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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水系名稱 高屏溪 填表人 陳佳惠 

工程名稱 高屏溪林園堤防河川環境改善工程 設計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紀錄日期 107.10.01 

工程期程 107 年 7 月~ 監造廠商 尚未施工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施工廠商 尚未施工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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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詳 1.2.4、1.2.5、1.3.2 節)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高雄市(縣)林園區(鄉、鎮、市)______里(村)        ；      TWD97 座標  X：120.416839   Y：22.482741    

工程目的 提供紅樹林生長的條件，以增加紅樹林面積，同時增加保護堤防的灘地範圍 

工程概要 木棧道式巡防便道改善 537.2 公尺、PC 巡防便道改善共 589.4 公尺、新設三座觀測平台、挖掘潮汐溝 

預期效益 增加灘地及紅樹林生長面積，提供灘地生物生存利用空間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背 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資料列於第 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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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列於第 1.2.1 節) 

關 注物 種

及 重要 棲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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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樹林植物：紅海欖(五梨跤)、水筆仔、欖李(資料列於第 1.2.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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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溪、林園人工暫定重要濕地  (資料列於第 1.2.1、1.2.4 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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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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列於第 1.2.2~1.2.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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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列於第 1.2.7 節)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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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列於第 1.3.1 節) 

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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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階段時，生態檢核工作尚未有明確辦法，已於調查設計階段執行。  

四、 

民眾參與 

地 方說 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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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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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資料列於第 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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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尚未上網公告                   

調查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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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列於第 1.1 節) 

二、 

設計成果 

生 態保 育

措 施及 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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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列於第 1.3.2 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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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上網公告                   

施工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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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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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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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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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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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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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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覆核 

完 工後 生

態 資料 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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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資料

建檔 

生 態檢 核

資 料建 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 估資 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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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提報核定及調查設計階段生態檢核項目說明 

1.1 專業參與生態背景團隊 

本工程的生態檢核工作由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執行，參與人員

具有豐富的工程生態檢核及生物調查執行經驗，相關的學歷、專業資

歷、專長、執行項目如表1.1-1。工作包含：(1) 套疊法定自然保護區

進行區位判斷、(2) 彙整計畫周邊生態相關文獻，確認周邊是否有關

注物種及重要棲地、(3) 現場進行「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

(4) 勘查紀錄範圍內陸域動植物種類並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5) 計

算紅樹林面積以建立監測指標、(6) 提出生態保育措施並協助研擬施

工自主檢查表作為施工發包的招標文件。 

 

表 1.1-1 生態檢核項目內容執行及撰寫者相關資歷 

1 

姓 名 林雅玲 

服 務 單 位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相 關 學 歷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學系 碩士 

相 關 實 務 經 歷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 

生態相關工作 15 年經驗 

工程生態檢核工作 7 年經驗 

執 行 項 目 

提出關注物種及重要棲地、現場勘查確認工程範

圍及週邊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提出生態

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建議 

2 

姓 名 陳佳惠 

服 務 單 位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相 關 學 歷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碩士 

相 關 實 務 經 歷 
生態相關工作 5 年經驗 

工程生態檢核工作 5 年經驗 

執 行 項 目 

法定自然保護區套疊進行區位判斷、彙整計畫周

邊生態相關文獻、現場勘查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

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現場進行「水利工

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協助研擬施工自主檢查

表作為施工發包的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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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姓 名 宋心怡 

服 務 單 位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相 關 學 歷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碩士 

相 關 實 務 經 歷 生態相關工作 15 年經驗 

執 行 項 目 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計算紅樹林面積 

4 

姓 名 吳首賢 

服 務 單 位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相 關 學 歷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碩士 

相 關 實 務 經 歷 生態相關工作 13 年經驗 

執 行 項 目 調查陸域植物種類、確認生態保全對象 

 

1.2 生態資料蒐集調查 

1.2.1 地理位置 

工程位於高屏溪西岸，範圍從雙園大橋下游至高屏溪口，地理位

置上緊鄰林園石化工業區，經法定自然保護區圖資套疊，工區整體皆

位於「林園人工暫定重要濕地」(名稱依據「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網

站」，後續簡稱「林園人工濕地」)，另外在非法定的生態關注區域上，

屬於國際關注的「屏東高屏溪重要野鳥棲地」之範圍內 (圖1.2.1-1)。 

林園人工濕地北自省道台17線起，南至林園堤防端 (汕尾漁港北

側550公尺處)，是位於高雄最南端的濕地，也是台灣最早復育紅樹林

的地方之一。該濕地係為第七河川局在1980年代，為鞏固高屏溪口西

岸堤防安全、加強保護「林園石化工業區」，於雙園大橋下游堤防內

側岸邊建造丁壩，遂淤積泥沙而形成。1995年元旦，在當時的高雄縣

政府、新希望文教基金會、高雄市野鳥學會及高屏溪綠色聯盟等十二

個團體共同發起的活動裡種下紅樹林樹苗。爾後，高雄縣政府於1996

年起，以一億元經費、為期六年時間逐步整治，並於高屏溪出海口進

行10公頃的紅樹林復育計畫，同時配合在地學校辦理多次的保育推廣

及生態教學活動 (陳俊強，2015)。因紅樹林復育成效良好，林園人工

濕地於2007年被評選於重要濕地名單，內政部亦於2011年1月18日以

台內營字第1000818020號函公告為地方級重要濕地 (高雄市政府，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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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1 工區位置圖 

 

「重要野鳥棲地」 (Important Bird Area / Important Bird and 

Biodiversity Area, 以下簡稱  IBA) 始於 1980年代，由國際鳥盟 

(BirdLife International) 開始提倡並於全球各國推動的概念。屏東高屏

溪重要野鳥棲地範圍屬於海岸或溼地水鳥型棲地，全區由高屏溪口到

舊鐵橋，其範圍內包含兩個地方級重要濕地：大樹人工溼地及林園人

工濕地。其下游至出海口沿岸河谷多為農耕地，而河川邊緣濃密的禾

本科植物、出海口濕地、浮覆地、農耕地及行水區皆是遷移性鳥類的

重要過境地，亦是本地留鳥的重要棲息地。本區域的IBA準則鳥種為

全球性受威脅鳥種黑面琵鷺及群聚性鳥種鸕鶿，其它潛在準則鳥種包

含常有過境的唐白鷺及穩定冬候鳥東方環頸鴴 (呂翊維、洪貫捷、邱

柏瑩，2015)。 

1.2.2 生態文獻蒐集 

工區範圍內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根據文獻資料蒐集結果 (表

1.2.2-1) 分別依 (1) 陸域植物、(2) 陸域動物、(3) 水域生物說明如下： 

(1) 陸域植物 

雙園大橋下游左右兩岸的土地利用形式不同，因此植被組成

也不同。左側溪岸大部分已被開發為農耕地，種植稻米、絲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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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蘆筍、檳榔等經濟作物，部分區域有小面積造林以麻六甲

