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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崙溪水環境改善(第二期)整體計畫（提案階段） 

一、 計畫說明及範圍 

本計畫以提升城區水廊帶休閒機能、優化水質及提供穩定水量為宗旨，預計於上游段以

自然水廠與水量議題探討、環境自然應減少人為開發為主軸；中游段以找回撒奇萊雅傳

統祭典場域、串聯下游歷史軸帶，完善左岸人本空間、水鳥棲息熱區遊憩規劃為目標；

下游則透過洄瀾灣流水環境改善計畫之配合，完善自行車及人本空間串聯、須美基溪上

游畜牧業廢水污染造成中下游水質議題、河口生態保護(狐蝠棲息地)為目標，進行水環境

改善相關措施及研究，並於本階段進行生態資源盤點。 

二、 執行成果 

(一) 盤點生態資源 

依據開放性資料庫「台灣生物多樣性網格(TBN)」進行周遭生態資料蒐集，可知仁本橋上

下游一帶河段為主要關注區域，此區濕地環境常吸引過境水鳥棲息、覓食，周遭範圍有

鳥類 111 種，保育類鳥類有：灰面鵟鷹、黑翅鳶、魚鷹、游隼、紅隼、烏頭翁、紅尾伯

勞、彩鷸、大濱鷸、燕鴴、環頸雉、黑頭文鳥，其他動物亦紀錄有保育類草花蛇。另外

根據過去 2 年來團隊之觀察記錄，曾有二級保育類鳥類水雉、東方澤鵟及稀有鳥類紫鷺

出現，並有多數候鳥使用此區棲地環境。魚類則曾觀察到菊池氏細鯽，在2017 年臺灣淡

水魚類紅皮書被列為瀕危等級。團隊整理關注物種及其偏好棲地型態如下表所示。 

物種 棲地型態 保育等級 
水雉 棲於於漁塭、河川高灘地、草澤等。 珍貴稀有保育類 
彩鷸 棲於於河川高灘地、草澤等。 珍貴稀有保育類 
東方澤鵟 棲於於河川高灘地與高莖灌叢間。 珍貴稀有保育類 
環頸雉 棲息於樹林底層、平原交界的草生地、灌叢，喜於地面築巢。 珍貴稀有保育類 

黑頭文鳥 棲息於農耕地、草生地、灌叢。 其他應予保育種
類 

菊池氏細
鯽 棲息於濱溪植被帶良好的岸邊緩流水域。 一般類 

(二) 歷年調查文獻資料概要 

花蓮縣政府於109年委託東鈺營造有限公司執行之「美崙溪環境改善計畫-生態棲地復育

及潛在基地調查」當中，針對國福大橋伏流水湧出處（即八堵毛溪匯流口）、須美基溪匯

流口、國強抽水站外側及三仙排水匯流口紀錄有生物資源調查資料，與本案施作範圍一

致，團隊以該篇報告為主要參考資料，再輔以開放性資料庫及生態檢核團隊現勘紀錄，



 

 

進行資料蒐集、提出生態建議並繪製關注區域圖，詳如下表所示。 

調查樣點 植物調查成果 魚類調查成果 鳥類調查成果 

國福大橋伏
流水湧出處 

原生植物性質的有15種（茵陳蒿、鼠
麴草、構樹等），引進之外來種有10
種（空心蓮子草、白花藿香薊、大花
咸豐草、小花蔓澤蘭等），屬於陸域
植物性質的有9種（白花藿香薊、茵陳
蒿、大花咸豐草、銀合歡、構樹、小
葉桑、綠竹、等），屬水生植物性質
的有0種，屬交界帶植物性質的有16
種（空心蓮子草、鼠麴草、小花蔓澤
蘭、輪傘莎草、葎草、香蕉、小花水
丁香、蘆竹、李氏禾、雙穗雀稗、象
草、開卡蘆、睫穗蓼、春蓼、香蒲及
水麻）。 

東部原生魚類性質的有3
種（菊池氏細鯽、何氏棘
鲃及極樂吻鰕虎），屬於
洄游性魚類性質的有0
種，屬引進之外來種有4
種（線鱧、吉利非鯽、尼
羅口孵非鯽及食蚊魚），
屬西部外來種魚類性質
的有2種（馬口魚及粗首
馬口鱲）。 

