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排水應急工程  

生態檢核表  規劃階段附表 

M-01  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民國111年02月22日 填表日期 民國111年02月22日 

紀錄人員 李宜霖 勘查地點 (TWD97) X：309559, Y： 264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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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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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利科/技士) 

1. 

摘
要 

本案工程範圍之喬木植株除孤立木外，多數分布於A區、B區 
(圖 1)。 

大喬木如樟樹 (孤立木，1株)、苦楝 (孤立木，1株)、檸檬桉 
(B 區，10 株)。下層植株較小之喬木如波羅蜜 (B 區，3 株)、
大葉桃花心木 (B區，2株)、瓊涯海棠 (A區，1株) 等。 

*備註：分區後植株自東向西依序編號。 

 

 
圖 1工程空照圖 藍線為工程全區範圍，紅線為喬木區域。 



2. 

植
栽
保
留 (

迴
避) 

位置 物種 特徵 

優先保留 

原因：樟樹與苦楝皆為台灣原生種，且孤立木樹型優美，樹冠開闊可提供庇蔭。 

(23.935501, 

121.584281) 

樟樹 (圖 2) 孤立木，DBH>50 cm，高度約10m 

(23.935479, 

121.584103) 

苦楝 (圖 3) 孤立木，DBH：40-50 cm，高度約10m 

次要保留 

原因：小喬木受颱風影響斷枝或幹折的風險不大，且其分布較分散，可以提供補植新樹苗之避風功

能。 

A區-1 瓊涯海棠 (圖 4) DBH1：10-15 cm 

B區-2 波羅蜜 (圖 5) 樹幹5分枝 

B區-6 波羅蜜 (圖 6) 樹幹2分枝 

B區-15 樟樹 (圖 7) 樹幹2分枝，DBH：20、15 

B區-16 波羅蜜 (圖 8) 樹幹3分枝，DBH<10 

次要保留 

原因：相較其他檸檬桉植株，其樹幹較無明顯外傷，仍須進一步判斷生長狀況 (是否有腐爛、疫病) 再

進行評估。 

B區-13 檸檬桉 樹幹未分枝，DBH約20 

B區-14 檸檬桉 樹幹未分枝，DBH約20 

B區-19 檸檬桉 最西側植株，樹幹1.5米處有分枝 
 



 

圖 2樟樹 (23.935501, 121.584281) 

 
圖 3苦楝 (23.935479, 121.584103) 

 

 
圖 4瓊涯海棠 (A區-1) 

 

優先保留植株將確定保留。 



圖 5波羅蜜 (B區-2) 

 
圖 6波羅蜜 (B區-6) 

 
圖 7樟樹 (B區-15) 

 
圖 8波羅蜜 (B區-16) 

3. 

植
栽
修
剪 

1. 優先保留之樟樹及苦楝可針對分蘗枝及乾枯枝進行修

剪。 

2. 次要保留植株之樟樹可進行修枝修以改善重心偏移；

檸檬桉也可針對乾枯枝進行修剪。 

 

4. 

植  

補植建議以低矮、耐陰之灌木物種於保留植株間栽植，以避免
外來種植物 (銀合歡、象草等) 在工程後侵入，反造成景觀雜
亂。 

考慮以灌木植栽評估現場腹地大小進行補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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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排水應急工程 

生態檢核表  規劃階段附表 

M-01  現場勘查紀錄表 

填寫人員：    填寫日期: 民國111年3月18日 

  

勘查日期 民國111年03月1日 填表日期 民國111年03月1日 

紀錄人員 李宜霖 勘查地點 (TWD97) X：309559, Y： 2648008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黃議新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專案執行 工程生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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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利科/技士) 
林志誠 (台典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技士) 

1. 植栽優先保留為樟樹 (23.935501, 121.584281) 及苦
楝 (23.935479, 121.584103)，工程後可針對分蘗枝及
乾枯枝進行修剪。 