合歡、大葉桃花心木、青剛櫟、柚木為主，溪邊的高灘地則是以

開卡蘆、象草、巴拉草、大花咸豐草等草本植物為主(康廷工程顧

問企業有限公司，2006；國立屏東科技大學，2012)。 

右側溪岸則是「林園人工濕地」之範圍，以河濱公園及人工

復育紅樹林的方式進行經營管理。溪岸潮間帶主要是水筆仔、欖

李、海茄苳、紅海欖四種復育的紅樹林植物為主，伴有蒺藜、苦

林盤、草海桐等濱海植物之生長，溪濱的長草叢則是以開卡蘆、

蘆葦、甜根子草、狗尾草等禾本科植物為主。自行車道兩旁以鳳

凰木、台灣欒樹及誘蝶植物為主，而堤防至工業區綠帶則是普植

樟樹、臭娘子等行道樹以綠化環境景觀 (陳俊強，2015)。 

(2) 陸域動物 

雙園大橋下游左岸為農耕地，因此鳥種組成以在陸域環境活

動的鳥類為主，如大卷尾、白頭翁、棕三趾鶉、黃鶺鴒、灰鶺鴒、

褐頭鷦鶯、粉紅鸚嘴、斑文鳥、麻雀。右岸的土地利用為河濱公

園、人工濕地與河灘地，鳥種組成以水鳥為主。常見的鳥種有 (1) 

在河灘地覓食的小環頸鴴、東方環頸鴴、高蹺鴴、鷹斑鷸、小青

足鷸、青足鷸、大白鷺、小白鷺、夜鷺、黑面琵鷺、鸕鶿、小燕

鷗；(2) 出現在長草叢的褐頭鷦鶯、灰頭鷦鶯、粉紅鸚嘴；(3) 出

現在紅樹林、雜木林、人工植栽等喬木上的白頭翁、紅尾伯勞、

樹鵲、紅鳩；(4) 在空中覓食的家燕、洋燕。 

(3) 水域生物 

水域生物在溪岸左右兩側的組成無明顯差異。魚類組成多是

河口常見魚種，優勢魚種為生活在砂泥底質地形海域或是河口、

紅樹林等半淡鹹水海域的黑邊鰏、大鱗鮻、鰻鯰。蝦蟹類以棲息

在半淡鹹水的物種為主，優勢種為東方白蝦、鋸緣青蟳、台灣沼

蝦、刀額新對蝦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2012)。而林園人工濕地的

優勢蟹種可依其活動區域分為：(1) 在水域活動的遠海梭子蟹、

鈍齒短槳蟹、鋸緣青蟳、紅斑蟳、勝利黎明蟹；(2) 在潮間帶活

動的雙齒近相手蟹、網紋招潮蟹、弧邊招潮蟹、糾結清白招潮蟹、

方形大額蟹、角眼拜佛蟹、萬歲大眼蟹；(3) 在高灘地活動的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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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圓軸蟹和角眼沙蟹 (邱永昌，2004；陳俊強，2015)。 

 

表 1.2.2-1 林園人工濕地相關文獻資料回顧 

文獻名稱 植物相關論述 動物相關論述 水域生物相關論述 

高屏溪口蟹

類資源 

( 邱 永 昌 ，

2004) 

- - 高屏溪口蟹類記錄

到8科49種，主要分

佈於水域、潮間帶、

高灘地等區域，其

中以活動於水域和

潮間帶的蟹類最

多。 

特有種： 

台灣招潮蟹、台灣

厚蟹 

高屏溪河系

情勢調查計

畫 

(康廷工程顧

問企業有限

公司，2006) 

雙園大橋左岸測站： 

共紀錄76種植物。下游

左岸堤防附近有一片

構樹林，其他樹木如

楝、榕、稜果榕零星分

布，溪邊草生植被以開

卡蘆、象草、巴拉草為

主，荒地及堤防草本植

被以大花咸豐草、美洲

含羞草為主，藤本植物

有南美蟛蜞菊、倒地

鈴、毛西番蓮等。 

雙園大橋左岸測站： 

共紀錄6種鳥類、5種哺

乳類、2種爬蟲類、4種

兩棲類、11種蝶類和3

種蜻蛉目昆蟲。 

特有亞種： 

臺灣鼴鼠、大卷尾、白

頭翁、黃頭扇尾鶯、褐

頭鷦鶯、粉紅鸚嘴、棕

三趾鶉 

保育類： 

III：紅尾伯勞 

雙園大橋左岸測

站： 

本測站以黑邊鰏為

優勢種，佔全部捕

獲量的23%，其餘

的有前鳞鮻、短棘

鰏、曵絲鑚嘴魚、花

身雞魚、環球海鰶、

中華叫姑魚、沙鮻、

彈塗魚、大鱗鮻、灰

鰭鯛、點帶叉舌鰕

鯱，金叉蛇鰕鯱、橫

列叉舌鰕鯱、星雞

魚。 

高屏溪第二

次河川情勢

調查 

(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2012) 

雙園大橋左岸測站： 

共記錄到10科28種，以

禾本科為主 

雙園大橋左岸測站： 

共記錄到哺乳動物3科

4種，鳥類26科51種，兩

棲類4科4種，爬蟲類3

科4種，蝶類5科21種，

蜻蜓5科6種 

特有種： 

本測站為感潮河

段，採獲種類為所

有測站最豐富 

魚類： 

以河口常見魚種為

主，前三項魚種皆

是棲息於河口域的

周緣性淡水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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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名稱 植物相關論述 動物相關論述 水域生物相關論述 

斯文豪氏攀蜥 

特有亞種： 

棕三趾鶉、大卷尾、白

頭翁、樹鵲、褐頭鷦鶯 

保育類： 

I：紅隼 

III：紅尾伯勞 

邊鰏、大鱗鮻、鰻鯰 

蝦蟹類： 

以棲息在半淡鹹水

的物種為主，優勢

種為東方白蝦、鋸

緣青蟳、台灣沼蝦、

刀額新對蝦 

林園紅樹林

人工濕地生

態休閒資源

之探究 

( 陳 俊 強 ，

2015) 

含紅樹林植物共記錄

57科165種，以禾本科

22種最多，潮間帶邊緣

及河床高灘地以甜根

子草及蘆葦為主。堤防

外環道的木本植物則

以樟樹、臭娘子等行道

樹為主，自行車道兩側

高灘地的主要樹種則

為台灣欒樹。 

鳥類： 

共記錄34科89種。單一

科別鳥種中以水鳥屬

性的鳥類居多，陸鳥數

量明顯較少。由調查結

果可知林園人工濕地

大面積的沙洲及浮覆

地吸引大量的冬候鳥，

如鸕鶿、蒼鷺、大白鷺

等，夏候鳥則以鳳頭燕

鷗和黑腹燕鷗為主。 

蟹類： 

共記錄7科35種。 

林園人工暫

定重要濕地

分析報告書 

(高雄市政府，

2017) 

共記錄67科224種，平

常由林園紅樹林保育

學會進行維護管理，沿

自行車車道大量種植

誘蝶植物並補植海濱

植物及景觀植物。 

在雙園大橋上下游各2

公里處觀察到的野鳥

種類有141種，包含水

鳥88種、陸鳥53種，均

屬於沿海河口及平原

型態的鳥類。 

蟹類： 

(資料來自「高屏溪

口蟹類資源」) 