留鳥性質的有9種，屬引
進之外來種有1種（白尾
八哥），屬冬候鳥性質的
有2種。 

須美基溪匯
流處 

原生植物性質的有23種（野莧、咸豐
草、鱧腸、竹仔菜等）；屬引進之外
來種有18種（大萍、千年芋、青葙、
紫花藿香薊、大花咸豐草、小花蔓澤
蘭、輪傘莎草等），屬於陸域植物性
質的有12種（野莧、青葙、山藥、血
桐等），屬水生植物性質的有5種（大
萍、空心菜、粉綠狐尾藻、布袋蓮、
鴨舌草），屬交界帶植物性質的有24
種（千年芋、紫花藿香薊、大花咸豐
草、咸豐草、鱧腸、小花蔓澤蘭、竹
仔菜、輪傘莎草、碎米莎草、斷節莎
草、木賊、田菁、葎草、稗草、水生
黍、象草、火炭母草、白苦柱蓼、小
花水丁香、水丁香、台灣水龍、白花
水龍、小蕊珍珠草及銅錢草）。 

東部原生魚類性質的有5
種（斑鱧、鯉魚、何氏棘
鲃、台灣石鮒及極樂吻鰕
虎），屬於洄游性魚類性
質的有1種（大鱗龜鮻），
屬引進之外來種有7種
（線鱧、吉利非鯽、尼羅
口孵非鯽、花身副麗魚、
鯁魚、豹紋翼甲鯰及食蚊
魚），屬西部外來種魚類
性質的有3種（臺灣石(魚
賓)、鯽魚及粗首馬口
鱲）。 

留鳥性質的有19種，屬引
進之外來種有2種（亞洲
輝椋鳥及白尾八哥），屬
冬候鳥性質的有13種（大
白鷺、蒼鷺、小環頸鴴、
灰鶺鴒、黃尾鴝、歐洲椋
鳥、灰背椋鳥、紫鷺、中
白鷺、磯鷸、青足鷸、池
鷺及紫鷺）。 

國強排水匯
流處 

原生植物性質的有21種（姑婆芋、茵
陳蒿、竹仔菜、茄冬、野桐、烏臼、
樟樹等），屬引進之外來種有15種（大
萍、千年芋、大花咸豐草、小花蔓澤
蘭等），屬於陸域植物性質的有18種
（姑婆芋、茵陳蒿、茄冬、野桐、烏
臼等），屬水生植物性質的有3種（大
萍、粉綠狐尾藻及布袋蓮），屬交界
帶植物性質的有15種（千年芋、大花
咸豐草、小花蔓澤蘭、竹仔菜等）。 

東部原生魚類性質的有5
種（花鰻鱺、條鰶、何氏
棘鲃、唇(魚骨)及鱔魚），
屬於洄游性魚類性質的
有4種（六帶鰺、黑邊湯
鯉、大口湯鯉及鲻魚），
屬引進之外來種有4種
（吉利非鯽、尼羅口孵非
鯽、花身副麗魚及豹紋翼
甲鯰），屬西部外來種魚
類性質的有3種（臺灣石
(魚賓)、鯽魚及粗首馬口
鱲）。 

留鳥性質的有9種，屬引
進之外來種有1種（白尾
八哥），屬冬候鳥性質的
有1種（蒼鷺）。 

三仙排水匯
流處 

原生植物性質的有17種（野莧、姑婆
芋、鱧腸、竹仔菜、碎米莎草、血桐、
構樹、澀葉榕等），屬引進之外來種
有9種（大花咸豐草、小花蔓澤蘭、輪
傘莎草等），屬於陸域植物性質的有
10種（野莧、血桐、銀合歡等），屬
水生植物性質的有1種（粉綠狐尾

東部原生魚類性質的有1
種（台灣石鮒），屬於洄
游性魚類性質的有4種
（曳絲鑽嘴魚、鯔形湯
鯉、大口湯鯉及大鱗龜
鮻），屬引進之外來種有
3種（吉利非鯽、尼羅口

留鳥性質的有3種，屬引
進之外來種有1種（白尾
八哥），屬冬候鳥性質的
有2種（花嘴鴨及大白
鷺）。 



 

 