2. 排水溝護岸左岸進行部分壁面緩坡設計，並進行粗
糙化設計，以利龜鱉類生物通行。 

3. 鄰近公有地範圍之排水溝護岸可以考慮設置供生物
通行之單側向緩斜坡道。 

4. 為提供水草固著與生長提供魚類等水生生物棲地，
排水溝建議不封底，不以混凝土取代原底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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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
相關意見。 

1. 依意見辦理。 

2. 可視腹地大小進行部分壁面緩坡設計，最多
1 (高) : 0.5 (底)，或採用格框砌石護坡。 

3. 依意見辦理。 

4. 後續施工依意見配合辦理，考慮邊坡結構穩
定，視情況部分採用混凝土設計，部分不封
底。 

5. 將視期程狀況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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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111年07月11日 填表日期 民國111年07月26日 

紀錄人員 李宜霖 勘查地點 (TWD97) X：309559, Y： 2648008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邱柏霖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利科/技士  

 台典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永曄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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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 

廠商提出的修枝程度較預期大，高強度修枝確定會截斷主幹，
目的是希望確保降低蒸散、提高存活率，但經過不當修枝在保
活之後樹勢結構有後續永久性不良影響。 

建議以保留較多樹冠小枝+除葉的修剪方式，取得降低樹木
蒸散與結構的平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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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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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 

工程名稱 
111 年度吉安鄉光華

排水應急工程 

工程地點/座標 (TWD97) X：309559, Y： 264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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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宜霖 工程生態評析 碩士 森林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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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專
案經理 黃議新 工程生態評析 碩士 水域生態 

 

2. 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盤點生態資源 

以網路生態資料庫為主要參考資料來源，工區周圍以鳥類生態紀錄為主，保育類三級：紅尾伯勞。保育類二級：烏頭翁。其
餘為白尾八哥、家八哥、白腹秧雞、番鵑、家燕、斑文鳥、麻雀、紅鳩、斯氏繡眼、黃頭鷺、小環頸鴴、大卷尾、小白鷺、
紅冠水雞、東方黃鶺鴒、褐頭鷦鶯等。另有大頭蛇、眼鏡蛇、南蛇、斯文豪氏攀蜥、疣尾蝎虎、黑眶蟾蜍等六筆兩棲爬行類
資料。 

現地勘查：關鍵生態及環境影像紀錄 

兩側漿砌石護岸、水泥封底U型排水圳溝，溝底隨機分布細礫、細砂等。右岸緊鄰道路，左岸與住戶圍牆間有早期人為栽植
之大喬木，包含榕樹、大葉山欖、波蘿蜜、檸檬桉、樟樹、苦楝、小葉南洋杉、構樹等，自然生長植被包含血桐、構樹、小
花蔓澤蘭、銀合歡、水竹葉、大花咸豐草、細葉水丁香。溪流底部則有水綿、美洲苦草著生。工程範圍外排水上游處有觀察
到吳郭魚、鱸鰻出現。 

生態團隊過往現勘紀錄(109 年吉安鄉光華排水應急工程，110 年11 月11 日現勘) 於排水溝中有觀察到菊池氏細鯽活動之觀
察紀錄，皆屬成魚族群。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工程前排水溝兩岸為漿砌石護岸，目視可見多處破損，兩側石縫生長多種濱溪草本植被，可供生物躲藏。水域生物過往有菊
池氏細鯽成魚活動之觀察記錄，推測因此區流速過快，未見工程範圍內有適合之繁殖育苗區。 
工程範圍中上游段右岸為公有地草坪，有 2 株胸徑超過 50 公分之大喬木(樟樹及苦楝)緊鄰右岸生長，樹冠開闊生長狀況良
好。施工範圍下游段民宅旁種植多株檸檬桉，可能因植栽擁擠或土質、氣候條件不適合，樹勢側偏或有被壓木生長狀況不佳。 

4.棲地影像紀錄 



  