魚類： 

河口環境為淡、海

水混和交會，出現

魚種種類多，優勢

魚種包括鯔科、蝦

虎科、左鰈科、條紋

雞魚科、鯡科、雙邊

魚科。 

註：I：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II：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III：其它應予保育的野生動物 

 

1.2.3 陸域植物調查 

(1) 調查方法 

於調查樣區範圍內，沿區域內可行走之穿越線進行包含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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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化及栽植之維管束植物調查與記錄工作，鑑定及名錄製作。植

物名稱及名錄主要依據「Flora of Taiwan」(Huang et al., 1997-2003)、

「臺灣維管束植物簡誌」(劉和義等，1997~2002) 為主並參酌近

年各種期刊、論文與書籍製作，並註明生態資源特性 (徐國士，

1987，1980；許建昌，1971，1975；劉棠瑞，1960；劉瓊蓮，1993)。

稀特有植物之認定則採用2017年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出版之

「2017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進行稀有及瀕危植物物種評

估。 

(2) 調查結果 

植物調查總共記錄34科85屬93種維管束植物，蕨類植物1科1

屬1種，無裸子植物，雙子葉植物有28科67數73種，種數最多為豆

科13種，菊科8種次之，旋花科6種再次之，其他科別均在5種以

下。單子葉植物有5科17屬19種，其中禾本科最多佔14種，其餘科

別僅1~2種。工區內原生植物共有45種，佔比例48%最高，歸化種

計有39種，佔所有植物42%次高，栽培植物7種，佔所有植物8%，

特有植物僅有2種，佔比例2%最低。喬木計有35種佔38%最高，

草本植物計有33種，佔35%次高，再依序為藤本植物計有13種，

佔14%，灌木植物僅有12種最少，僅佔13% (表1.2.3-1)。 

 

表 1.2.3-1 林園河濱公園植物屬性表 

類群 科 屬 種 特有 原生 歸化 栽培 喬木 灌木 藤本 草本 

蕨類植物 1 1 1 0 1 0 0 0 0 0 1 

裸子植物 0 0 0 0 0 0 0 0 0 0 0 

雙子葉植物 28 67 73 2 36 31 4 33 12 13 15 

單子葉植物 5 17 19 0 8 8 3 2 0 0 17 

合計 34 85 93 2 45 39 7 35 12 13 33 

 

本次調查工區內共有「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VU級 

(易危) 棋盤腳、水茄苳 (穗花棋盤腳) 2種及NT級 (接近威脅) 欖

李、水筆仔及紅海欖3種，其中棋盤腳、水茄苳這2種植物在工區

內皆為人工引種栽植，雖非原生於此之野生族群，因為適應濱海

環境，且花型有特色，適合做為本區的景觀植物。而欖李、水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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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及紅海欖原生於台灣西南沿海地區河口、潮溝、濕地，工區範

圍內之族群不大，大多零星分布，惟紅樹林具保護堤防並提供生

態觀光資源，因3種樹種移植成功率低，建議盡力現地保留，且潮

汐溝現地挖設時，除潮汐溝位置，施工範圍、施工便道等需儘可

能避開紅樹林植物，特別是已經成大樹的植株 (表1.2.3-2)，建議

完全保留，並保護其根系。 

 

表 1.2.3-2 重要稀有紅樹植物位置表 

樹種 座標位置 相片 

欖李 (N22°29'21.69"，E120°24'31.99") 

 

欖李 (N22°29'21.69"，E120°24'31.86") 

 

水筆仔 (N22°29'21.31"，E120°24'32.13") 

 

水筆仔 (N22°29'10.67"，E120°25'1.18") 

 

紅海欖 (N22°29'10.49"，E120°2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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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範圍內主要有靠堤防邊供遊憩的人工植栽帶與人工綠

帶至高屏溪間的天然綠帶兩種植群類型，人工植栽帶較為簡單，

主要由草皮及喬木、灌木叢組成，天然綠帶則有草生地、樹林、

紅樹林等3種型態，各區塊主要優勢種又略微不同，茲將各型態

植被 (圖1.2.3-1) 說明如下： 

 

 

圖 1.2.3-1 工區範圍內植被型態示意圖 

 

(a) 第一區：8k+400~8k+550 

1-1為濱河潮間帶，以草生地為主，主要優勢種有大花咸豐草、

雙花蟛蜞菊、象草等，混生盒果藤、肥豬豆、濱豇豆等。 

1-2以蘆葦為最優勢種，其中鑲嵌小族群海茄苳，並混生馬鞍

藤、蓖麻、田菁等植物。 

1-3因位置略高，較不受潮汐影響，主要以樹林為主，有海茄

苳、欖李、茄苳、可可椰子、雀榕、水黃皮、構樹等，

混生小花蔓澤蘭、巴拉草等草本植物。 

1-4與1-3區類似，位置較高少受潮汐影響，但植物種類以自

生的巴西胡椒木、錫蘭饅頭果、血桐、構樹、南美假櫻

桃為主，也有少數黑板樹、欖仁等人工種植樹種。 

 

 

 

 

 

 

 

 

 

 

 

 

1-1 

1-2 

2-1 

2-4 
2-3 

2-2 

2-5 

3-2 

3-1 

3-3 1-5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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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為人工綠帶，主要以人工種植的車桑子、鳳凰木、棋盤腳、

穗花棋盤腳、蒲桃為主，偶有自生的構樹。 

(b) 第二區：8k+550~8k+650 

2-1為濱溪帶，仍以草生植物為主，主要有象草、大花咸豐草、

巴拉草、甜根子草及鋪地黍鑲嵌而成，混生馬鞍藤、含

羞草、濱豇豆等植物。 

2-2以鋪地黍、大花咸豐草、南美蟛蜞菊為主，混生血桐、欖

仁、海茄苳、肥豬豆等各式喬木或藤本植物。 

2-3主要為海茄苳林，混生零星的欖仁、水筆仔、紅海欖等紅

樹植物。 

2-4以草生環境為主，優勢種為大黍、大花咸豐草，並混生蓖

麻。 

2-5為人工綠帶，主要栽植黃槿、雀榕、鳳凰木。 

(c) 第三區：8k+650~8k+800 

3-1濱高屏溪，主要為草生環境，優勢種為鋪地黍、白茅、大

花咸豐草、南美蟛蜞菊及巴拉草等。 

3-2以灌木叢為主，銀合歡、田菁為優勢種，偶有欖仁、水黃

皮等。 

3-3為人工綠帶末端，已幾乎少有整理跡象，為草生環境，一

樣由大花咸豐草與鋪地黍、白茅等禾草混生而成。 

綜言之，工區主要分成人工綠帶及濱溪的自然植被，範圍內

原生植物種數占了全部植物的48%，係因栽種的植物中有許多原

生樹，如水黃皮、棋盤腳、穗花棋盤腳、黃槿、欖仁及大面積由

白茅、鋪地黍等組成之草生帶。 

1.2.4 棲地類型繪製 

棲地類型於8月13日以空拍機進行現地植被拍攝，配合現地勘查

確認植被類型及人工結構物位置，後續以QGIS軟體進行地圖繪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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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Earth 2017年6月9日影像為底圖，配合空拍照片判斷棲地類型，