調查樣點 植物調查成果 魚類調查成果 鳥類調查成果 
藻），屬交界帶植物性質的有15種（姑
婆芋、大花咸豐草、鱧腸、小花蔓澤
蘭等）。 

孵非鯽及花身副麗魚），
屬西部外來種魚類性質
的有1種（臺灣石(魚賓)）。 

(三) 現地勘查：環境影像紀錄 

本段落以歷年現地勘查結果盤點生態議題，將美崙溪分成上(水源大橋至國福大
橋)、中(國福大橋至新生橋)、下游(新生橋至出海口)分別論述。 

美崙溪上游(水源大橋至國福大橋)長年無水，上游水源由自來水廠截流，周遭亦
無其他水源穩定的支流能補充水源，加上底質易入滲形成伏流，因此該河段經常
為斷流狀態。濱溪植被以銀合歡為主，河灘地大面積開發成球場、公園等設施。 

美崙溪中游(國福大橋至新生橋)段受到八堵毛溪水源挹注，水源逐漸穩定。該河
段為較開闊的瓣狀河道，周遭土地利用型態以農田和魚塭為主，河道整理頻率較
低，水流多自然擺盪的機會並與沙洲形成多元的流態。水域魚類以陸封型態的粗
首馬口鱲、台灣鬚鱲、台灣石𩼧𩼧等西部外來種為主，曾經記錄過菊池氏細鯽(NEN)，
但族群狀況不明。兩岸喬木多數由血桐、構樹、竹林組成；濱溪植被種類豐度高
且多草澤濕地，提供多樣食源及棲地型態，在仁本橋上游一帶多有魚類及兩棲類
之幼苗生育環境，並吸引許多候鳥聚集，形成較穩固之食物網，為花蓮市中的重
要生態熱區之一。 

美崙溪下游(新生橋至出海口)段河道開始束縮，水源穩定，但進入都市區域，加上抽水站

排洪需求，河道整理頻度較高，河道定期進行深槽化工程，流態較為單一。河道整理一

併清除濱溪植被及河灘地的草本親濕植物，週期性擾動使植物相較為單一，高灘地有種

植及自生喬木，此區多公園、自行車道等人造設施。生態部分以出海口段較為豐富，左

岸的泥灘地是水鳥、陸蟹的重要棲地，堤防上的樹林多次記錄到一級保育類台灣狐蝠取

食植栽的果實；水域生物記錄到多種洄游性魚類，如大吻鰕虎、兔頭瓢鰭鰕虎…等。  

 

  
國福大橋下游伏流水湧泉處(111/03/17) 國福大橋下游伏流水湧泉處(111/03/17) 



 

 

  
仁本橋上游 (111/03/17) 仁本橋往上游拍攝 (111/03/17) 

  
須美基溪匯流口 (111/03/17) 須美基溪匯流口 (111/05/19) 

  
新生橋下游國強抽水站往下游拍攝 (111/05/19) 新生橋下游國強抽水站往上游拍攝 (111/05/19) 



 

 

 

 
臨港線鐵路橋上游 (111/04/29) 臨港線鐵路橋下游，往下游拍攝 (111/05/19) 

  
三號橋下游 (111/05/12) 尚志橋上游(111/04/29) 

  
尚志橋下游 (111/05/12) 中正橋下游(111/05/13) 



 

 

  
菁華橋上游 (111/04/29) 曙光橋(111/05/13) 

 

 

美崙溪出海口 (111/04/29)  
     圖片來源：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四) 生態議題及保育對策 

生態保育對策 

針對特定關鍵生物類群或物種的保育對策如下表，其中不同類群生物相皆有相應指標物種，並

針對其對應生活環境列出改善目標及保育策略。 

關鍵類群/物種 對應棲地 保育/復育策略 

臺灣狐蝠 河畔兩岸濃密、提供食源
之大型喬木 

1. [迴避]美崙溪全流域皆有台灣狐蝠食源植物分布，包
括毛柿、欖仁、菲島福木、稜果榕、白肉榕、正榕、
木瓜(番木瓜)、大葉山欖、構樹、小葉桑、瓊崖海棠及
樹杞等，若在後續工程施作範圍內應予以保全。 