河道現況(111/02/22) 下游段大喬木檸檬桉(111/02/22) 

  

上游段大喬木苦楝(111/02/22) 上游段大喬木樟樹(11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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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報階段生態議題與保育原則： 

1. 左岸與私有地間的既有大喬木雖屬人為種植，但已生長多年且樹勢良好，但因生長環境腹地小塊石多地形崎嶇移
植不易，建議徵詢在地居民意見後，採部分原地保留、部分移除、部分修剪保留維持景觀及安全。 

2. 大喬木如有部分採取移除，建議後續適度規劃低矮、耐陰的原生灌木進行綠化，如臺灣火刺木，避免外來種植物(銀
合歡)在工程後侵入，反造成景觀雜亂。 

3. 兩側護岸盡量以多孔隙設計為主，如無法創造多孔隙，則至少維持表面粗糙避免完全光滑，以增加生物利用逃脫機
會。 

4. 建議溝底保留現況不進行擾動，若無法避免，則需與生態團隊討論減輕對策。如有機會優化則建議調整為自然底
質，不以水泥封底，增加生物利用機會。 

 

7. 建議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樟樹 (於111/3/31會議中確定無法保全，將移植處理) 

 

苦楝 (於111/3/31會議中確定無法保全，將移植處理) 



1. 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簽章：________ __________ 

  



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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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27日 

解決對策項目 

1. 大喬木移植 

2. 排水溝建議不封底，不以混凝土取代原底質 

3. 生物通道緩坡設計 

4. 新植灌木植栽 

實施位置 (TWD97) X：309559, Y： 2648008 

一、解決對策之詳細內容或方法(需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111年02月22日進行現勘後之保全對策如下圖，優先保全植株為大喬木樟樹及苦楝。

 
111年03月01日與縣府承辦、設計單位會議討論生態保育對策，生態團隊建議：(為設計單位回復情形) 

1. 植栽優先保留為樟樹 (23.935501, 121.584281) 及苦楝 (23.935479, 121.584103)，工程後可針對分蘗枝及乾枯枝進行修剪。 

依意見辦理。 

2. 排水溝護岸左岸進行部分壁面緩坡設計，並進行粗糙化設計，以利龜鱉類生物通行。 

可視腹地大小進行部分壁面緩坡設計，最多1 (高) : 0.5 (底)，或採用格框砌石護坡。 

3. 鄰近公有地範圍之排水溝護岸可以考慮設置供生物通行之單側向緩斜坡道。 

依意見辦理。 

4. 為提供水草固著與生長提供魚類等水生生物棲地，排水溝建議不封底，不以混凝土取代原底質。 

後續施工依意見配合辦理，考慮邊坡結構穩定，視情況部分採用混凝土設計，部分不封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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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將視期程狀況辦理。 

111年03月31日預算書圖審查會 

亞磊團隊針對生態議題之意見： 



1. 保全樹木(樟樹(0K+95)及苦楝 (0K+122)) 應於平面設計圖中標示，橫斷面圖亦標示其位置，並在圖說

中列出樹木防護措施進行迴避。此二株樹木皆為胸徑大於 50以上之孤立大橋木，經長時間成長於此，

樹型優美。團隊於現勘時得知居民也希望能對其進行現地保留。 

2. 生態團隊肯定設計單位之生態槽設計，也建議在考量結構安全情形下增加設置數量。 

3. 生物通行緩坡： 

A. 0K+220 之緩坡設置位置接近馬路 (光華一街)，逃生後兩棲爬蟲類有被路殺的機率較高，建議向

東側設置 (偏移至下游段處) 