大致區分成灘地、人工綠帶（短草地和人工植栽）、高草地、樹林（紅

樹林和雜木林）等四大類，其分類項目說明如表1.2.4-1。 

 

表 1.2.4-1 林園堤防棲地類型及照片 

棲地類別 棲地 照片 

高草地 高草地 

 

本區域灘地在 2009 年莫拉克風災後遭大水沖蝕，2012

年丁壩完成後重新回淤形成灘地，部分區域進行紅樹林

復育其他則讓植物自然演替，全區的植被以高草地覆蓋

的面積最大，主要植物有象草、白芒、蘆葦、大花咸豐

草、巴拉草、甜根子草及鋪地黍鑲嵌而成，混生馬鞍

藤、含羞草、濱豇豆等植物，靠近人工綠地處則有整片

的雙花蟛蜞菊草地。高草地在 2018 年 8 月 23 日大雨過

後，雖有倒伏折損，但灘地及根部仍保留，可在短期內

恢復。具有減緩洪水淘刷保護堤防的功能，同時提供褐

頭鷦鶯等偏好草地的鳥類活動及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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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類別 棲地 照片 

樹林 雜木林 

 

木棧道東側丁壩回淤灘地上除了高草地外，已有高約 2-

3 公尺高的雜木林，包含構樹、楝、欖仁、雀榕、茄

苳、銀合歡等喬木，生長快速與紅樹林有競爭關係，若

要復育紅樹林，必須進行疏枝或疏伐等管理措施。雜木

林分布在工程測量圖的標線 8k+250 至 8k+550 之間。 

樹林 紅樹林 

本區為人工復育之紅樹林，在莫拉克颱風前面積曾高達

4.6 公頃，風災後大幅縮減 (陳俊強，2015)。本次調查

範圍內主要出現在兩個區塊，第一塊在 8k+550 至

8k+620 之間，種類主要為海茄冬，散生水筆仔及紅海

欖，第二塊在 8k+400 至 8k+425 之間，種類為海茄苳、

欖李，兩塊面積合計 0.28 公頃。另外在 8k+350 至

8k+400 之間有欖李小苗，但尚未成林，目前以草本植

物為主，棲地暫時歸類為高草地。紅樹林區有之前挖設

的潮溝，配合紅樹林的根系，提供蟹類棲息。 

人工綠地 短草地 

 
人工綠地主要在木棧道及堤防之間，每年定期 6 次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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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類別 棲地 照片 

草，並養護喬木，以遊憩為主要功能的河濱公園，短草

地的種類為以原生的白茅、鋪地黍為主。 

人工綠地 
人工植

栽 

人工植栽種類以原生植物為主，如水黃皮、棋盤腳、穗

花棋盤腳、黃槿、台灣欒樹，以及部分景觀樹種如鳳凰

木、雞蛋花等，維護得宜樹勢健康，與天然的濱溪植被

串聯成綠帶，提供鳥類、爬蟲類、昆蟲等動物棲息。 

灘地 灘地 

 
淤砂形成的灘地主要出現在 8k+400 至 8k+800 之間，延

伸至出海口方向，為本區域水域底棲生物 (蟹類、螺貝

類、彈塗魚等)的主要棲息環境。灘地面積較小，且易

受大水影響消失，爾後再慢慢回淤，目前屬變動性較高

的棲地，丁壩及消波塊提供物理性的回淤條件，但仍需

由上面植被慢慢穩固灘地的土砂，因此灘地的植被復育

顯得相當重要。 

 

棲地類型分布如圖1.2.4-1，繪製範圍以工區為主，並從自行車道

往河川方向延伸繪製150公尺。工區內大部分的棲地是長草叢，自行

車道兩側主要為人工綠地，雜木林的範圍約從北方木棧道上游100公

尺至北方木棧道下游300公尺，紅樹林則主要分布在工區8k+400-425

及8k+550-620處，而灘地主要分布在木棧道下游的丁壩間，各棲地類

型分布的KML檔請詳附件光碟。以QGIS繪製、計算紅樹林面積共2816

平方公尺，約為0.2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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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4-1 工區範圍內棲地類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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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陸域動物勘查 

陸域動物勘查分別在107年7月18日及9月11日，以穿越線的方式

於各棲地類型間紀錄所發現的陸域動物 (圖1.2.5-1)，紀錄結果與動物

對應之棲地類型如表1.2.5-1所示。人工綠地提供多樣的鳥類及蝶類棲

息；而紅樹林除提供陸域的鳥類、蝶類棲息，同時也為水域生物及兩

棲類動物的重要棲地；雜木林出現鳥種與紅樹林相似；高草地則以偏

好草地的鷦鶯、文鳥為主；灘地則有小白鷺等渉禽以及蟹類，但蟹類

出現的種類遠少於文獻資料，需待蟹類調查再確認是否有減少趨勢。

9月勘查陸續發現冬候鳥出現在工區範圍，如灰斑鶲、紅尾伯勞、虎

鶇、極北柳鶯。 

 

表 1.2.5-1 陸域動物與其對應棲地類型 

棲地類別 棲地 現場記錄動物 

高草地 高草地 
• 鳥類：褐頭鷦鶯、灰頭鷦鶯、斑文鳥 

• 昆蟲：黃蝶、白粉蝶、彩裳蜻蜓 

樹林 雜木林 
• 鳥類：白頭翁、綠繡眼、紅尾伯勞、灰斑鶲 

• 昆蟲：青鳳蝶 

樹林 紅樹林 

• 鳥類：白頭翁、綠繡眼、紅尾伯勞、虎鶇 

• 昆蟲：薄翅蜻蜓、猩紅蜻蜓、紫紅蜻蜓 

• 兩棲爬蟲類：貢德氏赤蛙 

• 水域生物：彈塗魚、雙齒近相手蟹 

人工綠地 短草地 

• 鳥類：黃頭鷺、八哥、洋燕、棕三趾鶉、斑

文鳥、麻雀 

• 昆蟲：青鳳蝶、玉帶鳳蝶、黃蝶、小紫灰

蝶、遷粉蝶、白粉蝶、彩裳蜻蜓、薄翅蜻

蜓、猩紅蜻蜓、紫紅蜻蜓、杜松蜻蜓 

人工綠地 人工植栽 

• 鳥類：白頭翁、綠繡眼、鳳頭蒼鷹、紅鳩、

紅尾伯勞、樹鵲、極北柳鶯 

• 昆蟲：青鳳蝶、玉帶鳳蝶、黃蝶、遷粉蝶、

黃裙脈粉蝶、淡色眉眼蝶、白粉蝶、薄翅蜻

蜓、猩紅蜻蜓、紫紅蜻蜓、杜松蜻蜓 

灘地 灘地 

• 鳥類：小白鷺、蒼燕鷗 

• 昆蟲：褐斑蜻蜓、侏儒蜻蜓 

• 水域生物：凶狠圓軸蟹、弧邊管招潮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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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裙脈粉蝶 