2. [增益]若有綠美化需求，優先建議種植上述食源植物
物種。 

3. [減輕]建議盡量保留菁華橋北岸一帶為安靜無光害之
區域，針對現有燈光改變設計，降低照明高度為僅照
射步道地面；噪音可透過動線規劃、密植喬木進行調
整。 

陸蟹 【下游段】 1. 建議以帝王仿相手蟹為指標物種。 



 

 

關鍵類群/物種 對應棲地 保育/復育策略 

曙光橋/菁華橋下泥灘地、
北岸步道排水溝落葉堆與
倒木下、水岸草澤 

2. [迴避]保留水岸邊的草澤環境。 
3. [迴避、增益]保留地表有落葉覆蓋並且潮濕，特別是在

有地表逕流水的環境，並創造植物微棲地（泛指植物
體上的潮濕或蓄水處，如樹洞、樹葉縫隙等）。 

4. [減輕、增益]美崙溪下游菁華橋段北岸步道季節性水
源自山壁滲出，經由水溝通往涵管排水進入美崙溪。
若有新設邊溝排水，建議將涵管打開回復成溪流樣貌，
或重新設計避免垂直、陡峭與光滑的鋪面，導致陸蟹
無法進出或形成生態陷阱。 

5. [增益]建議進行曙光橋之局部污水排入改善。 
6. [增益]若有草溝營造需求，建議使用當地原生水草，如

柳葉箬、中華結縷草、荷蓮豆草等，其具有根系較鬆
散的特性可供陸蟹穿梭移動及躲藏。 

7. [增益]在水利防災可接受之條件下，移動現有圓鼎塊，
創造較完整面積之泥灘地，並以枯木增加環境複雜度。 

水域生物 
魚、蝦、蟹及螺貝
類 

【上游段】 
水質清澈之水岸草澤與緩
流水域 

1. 本區有較多河蚌、石田螺、台灣沼蝦等濾食性底棲生
物，對水質污濁度較為敏感。 

2. 上游段水域生態多樣性高，食物網較穩固，又以原生
種鯰魚、鱸鰻、黃鱔、鱉(爬行類)及外來種泰國鱧為頂
級掠食者，若水質惡化將不利原生種競爭，將可能使
外來種成為優勢族群。 

[減輕]基於以上2點原因，須特別注意在施工過程應避免水
質過度擾動或污水排入造成水質惡化。 

【下游段】 
泥沙混合灘地、水岸草澤
與岸邊緩流 

1. 此區較多洄游性魚類族群，建議可以褐塘鯉、橫列叉
舌鰕虎、短身龍口蛇鰻、拜庫雷鰕虎、似鯉黃黝魚作
為指標物種（上述五種魚類族群量穩定且本區分布
廣）。 

2. 臺灣吻鰕虎及日本鰻鱺為此區被「2017年臺灣淡水魚
類紅皮書名錄」、「IUCN紅皮書名錄」列入極危、瀕
危或接近受脅物種，建議一同關注其族群量。 

3. [迴避、減輕]維持連續性水岸草澤環境（植被需有一定
高度作為生物躲藏及掩蔽空間）。 

鳥類 

【上游段，仁本橋上游】 

溪畔兩岸緩流區、深潭區、
岸邊草澤及高草叢等多種
流態棲地類型 

[迴避、縮小]因此區流態及棲地類型多元，為吸引過境冬候
鳥棲息的重要熱區，應保留此區棲地多樣性，避免擾動範圍
過大或改變棲地型態。 

【下游段】 
出海口處泥沙混和灘地
(退潮後)、出海口內泥灘
地、溪畔兩岸草澤環境 

1. 建議以魚鷹、白腹秧雞、紅冠水雞作為指標物種。候
鳥過境時亦可以高蹺鴴檢視棲地環境狀況。 

2. [迴避、減輕]保留出海口處泥沙混和灘地(退潮後)、出
海口內泥灘地、溪畔兩岸的草澤環境。施工過程應減
輕對其棲地的干擾。 

鹿野草蜥 高灘地高草叢 [迴避]保留或營造高灘地高草叢，並在施工過程降低對其棲
地的干擾。 

兩棲類 濕潤的草生地環境 

1. [迴避]步道排水是維繫此區環境濕潤的重要因子，應
妥善保留水源的注入，並避免施作暗管、暗渠，適度
保留地表逕流水之棲地環境。 

2. [迴避、減輕]注意維持橫向廊道連續性，避免垂直混凝
土構造物施作阻礙其通行。 



 

