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安溪河川生態棲地營造整體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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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吉安溪全

流域進行水環境、部落文化、生態與產業之整體串連規劃，包括水岸河相改善及進行菊

池氏細鯽生態棲地復育之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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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有：東方

大葦鶯、小雲雀、翠鳥、花嘴鴨、白眉鴨、小雨燕、叉尾雨燕、大白鷺、蒼鷺、中白鷺、

池鷺、黃頭鷺、小白鷺、岩鷺、黑冠麻鷺、栗小鷺、黃頸黑鷺、黃小鷺、夜鷺、灰山椒

鳥、灰喉山椒、南亞夜鷹、東方環頸鴴、小環頸鴴、鐵嘴鴴、蒙古鴴、太平洋金斑鴴、

灰斑鴴、黃頭扇尾鶯、棕扇尾鶯、灰頭鷦鶯、褐頭鷦鶯、翠翼鳩、野鴿、珠頸斑鳩、紅

鳩、巨嘴鴉、樹鵲、番鵑、北方中杜鵑、小卷尾、大卷尾、斑文鳥、赤腰燕、家燕、洋

燕、棕沙燕、黑腹燕鷗、白翅黑燕鷗、黑尾鷗、燕鷗、五色鳥、黑枕藍鶲、赤喉鷚、白

鶺鴒、灰鶺鴒、西方黃鶺鴒、東方黃鶺鴒、野鴝、藍磯鶇、黃尾鴝、麻雀、頭烏線、台

灣竹雞、極北柳鶯、小啄木、小鸊鷉、灰水薙鳥、穴鳥、紅嘴黑鵯、白頭翁、白腹秧雞、

紅冠水雞、緋秧雞、高蹺鴴、反嘴鴴、磯鷸、翻石鷸、尖尾濱鷸、寬嘴鷸、彎嘴濱鷸、

長趾濱鷸、田鷸、小杓鷸、中杓鷸、紅領瓣足鷸、黃足鷸、鷹斑鷸、青足鷸、白腰草鷸、

小青足鷸、赤足鷸、反嘴鷸、遠東樹鶯、家八哥、小椋鳥、灰椋鳥、絲光椋鳥、灰背椋

鳥、歐洲椋鳥、山紅頭、小彎嘴、赤腹鶇、白腹鶇、白氏地鶇、棕三趾鶉、戴勝、日菲

繡眼、斯氏繡眼。其中，無保育類物種；黃足鷸、小杓鷸、灰斑鴴、鐵嘴鴴、灰喉山椒

為國內紅皮書接近受脅 (NNT) 物種；台灣竹雞、小彎嘴、五色鳥為台灣特有種。 

魚類：小眼雙邊魚、太平洋雙色鰻鱺、花鰻鱺、泥鰍、鯉、褐塘鱧、珍珠塘鱧、黑頭阿

胡鰕虎、眼斑阿胡鰕虎、大吻鰕虎、日本瓢鰭鰕虎、黑邊湯鯉、大鱗龜鮻、鯔花身鯻。

其中無保育類物種；大吻蝦虎為台灣特有種。 

昆蟲：旖斑蝶、大花斑蝶、星燈蛾、青枯葉蛾、蝦殼天蛾、小青蛾、蠟蟬、寬腹斧螳。 

植物：姑婆芋、長柄菊、番仔藤、槭葉牽牛、大飛揚草、烏桕、海埔姜、榕樹、紫茉莉、

紫花酢漿草、珊瑚珠、茄冬小返魂、銳葉小返魂、地毯草、兩耳草、光果龍葵、瑪瑙珠、

小葉冷水麻。 



 

 

(二) 歷年調查文獻資料概要 

根據 108年花蓮縣政府「花蓮縣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委託專業服務工作」生態檢核補

充調查成果，彙整如下： 

1.水域調查：於南濱路吉安溪橋、東昌橋下游、里仁二號橋、中央路 吉安溪

橋、太昌橋為樣點進行水域調查，結果如下表。 

類群 物種名 特性 
南濱路 

吉安溪橋 

東昌橋 

下游 

里仁 

二號橋 

中央路 

吉安溪橋 
太昌橋 

魚類 

慈鯛科 雜交吳郭魚 Oreochromis spp. 外來種 20 17 3 2  

鯉科 

臺灣石𩼧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5 20 7 5  

粗首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外來種 3 3  2 11 

鯔科 鯔Mugil cephalus  2     

湯鯉科 湯鯉 Kuhlia rupestris  10     

鰕虎科 

日本瓢鰭鰕虎 Sicyopterus 

japonicu 
兩側洄游 4    6 

褐塘鱧 Eleotris fusca  10     

大吻鰕虎 Rhinogobius gigas 兩側洄游  7 1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外來種     5 

條紋細鰕虎 Stenogobius 

genivittatus 
 1     

海龍科 
短尾腹囊海龍 Microphis 

brachyurus brachyurus 
 1     

鰻鱺科 
鱸鰻 Anguilla marmorata 降海洄游 1     

白鰻 Anguilla japonica 降海洄游 1     

鱧科 線鱧 Channa striata 外來種 1 1    

花鱂科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外來種 9 6    

鰍科 
泥鰍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1  

爬蟲 鱉科 中華鱉 Pelodiscus sinensis  1   1  

甲殼動物 
弓蟹科 字紋弓蟹 Varuna litterata 降海洄游  3     

匙指蝦科 衛氏米蝦 Caridina weberi 降海洄游 5 1    

螺貝 

福壽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外來種 51 30 3 7 2 

田螺科 石田螺 Sinotaia quadrata  14 7    

蜆科 臺灣蜆 Corbicula fluminea  7   3  

物種數總計  19 9 4 7 4 



 

 