 

淡色眉眼蝶 

 

褐斑蜻蜓 

 

杜松蜻蜓 

 

彈塗魚 

 

雙齒近相手蟹 

圖 1.2.5-1 工區範圍內記錄動物 

 

1.2.6 特殊物種監測調查 

(1) 蟹類調查： 

(a) 調查方法 

蟹類調查以招潮蟹屬的螃蟹為目標對象，因此以工區內

8k+400到8k+700之間的兩個灘地為主要調查區域。調查於白

天退潮時進行，在兩個灘地的潮間帶各選定3個大小為1公尺

×1公尺的方形樣區，紀錄出洞的招潮蟹種類及數量。 

(b) 調查結果與討論 

第一次調查於107年9月11日退潮時進行，8k+400到

8k+700間的兩灘地皆無調查到招潮蟹(圖1.2.6-1)，因此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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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域搜索的方式紀錄蟹類，並於高潮線上的沙灘地裡發現

角眼沙蟹的洞(圖1.2.6-2)。調查結果於8k+400至8k+550的灘

地發現42個洞，8k+550至8k+700的灘地發現17個洞。 

 

 

8k+400 至 8k+550 灘地 

 

8k+550 至 8k+700 灘地 

圖 1.2.6-1 進行蟹類調查之灘地 

 

  

圖 1.2.6-2 角眼沙蟹洞穴 

 

第二次調查於107年10月21日退潮時進行，同樣在兩灘

地內無調查到招潮蟹。口頭訪問在附近作業的漁民及釣客，

皆表示近日沒有在灘地上看到招潮蟹。另於高潮線上的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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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觀察到蟹類的移動痕跡(圖1.6.2-3)，顯示兩灘地裡仍有蟹

類存在、活動。 

 

 

圖 1.2.6-3 蟹類活動痕跡 

 

兩次調查及口頭訪問結果顯示林園人工濕地內目前沒

有招潮蟹或是數量非常稀少，難以藉由單次調查偵測到。推

測可能是自莫拉克颱風沖刷掉河岸邊泥灘地以及紅樹林濕

地陸化的影響，使得林園人工濕地岸邊的灘地變成不適合招

潮蟹的沙質棲地，因此大量降低其族群數量。未來於工程完

成紅樹林栽植後，可藉由定期監測招潮蟹族群數量，以檢視

林園人工濕地岸邊泥灘地的面積變化，並瞭解紅樹林復育成

效。 

(2) 紅樹林害蟲調查： 

(a) 調查方法 

經林園紅樹林保育學會建議增加監測紅樹林害蟲調查。

參考市面上販售的咖啡果小蠹誘捕器型式，以紅色塑膠瓦楞

板製作調查用陷阱，及1：1的比例混和甲醇和乙醇作為氣味

誘引劑，並於林園人工濕地最大的兩片紅樹林裡各放一個陷

阱(圖1.2.6-4)。將蒐集到的昆蟲以顯微鏡檢驗並鑑定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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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6-4 害蟲調查陷阱置放 

 

(b) 調查結果與討論 

於107年9月11日掛設調查陷阱，因大雨預報於107年9月

12日先收回，爾後又於107年9月24日放置至107年10月21日

收回。昆蟲鑑定結果如表1.2.6-1所示，兩片紅樹林的兩次調

查，一共四次採樣都有捕捉到小蠹蟲(圖1.2.6-5)。 

 

表 1.2.6-1 害蟲調查鑑定結果 

 8k+400~8k+550 的紅樹林 8k+550~8k+700 的紅樹林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蛛形目(蜘蛛)   1 1 

蜚蠊目(蟑螂)  1  1 

襀翅目    2 

缺翅目    1 

半翅目  4  10 

纓翅目    2 

鞘翅目     

  金龜子 1    

  蟻形蟲 1 11 2 12 

  小蠹蟲 1 20 2 27 

  隱翅蟲  8 1 6 

  象鼻蟲  2  1 

  其他  34  99 

雙翅目  9  3 

鱗翅目  2  1 (毛蟲) 

膜翅目(螞蟻)    9 

其他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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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蠹蟲 1 

 

小蠹蟲 2 

 

小蠹蟲和象鼻蟲 

 

蜘蛛 

圖 1.2.6-5 調查陷阱採集的昆蟲 

 

根據調查陷阱採樣結果，可能對紅樹林造成危害的昆蟲

主要為象鼻蟲及小蠹蟲。象鼻蟲為植食性昆蟲，成蟲與幼蟲

會吃樹幹、樹根、花、果實或種子，因此有些種類屬於農業

或林業害蟲；小蠹蟲大多生活在衰弱木或剛死亡的木材中。

依據目前調查結果，象鼻蟲及小蠹蟲的數量還不至於對林園

人工濕地的紅樹林造成嚴重危害，但仍需定期監測以即時掌

握危害狀況。建議可購買市售的小蠹蟲誘集器，擺放於紅樹

林內進行小蠹蟲數量監測，同時注意紅樹林植物枯朽的情況，

適時修剪枯木及枯枝，藉由減少小蠹蟲食物來源以減少其族

群數量。 

1.2.7 生態議題及對應之保育原則 

(1) 紅樹林復育：工區內現有的紅樹林係為多年人工栽植復育，且歷

經莫拉克沖毀後重新復育之成果，紅樹林可攔截泥砂、擴大灘地

並減輕風浪對於河岸的直接衝擊，具有維持、穩定河岸的功效，

本件工程潮汐溝的挖設即以人工手法營造紅樹林適合環境，因此

施工手法須以促進紅樹林後續復育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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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雜木林與紅樹林的競爭：灘地上的構樹、苦楝等喬木生長速度較

紅樹林植物快，可能不利紅樹林復育，除引入潮水外，在潮汐溝

周圍需修整其他喬木樹幅，提供紅樹林生長空間。 

(3) 外來種植物阻礙紅樹林生長：樹林的林緣有強勢外來種美洲含羞

草生長，可能會影響紅樹林的拓殖，植物上的勾刺也會影響動物

利用樹林；另有部分紅樹林植株受到小花蔓澤蘭或其他藤蔓類植

物的纏繞，可能會阻礙紅樹林的生長甚至存活，應特別注意並處

理。 

(4) 河口為冬候鳥重要棲息範圍：文獻蒐集結果及重要野鳥棲地之記

錄皆顯示，高屏溪沿岸灘地具有可提供冬候鳥覓食、休憩之功用，

因此每年秋冬季會有大量冬候鳥聚集在此，雖然工區的灘地面積

小，非主要棲息範圍，但仍需注意施工過程對河口候鳥的影響。 

(5) 紅樹林蟹類族群復育：林園人工溼地在莫拉克風災前原有豐富的

蟹類資源，因風災棲地毀損，目前在丁壩間養灘及紅樹林復育工

作後，陸續有弧邊管招潮蟹、凶狠圓軸蟹等蟹類利用，潮汐溝營

造時可能會干擾其棲地，但工程目的之一係為復育紅樹林，其根

系生長之泥灘地可提供蟹類食物及棲所，未來有助於蟹類族群恢

復，但需持續觀察其成效。 

1.3 生態保育對策 

1.3.1 方案評估 

本工程基本設計已參考文化、環境、景觀、生態、安全、經濟、

社會等層面，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包含下列項

目： 

(1) 挖設潮汐溝：提供紅樹林生長的條件，以增加紅樹林面積，同時

增加保護堤防的灘地範圍。 

(2) 設立河岸觀景台：本工程新設之觀景台在既有丁壩上架設，減少

對周邊濱溪植被的開挖、擾動，符合地形地貌改變最小方案原則，

另觀景台完工後可成為提供民眾親近、觀賞河岸風景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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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合在地團體力量：本工程主要提供紅樹林生長的物理環境，後