 

關鍵類群/物種 對應棲地 保育/復育策略 

臺灣水龍、水蓑
衣屬 溪畔兩岸草澤環境 

1. [迴避]原地保留，施工過程迴避其生長點位。 
2. [縮小] 若工程範圍涉及其棲地，以族群量較大的點位

優先保留。 
3. [迴避]後續需留意，不因疏濬、布袋蓮清除等濱溪維護

管理工作而導致其被挖除。 

 

(五) 生態檢核自評表 

詳如附件。 

三、 參考資料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org.tw)。行政院農委會。 

草生復育基地營造及生物資源調查成果報告。 

108 年度花蓮縣洄瀾灣流水環境改善生態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 

四、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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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生態檢核自評表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程
基本
資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美崙溪水環境改善(第二期)整體計畫 

設計單位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花蓮縣政府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國福大橋TWD97(309443, 2656164) 
至 
農兵橋TWD97(312233, 2654888)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15,000 

工程目的 

於上游段以自然水廠與水量議題探討、環境自然應減少人為開發為主軸；中游段以找回撒奇
萊雅傳統祭典場域、串聯下游歷史軸帶，完善左岸人本空間、水鳥棲息熱區遊憩規劃為目標；
下游則透過洄瀾灣流水環境改善計畫之配合，完善自行車及人本空間串聯、須美基溪上游畜
牧業廢水污染造成中下游水質議題、河口生態保護(狐蝠棲息地)為目標，進行水環境改善相關
措施及研究，並於本階段進行生態資源盤點。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研究規劃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案
階
段 

提報核定期間: 111年 5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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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物種及高生
態價值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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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生態保育原
則 

方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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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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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流域範圍內各生物類群及其棲地之保育對策，詳請見「美崙溪水環
境改善(第二期)整體計畫（提案階段）」-附錄二-生態議題及保育對策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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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搭配花蓮縣水環境改善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執行相關生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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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於3/18辦理共學營，，邀請相關單位、在地居民、NGO團體共同參
與，了解美崙溪全河段議題。並於4/12於國福部落辦理國福水文化與生態工作
坊，邀請在地民眾、專家學者、NGO團體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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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d2QK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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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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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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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
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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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民眾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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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設
計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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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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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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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d2QKW6


 

 

二、 
生態保育措
施 

施工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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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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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並納入期監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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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是否確實依提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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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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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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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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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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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階段附表 P-01(1/2) 

治理機關 花蓮縣政府水利科 勘查日期 民國111年5月19日 

工程名稱 

美崙溪水環

境改善(第
二期)整體

計畫 

工
程
類
型 

□自然復育 
□坡地整治 
□溪流整治 
□清淤疏通 
□結構物改善 
■其他 

工程 
地點 

花蓮縣花蓮市 

TWD97
座標 

國福大橋TWD97(309443, 2656164) 
至 
農兵橋 TWD97(312233, 2654888) 

子集水
區名稱  編

號  

集水區屬
性 

□跨縣市集水區□水庫集水區□土石流潛勢溪流□特定水土保持區□重要集水區 
■中央(或縣)管河川   □區域排水       □其他 

工程緣由
目的 

於上游段以自然水廠與水量議題探討、環境自然應減少人為開發為主軸；中游段
以找回撒奇萊雅傳統祭典場域、串聯下游歷史軸帶，完善左岸人本空間、水鳥棲
息熱區遊憩規劃為目標；下游則透過洄瀾灣流水環境改善計畫之配合，完善自行
車及人本空間串聯、須美基溪上游畜牧業廢水污染造成中下游水質議題、河口生
態保護(狐蝠棲息地)為目標，進行水環境改善相關措施及研究，並於本階段進行生
態資源盤點。 

現況概述 

1. 地形:平原 
2. 災害類別: 
3. 災情: 
4. 以往處理情形: 
5. 有無災害調查報告: 
6.其他: 

預
期
效
益 

1.保全對象 
民眾；■社區■部落□學校□房舍___棟 
交通：□橋梁__座、□道路__公尺 
產業：□農地__公頃、□農作物種類___ 
工程設施：□水庫□攔沙壩□固床設施 □
護岸■其他：重要經建公共設施 