B. 建議能縮小工程量體。生物緩坡坡度可接受以 1:2 (高:底) 設置 (坡度約 26度)，改善原有設計 

(坡度 1:10) 可大幅減少工程量體。 

C. 建議增加設置緩坡數量。 

4. 建議在腹地足夠區域(排水溝與地界線間有 1.2米以上之空間) 補植原生物種灌木，增加生物棲息空

間。 

5. 經費編列方面，目前只有樹木移除經費，應增加編列： 

A. 對保全樹木相關措施經費。 

B. 補植樹木經費。 

C. 依工程會規定，廠商須編列教育訓練經費，聘請生態人員授課，並現場確認友善措施與保全對象

如何執行相關作業。 

 
 



 

 



 
111年04月01日審查會後之補充意見： 

光華排水之原保全樹木 (樟樹(0K+95)及苦楝 (0K+122)) 確定無法迴避，關於移樹處理相關事項，我們希望能補給意見。 

在會中討論之移植範圍(0K+006.6至0K+56.6)中，考量其腹地範圍不足，營造廠施作樹木移植的死亡率可能會很高。 

建議設計單位詳細評估其他可能移植空間作為備案，包括確切之移植地點、時間盡量以春秋季為主、具排水良好之土質狀況，

以及移植前斷根及修枝作業等細節，並詳列移植規範於圖說中，盡量確保其存活率。 

另外，也建議邀集在地民眾、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與工程規劃相關人員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111年05月12日生態檢核團隊提供施工階段自主檢查表給主辦單位，後續將由廠商自行填表及落實生態保育措施。 

 

111年05月24日與縣府月會討論大橋木移植事宜： 

1. 大喬木移植事宜將在合約內另請專業園藝廠商協助 

2. 大喬木移植事宜因民眾關注度高，建議請林管處於施工階段協助指導執行 

 



111 年07 月11 日與縣府承辦、施工廠商、花蓮林管處(未出席)進行會勘後，針對移植樹木議題，營造廠商將在開工前擇日先

進行修枝、斷根作業。修枝將進行強剪，保留主幹高度約1/2，土球保留約3 公尺。吊具及機具確定乘載沒有問題，預計於9

月、10月秋季時進行移植。考量機具進出，最西側樟樹移植時

可能需拆除後方圍牆進行。移植後一個半月持續澆灌維管。 

111年07月12日生態檢核團對於月會中提出： 

1. 廠商提出的修枝程度較預期大，高強度修枝確定會截斷

主幹，目的是希望確保降低蒸散、提高存活率，但經過不

當修枝在保活之後樹勢結構有後續永久性不良影響。 

2. 建議施工廠商依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施工綱要規範

(第02902章種植及移植一般規定)，移植前樹冠修剪闊葉

樹主幹高度應全部保留，主幹分枝應保留至少[1/3]長度，

其餘之細分枝可視情況而定，以保持該樹種良好樹形為

原則。 

建議以保留較多樹冠小枝+除葉的修剪方式，取得降低樹木蒸散與結構的平衡。 

二、圖說 

細部設計圖說(第二次送)生態保育措施 (111/04)： 

 

1. 提供原保全樹木移植注意事項，並編列移植預算五萬元。 

2. 增加生態槽設置數量。 增加生態槽設置數量 (共11處)。 

3. 調整緩坡設置位置、工程量體、數量。 接近中華一街之緩坡改至東側、坡度由1:10改為1:4、緩坡維持設置2座。 

4. 提供物種建議名單，並建議補植原生種灌木。 排水溝左岸沿線種植月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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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02月22日 現場勘查 觀察現地生態狀況，及討論保全對象指認。 

111年03月01日 與縣府承辦、設計單位會議 討論生態保育原則及措施 

111年03月25日 與縣府月會 後續討論生態保育原則及措施 

111年03月31日 細部設計預算書圖審查會 針對生態保全措施建議進行討論 



111年04月27日 與縣府月會 討論大喬木移植事宜 

111年05月24日 與縣府月會 討論大喬木移植事宜 

111年07月11日 與縣府、施工廠商及設計單位會勘 討論大喬木移植事宜，包括施作工法、預計期程等 

111年07月12日 與縣府月會 討論大喬木移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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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