2.兩棲類爬蟲類： 

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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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成果報告」，針對

吉安溪下游出海口及南濱隔離水道調查結果如下： 

A.爬蟲類：總共調查到 4科 6種，其中以疣尾蝎虎的數量最多，共有 32隻，其次

無疣蝎虎共 5隻，而麗紋石龍子則有 2隻。第二季（春季）的調查在南濱隔離水

道內發現中華鱉，根據「IUCN紅皮書名錄」將其列為易危(VU)等級，但在「2017

年臺灣陸域爬行類紅皮書名錄」中則是暫無危機(LC)等級。兩季調查都沒有發現

蛇類。 

B.兩棲類：總共調查到 1科 1種，為黑眶蟾蜍，共 16隻。 

3.鳥類：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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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成果報告」，針對吉安溪下游出海口及南濱隔離水道調查結果中，共觀察到 28

科 45種共 611隻次。單一種類個體數最多的是白尾八哥共 170隻次為最大宗，

其次為烏頭翁共 115隻次，接著為高蹺鴴共 52隻次。所有鳥種中保育類共 5

種，紅隼、鳳頭蒼鷹、紅尾伯勞、烏頭翁、魚鷹，紅尾伯勞為 3級保育類，其

它都是 2級保育類。而特有種或特有亞種共 10種。 

(三) 現地勘查環境影像紀錄 

吉安溪上游河道水量少，大山橋上游枯水期常為斷流狀態，豐水期時河相型態多樣，有

淺流、瀨區、潭區等交錯，生物棲地型態較豐富。中游段以下整體環境為水泥護岸，僅

部分中游段河道河道兩岸為礫石，護岸外側為草生地並定期受除草維管，河川橫向通透

性遭阻隔嚴重，不利生物棲息。南濱公園多數是短草地，少數的灌叢和行道樹，南濱隔

離水道多呈靜水域。 

 

 

 



 

 

1.  2.  

3. 吉安溪上游大山橋往下游拍攝(111/02/21) 吉安溪上游段瀨區(111/02/21) 

 

4.  

吉安溪上游段北安路(111/02/21) 吉安溪中游段德安六街 (111/04/06) 

5.  6.  

7. 吉安溪中游段慈惠一街設置塊石形成瀨區 
(111/05/03) 

吉安溪中游段慈惠一街 (111/05/03) 



 

 

8.  9.  

10. 吉安溪下游仁里橋往下游拍攝(111/05/03) 吉安溪下游東昌橋(111/03/18) 

11.  12.  

13. 南濱隔離水道進行洄瀾灣流水環境改善工
程施工中(111/05/06) 

吉安溪出海口(111/05/06) 

圖片來源：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圖、生態及環境影像 

(四) 生態議題及保育對策 

本提案預計執行之硬體工程以優化生態棲地為主，其中包含吉安溪主流從北昌橋至南濱

路吉安溪橋河段兩側，打除既有水泥低水護岸，試圖營造多元流態的水域環境。針對特

定關鍵生物類群或物種的保育對策如下表：



 

 

 

關鍵物種 對應棲地 保育/復育策略 

洄游性魚類 
(日本瓢鰭鰕虎、
大吻鰕虎、大口
湯鲤、黑邊湯鯉
及菊池氏細鯽) 

河口、礫石、 
沙岸與兩岸草澤 

1. [減輕]保持洄游廊道暢通，在施作土堤擋水之前應掌握
不同季節水量逕流變化，避免增加沒口機率（自然漂
沙、季節性缺水導致沒口不在此限）。 

2. [減輕]拆除兩側低水護岸，以及機具過水時，應擬定相
關措施，避免水濁度上升超過3天。 

3. [增益]目前高灘地與水域有低水護岸阻隔，因此全流域
近乎沒有濱溪植被，無法創造適合魚類產卵，及幼苗躲
藏的區域，希望藉由工程提升更多濱溪帶面積。 

4. [增益]目前吉安溪流域流態，以急流為主，過於單一，
且流速過快，不利於魚類洄游與棲息，希望藉由工程創
造更多元流態的水域環境。 

棲息高灘地高草
叢之鳥類 

(如扇尾鶯科、雀
科、梅花雀科) 

溪畔長草地 

1. [迴避]吉安溪出海口高草叢區域為主要棲息環境，施工
及施工便道應避開此區域。 

2. [增益]吉安溪兩側高灘地草地大多維持高度維護管理，
形成低矮的草生地環境，較不利該種類鳥類棲息，建議
工程維護管理保持部分溪畔高草地環境，或是分區段除
草。 

中華鱉 
泥灘地、 

河岸高草叢、深潭水域 

1. [迴避]施工範圍採取半半施工或分區段施工，保持部分
低干擾河灘地區域，或是在規劃設計階段盤點中華鱉棲
息熱區、潛在棲地，施工範圍應迴避該區域。 

2. [增益]目前吉安溪流域流態，以急流為主，而中華鱉幼
體需要在岸邊淺水環境覓食，成體則喜好在深潭區域覓
食，希望藉由工程創造吉安溪多元的流態，能夠滿足中
華鱉各個生活使階段所需的水域棲地型態。 

3. [增益]目前吉安溪兩側有水泥低水護岸，過於垂直陡
峭，不利於中華鱉攀爬上岸曬背及產卵，希望藉由工程
敲除兩側低水護岸，營造自然的河灘緩坡，增加橫向廊
道串聯性。 

馬藻、 
南國田字草 

清澈流動水域(馬藻)、水
陸域交界帶(南國田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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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參考資料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org.tw) 

花蓮縣政府，108，花蓮縣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委託專業服務工作生態檢核補充調查成

果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108，花蓮縣洄瀾灣流水環境改善生態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成果報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