續紅樹林撫育及管理將交由當地的林園紅樹林保育學會執行，同

時也可持續配合中芸國小的教學活動進行紅樹林生態教育推廣，

除了能凝聚在地居民對林園人工濕地的認同感，也可增進林園人

工濕地的生態休閒功能。 

1.3.2 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 

除參考第1.2.6節生態議題之外，同時依「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

評估」成果 (表1.3.2-1) 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本工程於堤

防外營造潮汐溝及堤防景觀設施整建，不會改變「水域型態多樣性」、

「水域廊道連續性」、「水質」、「底質多樣性」、「水域生產者」，

施工過程主要影響的面向為「水陸域過渡帶」、「溪濱廊道連續性」、

「水生動物豐多度」，工程即在水陸域過渡帶的灘地上進行，可能短

暫干擾棲地及生活在灘地的物種，但本項工程本質為紅樹林棲地復育，

完工後應有正向效益，但仍須注意施工時的細節，針對第1.2.3節的生

態議題，其對應之生態保育措施如下： 

(1) 紅樹林復育：潮汐溝營造時建議保留既有的紅樹林大樹 (如表

1.2.3-2)，以及其根系範圍，實際保留的樹木位置需與施工廠商、

紅樹林保育學會及第七河川局在施工前共同清點及確認。另外，

於擾動過的範圍建議補植紅樹林苗木，避免其他陽性樹種搶先拓

殖。 

(2) 雜木林修枝或移除：潮汐溝營造區若有喬木遮蓋紅樹林植物的生

長，需進行修枝減少其樹冠幅。另外若溝渠位置選擇，優先通過

其他喬木生長位置，以保留紅樹林植物，可視情況移除雜木。潮

汐溝位置及修剪的喬木同樣於施工前由施工廠商、紅樹林保育學

會及第七河川局共同清點及確認。 

(3) 外來種植物移除：參考林園紅樹林保育學會於107年7月18日會勘

時提出之意見，建議清除木棧道北方之南美蟛蜞菊草原 (圖1.3.2-

3)，並補植欖李樹苗以增進紅樹林面積增長。另於樹林邊緣發現

的美洲含羞草 (圖1.3.2-3) 建議移除，避免擴散影響其他植物及

動物棲息。營造區紅樹林及雜木林的小花蔓澤蘭，建議人工移除，



26 

 

避免持續纏繞影響樹木生長。 

(4) 降低對冬候鳥的影響：建議事先規劃好路線、模擬各項工項的操

作方式，尋求最短的施工期程，減少因施工造成冬候鳥的迴避使

用周邊的灘地。 

(5) 蟹類監測：蟹類在施工過程可能因棲地受損或因機具擾動離開，

但長期來看將有助於蟹類的棲地增加，為確保棲地營造的成效，

建議完工後持續進行蟹類監測調查，藉由監測數據檢討並改善後

續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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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1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107 / 9 / 11 填表人 陳佳惠 

水系名稱 高屏溪 行政區       高雄   縣市   林園   鄉鎮區 

工程名稱 高屏溪林園堤防河川環境改善工程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工區 8k+400~8k+550處 位置座標（TW97） TWD97 座標  X：120.416839   Y：22.482741    

工程概述 木棧道式巡防便道改善 537.2公尺、PC巡防便道改善共 589.4公尺、新設三座觀測平台、挖掘潮汐溝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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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量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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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僅於溪濱施作不會改變水域特性。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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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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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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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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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其他 本工程僅於溪濱施作不會改變水域廊道連續性。 

水的特性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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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監測 

■其他 本工程僅於溪濱施作不會改變水質。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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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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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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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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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含羞草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紅樹林植物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流量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

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左岸為農耕地；右岸每一固定距離有設置丁壩，丁壩之間有泥沙淤積成灘地，

灘地邊緣有禾本科植物及紅樹林植物生長。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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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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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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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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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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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阻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紅樹林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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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增加紅樹林植物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增加灘地面積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看不到底質(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

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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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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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僅於溪濱施作不會影響底質多樣性。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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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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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特性 
(G) 

水生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 
 □縮減工程量體或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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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動物

豐多

度 

(原

生 or

外

來) 

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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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指標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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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類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態特性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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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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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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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監測 

■其他 本工程僅於溪濱施作不會影響水域藻類及浮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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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16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12   (總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13   (總分 20 分) 

總和=  41     (總分 80 分) 

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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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

策略。 

3.執行步驟：→  (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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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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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1 木棧道式巡防便道改善及新設觀測平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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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2 PC 巡防便道改善及潮汐溝挖掘位置圖 

 



33 

 

 

高屏溪右岸溪濱 

 

8k+000 之人工綠帶 

 

8k+400~550 之灘地 

 

8k+400~550 之灘地乾潮時 

 

8k+525 潮汐溝 

 

8k+550~700 之灘地 

 

木棧道北方的南美蟛蜞菊草原 

 

樹林邊緣的美洲含羞草 

 

侏儒蜻蜓 

 

呂宋蜻蜓 

圖 1.3.2-3 工程周邊環境及生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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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民眾參與 

第七河川局在高屏溪林園段的堤防整治與棲地營造維護上，自

1995年復育紅樹林以來，持續與中芸國小、林園紅樹林保育學會進行

合作與溝通，本次工程的棲地營造規劃即是參考林園紅樹林保育學會

在當地的觀察紀錄結果進行設計。 

本次工程在規劃設計階段時，第七河川局於107年7月18日邀集林

園紅樹林保育學會、生態顧問公司共同會勘 (圖1.4-1)，討論工程方案

規劃及生態友善措施執行內容。當天會勘意見主要為：(1) 修整潮汐

溝周邊 (8+400K至8+800K) 之喬木，以利紅樹林生長，(2) 於8+400K

至8+800K區段清除南美蟛蜞菊草原，並移植部分預定種植的欖李樹

苗。 

 

 

圖 1.4-1 工程、民間團體、生態人員三方共同會勘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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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施工階段所需之文件 