2.其他：_______________ 

擬
辦
工
程
概
估
內
容 

上游:自來水廠與水量議題探討、自然環境

應減少人為開發。 

中游:找回撒奇萊雅傳統祭典場域、串聯下

游歷史軸帶，完善左岸人本空間、水鳥棲息

熱區規劃賞鳥眺望台。 

下游:完善自行車及人本空間串聯、須美基

溪上游畜牧業廢水污染造成中下游水質議

題、河口生態保護(狐蝠棲息地) 

坐落 

□一般山坡地 
□林班地、實驗林地、保安林
地、區外保安林 
□公告之生態保護區 
■都市計畫區（農業區） 
□農地重劃區 
□其他：無 

生
態
保
育
評
估 

現況描述： 
1. 陸域植被覆蓋：_90_% 
2. 植被相：■雜木林(銀合歡及陽性先驅

植物) □人工林 □天然林■草地 □農地 
□崩塌地 ■其他：草澤地 

3. 河床底質：岩盤□巨礫■細礫■細砂■
泥質□水泥封底 

4. 河床型態：□瀑布□深潭■淺瀨 
5. 現況棲地評估：國福大橋伏流水湧泉處

(八堵毛溪匯流口)至須美基溪匯流口為
辨狀河道河床區域以礫石為主，河幅寬
度由上游往下游略微縮減，次流路穿插
其中，具備多處湍瀨、淺瀨及岸邊緩流

致災營力 
□山坡崩塌 □溪床沖蝕 
□溪岸溢流 □土石流 
□溪床淤積 ■其他：無 

勘查意見 

□優先處理 
■需要處理 
□暫緩處理 
□無需處理 
□非本單位權責，移請__研處 
□用地取得問題需再協調 

■生態專業人員現勘後意見： 



 

 

針對流域範圍內各生物類群及

其棲地之保育對策，詳請見「美

崙溪水環境改善(第二期)整體計

畫（提案階段）」-附錄二-生態議

題及保育對策內文。 

多種流速水深交錯。兩岸喬木多數由血
桐、構樹、竹林組成，河灘地則由甜根子
草、巴拉草、李氏禾等構成，濱溪植被種
類豐度高且多草澤濕地，提供多樣食源
及棲地型態，伴隨多元魚類、兩棲爬行
類、鳥類等族群棲息，形成較穩固之食
物網，為花蓮市中的重要生態熱區之一。
愈往下游濱溪帶植被多樣性漸減，棲地
狀態穩定但型態較為單一。各生物類群
族群量以外來種比例逐漸增加，洄游性
魚類族群也趨於增加。鐵路橋至農兵橋
現況為疏濬過後的穩定河道，呈現深槽
化，兩岸植被以構樹、血桐、山黃麻與銀
合歡混生，河灘地則為巴拉草及蘆葦組
成的茂密植被帶。 
保育類物種：水雉、彩鷸、東方澤鵟、環
頸雉、黑頭文鳥 
紅皮書物種：菊池氏細鯽(NEN)。 

生態影響 
工程型式：□溪流水流量減少、□溪流型態

改變、□水域生物通道阻隔或棲
地切割、□阻礙坡地植被演替 

施工過程：□減少植被覆蓋、□土砂下移濁
度升高、□大型施工便道施作、
□土方挖填棲地破壞 

保育對策 
■植生復育、□表土保存、■棲地保護、□
維持自然景觀、□增設魚道、□施工便道復
原、□動植物種保育生態監測計畫、□生態
評估工作、□劃定保護區、■以柔性工法處
理、■補充生態調查、□其他 

預定辦理
原因 

■規劃報告優先治理工程(規劃

報告名稱：花蓮縣水環境改善空

間發展藍圖規劃)  

□災害嚴重，急需治理工程 

□未來可能有災害發生之預防性

工程 

□已調查之土石流潛勢溪流內工

程 

□需延續處理以完成預期效益之

工程 

□以往治理工程(年度工程)維護

概
估
經
費 

15,000千元 

會
勘
人
員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黃議新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馮秉華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李宜霖 



 

 

改善 

□配合其他計畫 

＊工程位置圖、現況照片如後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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