勘結果

民國111年7月29日 現場勘查、兩棲類補充調查 現勘確認兩棲類生態狀況，並研擬保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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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人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1.無尾溪排水第三期治理工程生態檢核成果表-規設
	玉里鎮無尾溪排水第三期治理工程(1k+654－1k+900)設計階段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