(1) 施工階段自主檢查表 

為落實設計階段擬定之各項生態保育措施，施工階段以填寫

自主檢查表之方式進行生態措施執行狀況的查核，由工程主辦機

關督責廠商定期填具生態補償自主檢查表，納入品管檢核作業。

依據本件工程的生態保育措施製作成施工自主檢查表、填表說明

(附錄一)，請納入施工計畫的履約文件。 

(2)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表： 

工區範圍內，如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時、施工人員自行發

現或經由民眾提出生態環境產生異常狀況，須填寫環境生態異常

狀況處理表(附錄二)提報工程主辦機關，並通知生態團隊協助處

理。異常狀況類型如下：  

(a) 生態保全對象異常或消失，如：應保護之植被遭移除。  

(b) 非生態保全對象之生物異常，如：魚群及蟹類暴斃、 

        水質渾濁。  

(c) 生態保育措施未確實執行。  

本案施工過程若發現現場生態環境受工程作業影響而產生

傷害時，應立即停止施工作業，並報請相關權責單位研議對策，

並進行複查，直至異常狀況處理完成始可結束查核。 

如發生水體汙染(顏色變異、異味等)，或大量魚群暴斃情況

發生，除通報相關單位外，第一時間亦須將環境狀況記錄下來(拍

照、錄影等)，另需採集異常水體約 500 毫升以上，或是打撈暴

斃之魚體，以利後續檢測並釐清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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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生態檢核施工階段自主檢查表 

 

生態檢核自主檢查表填表需知 

 

1. 於施工階段督責廠商定期填具生態友善機制自主檢查表，納入品

管檢核作業。 

2. 本表於施工期間定期由施工廠商填寫，監造單位查驗。請依編號

檢查生態保全對象及生態友善措施勾選紀錄，並附上能呈現執行

成果之資料或照片。 

3. 檢查生態保全對象時，須同時注意所有圍籬、標示或掛牌完好無

缺，可清楚辨認。 

4. 如發現損傷、斷裂、搬移或死亡等異常狀況，請第一時間通報工

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5. 工程設計或施工有任何變更可能影響或損及生態保全對象或友善

措施，應通報上述單位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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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溪林園堤防河川環境改善工程生態檢核施工階段

自主檢查表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查核點：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   /      

項 

目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1  

紅樹林大樹(欖李#1)保留：潮汐溝營造

時，潮汐溝位置選定或工程機具施作避

開位於 (N22°29'21.69"，E120°24'31.99")

的欖李。 

    

 

    2  

紅樹林大樹(欖李#2)保留：潮汐溝營造

時，潮汐溝位置選定或工程機具施作避

開位於 (N22°29'21.69"，E120°24'31.86")

的欖李。 

    

 

    3  

紅樹林大樹(水筆仔#1)保留：潮汐溝營造

時，潮汐溝位置選定或工程機具施作避

開位於 (N22°29'21.31"，E120°24'32.13")

的水筆仔。 

    

 

    4  

紅樹林大樹(水筆仔#2)保留：潮汐溝營造

時，潮汐溝位置選定或工程機具施作避

開位於 (N22°29'10.67"，E120°25'1.18")

的水筆仔。 

    

 

    5  

紅樹林大樹(紅海欖#1)保留：潮汐溝營造

時，潮汐溝位置選定或工程機具施作避

開位於 (N22°29'10.49"，E120°25'1.22")

的紅海欖。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6  
紅樹林樹苗補植：工程完工後於擾動區

域補植紅樹林樹苗。 
    

 

    7  
雜木林修枝：修剪遮蓋紅樹林植物之

喬木樹冠冠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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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非執行
期間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8  

南美蟛蜞菊草原移除：挖掘潮汐溝

時，同時移除木棧道北方的南美蟛蜞

菊草原。 

    

 

    9  

美洲含羞草移除：挖掘潮汐溝時，同

時移除紅樹林及雜木林邊緣的美洲含

羞草。 

    

 

    10  

降低對冬候鳥的影響：施工動線按照

既定規劃路線行走，不超越規劃範

圍。 

    

 

備註：表格內標示底色的檢查項目請附上照片，以記錄執行狀況及工區生態環境變化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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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態檢核施工階段照片及說明 

1. 紅樹林大樹(欖李#1)保留：潮汐溝營造時，潮汐溝位置選定或

工程機具施作避開位於 (N22°29'21.69"，E120°24'31.99")的欖李。 

[施工前] 

 

[施工階段] 

日期:107.08.22 

說明: 

日期: 

說明: 

2. 紅樹林大樹(欖李#2)保留：潮汐溝營造時，潮汐溝位置選定或

工程機具施作避開位於 (N22°29'21.69"，E120°24'31.86")的欖李。 

[施工前]  

 

[施工階段]  

日期:107.08.22 

說明: 

日期: 

說明: 

3. 紅樹林大樹(水筆仔#1)保留：潮汐溝營造時，潮汐溝位置選定

或工程機具施作避開位於 (N22°29'21.31"，E120°24'32.13")的水筆

仔。 

[施工前]  

 

[施工階段]  

日期:107.08.22 

說明: 

日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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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紅樹林大樹(水筆仔#2)保留：潮汐溝營造時，潮汐溝位置選定

或工程機具施作避開位於 (N22°29'10.67"，E120°25'1.18")的水筆

仔。 

[施工前]  

 

[施工階段]  

日期:107.08.22 

說明: 

日期: 

說明: 

5. 紅樹林大樹(紅海欖#1)保留：潮汐溝營造時，潮汐溝位置選定

或工程機具施作避開位於 (N22°29'10.49"，E120°25'1.22")的紅海

欖。 

[施工前]  

 

[施工階段]  

日期:107.08.22 

說明: 

日期: 

說明: 

6. 紅樹林樹苗補植：工程完工後於擾動區域補植紅樹林樹苗。 

[補植時]  

 

 

日期: 

說明: 

日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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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雜木林修枝：修剪遮蓋紅樹林植物之喬木樹冠冠幅。 

[修枝時]  

 

 

日期: 

說明: 

日期: 

說明: 

8. 南美蟛蜞菊草原移除：挖掘潮汐溝時，同時移除木棧道北方的

南美蟛蜞菊草原。 

[移除時]  

 

 

日期: 

說明: 

日期: 

說明: 

9. 美洲含羞草移除：挖掘潮汐溝時，同時移除紅樹林及雜木林邊

緣的美洲含羞草。 

[移除時]  

 

 

日期: 

說明: 

日期: 

說明: 

註：1. 請依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

片，照片需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

攝。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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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異常狀況類型 
□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過大 □水質渾濁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發

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說明： 

1.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 

2.複查行動可自行增加欄列以至達複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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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植物調查名錄 

門 科別 學名 中名 稀有 來源 型態 

蕨類

植物 

金星蕨科 Ampelopteris prolifera (Retz.) Copel. 星毛蕨   原生 草本 

雙子

葉植

物 

爵床科 Avicennia marina (Forssk.) Vierh. 海茄冬   原生 喬木 

莧科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 ex DC. 蓮子草   歸化 草本 

莧科 Amaranthus viridis L. 野莧菜   歸化 草本 

漆樹科 Mangifera indica L. 芒果   歸化 喬木 

漆樹科 Schinus terebinthifolia Raddi 巴西胡椒木   歸化 喬木 

番荔枝科 Annona glabra Linn. 圓滑番荔枝   栽培 喬木 

夾竹桃科 Alstonia scholaris (L.) R. Br. 黑板樹   歸化 喬木 

夾竹桃科 Cerbera manghas L. 海檬果   原生 喬木 

菊科 Aster subulatus Michx. 掃帚菊   歸化 草本 

菊科 Bidens alba var. radiata (Sch. Bip.) R.E. 

Ballard ex Melchert 

大花咸豐草   歸化 草本 

菊科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歸化 藤本 

菊科 Pectis prostrata Cavanilles 伏生香檬菊   栽培 草本 

菊科 Pluchea carolinensis (Jacq.) G. Don 美洲闊苞菊   歸化 草本 

菊科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歸化 草本 

菊科 Wedelia trilobata (L.) Hitchc. 南美蟛蜞菊   歸化 草本 

菊科 Wollastonia biflora (L.) DC. 雙花蟛蜞菊   原生 灌木 

紅厚殼科 Calophyllum inophyllum L. 瓊崖海棠   原生 喬木 

大麻科 Trema orientalis (L.) Blume 山黃麻   原生 喬木 

山柑科 Crateva adansonii subsp. formosensis 

Jacobs 

魚木   特有 喬木 

使君子科 Lumnitzera racemosa Willd. 欖李 NT 原生 喬木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catappa L. 欖仁   原生 喬木 

旋花科 Cuscuta australis R. Br. 菟絲子   原生 藤本 

旋花科 Ipomoea indica (Burm.) Merr. 銳葉牽牛   歸化 藤本 

旋花科 Ipomoea obscura (L.) Ker Gawl. 野牽牛   歸化 藤本 

旋花科 Ipomoea pes-caprae subsp. brasiliensis 

(L.) A. St.-Hil. 

馬鞍藤   原生 藤本 

旋花科 Merremia gemella (Burm. f.) Hallier f. 菜欒藤   原生 藤本 

旋花科 Operculina turpethum (L.) Silva Manso 盒果藤   原生 藤本 

大戟科 Chamaesyce serpens (Kunth) Small 匍根大戟   歸化 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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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科別 學名 中名 稀有 來源 型態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L.) Mull. Arg. 血桐   原生 喬木 

大戟科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歸化 灌木 

豆科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煉莢豆   原生 草本 

豆科 Canavalia lineata (Thunb.) DC. 肥豬豆   原生 藤本 

豆科 Centrosema pubescens Benth. 山珠豆   歸化 藤本 

豆科 Delonix regia (Bojer ex Hook.) Raf. 鳳凰木   歸化 喬木 

豆科 Desmodium triflorum (L.) DC. 蠅翼草   原生 草本 

豆科 Indigofera suffruticosa Mill. 野木藍   原生 灌木 

豆科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歸化 喬木 

豆科 Millettia pinnata (L.) Panigrahi 水黃皮   原生 喬木 

豆科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ht ex 

Sauvalle 

美洲含羞草   歸化 草本 

豆科 Mimosa pigra L. 刺軸含羞木   歸化 灌木 

豆科 Mimosa pudica L. 含羞草   歸化 草本 

豆科 Sesbania cannabina (Retz.) Poir. 田菁   歸化 灌木 

豆科 Vigna marina (Burm.) Merr. 濱豇豆   原生 藤本 

唇形科 Premna serratifolia L. 臭娘子   原生 喬木 

唇形科 Vitex negundo L. 黃荊   原生 灌木 

玉蕊科 Barringtonia asiatica (L.) Kurz 棋盤腳 VU 原生 喬木 

玉蕊科 Barringtonia racemosa (L.) Spreng. 水茄苳 VU 原生 喬木 

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歸化 灌木 

錦葵科 Hibiscus tiliaceus L. 黃槿   原生 喬木 

錦葵科 Urena lobata L. 野棉花   原生 草本 

楝科 Melia azedarach L. 楝   原生 喬木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 ex 

Vent. 

構樹   原生 喬木 

桑科 Morus alba L. 桑樹   栽培 喬木 

文定果科 Muntingia calabura L. 南美假櫻桃   歸化 喬木 

桃金孃科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歸化 喬木 

桃金孃科 Syzygium jambos (L.) Alston 蒲桃   歸化 喬木 

柳葉菜科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P.H. Raven 水丁香   原生 草本 

西番蓮科 Passiflora foetida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毛西番蓮   歸化 藤本 

葉下珠科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苳   原生 喬木 

葉下珠科 Glochidion philippicum (Cav.) C.B. 

Rob. 

菲律賓饅頭

果 

  原生 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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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科別 學名 中名 稀有 來源 型態 

紅樹科 Kandelia obovata Sheue, H.Y. Liu & J. 

Yong 

水筆仔 NT 原生 喬木 

紅樹科 Rhizophora stylosa Griff. 紅海欖 VU 原生 喬木 

茜草科 Ixora williamsii Sandwith 矮仙丹花   栽培 灌木 

茜草科 Morinda citrifolia L. 檄樹   原生 喬木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原生 藤本 

芸香科 Murraya exotica L. 月橘   原生 灌木 

芸香科 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Siebold & 

Zucc.  

刺蔥   原生 喬木 

無患子科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鈴   歸化 藤本 

無患子科 Dodonaea viscosa Jacq. 車桑子   原生 喬木 

無患子科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特有 喬木 

馬鞭草科 Duranta repens L. 金露花   歸化 灌木 

馬鞭草科 Lantana camara L. 馬櫻丹   歸化 灌木 

馬鞭草科 Stachytarpheta urticaefolia (Salisb.) 

Sims. 

長穗木   歸化 灌木 

單子

葉植

物 

棕櫚科 Cocos nucifera L. 可可椰子   栽培 喬木 

天門冬科 Agave sisalana Perrine ex Engelm. 瓊麻   歸化 草本 

鴨跖草科 Commelina auriculata Blume 耳葉鴨跖草   原生 草本 

莎草科 Cyperus involucratus Rottb. 輪傘莎草   栽培 草本 

莎草科 Cyperus odoratus L. 斷節莎   原生 草本 

禾本科 Arundo donax L. 蘆竹   原生 草本 

禾本科 Axonopus compressus (Sw.) P. Beauv. 地毯草   歸化 草本 

禾本科 Bambusa oldhamii Munro 綠竹   栽培 喬木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Forssk.) Stapf 巴拉草   歸化 草本 

禾本科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歸化 草本 

禾本科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原生 草本 

禾本科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原生 草本 

禾本科 I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 (Nees) 

C.E. Hubb. 

白茅   原生 草本 

禾本科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歸化 草本 

禾本科 Panicum repens L. 舖地黍   歸化 草本 

禾本科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歸化 草本 

禾本科 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Trin. ex 

Steud. 

蘆葦   原生 草本 

禾本科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E. 紅毛草   歸化 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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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科別 學名 中名 稀有 來源 型態 

Hubb. 

禾本科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原生 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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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高屏溪林園堤防河川環境改善工程」生態

友善建議 

會勘日期：107 年 7 月 18 日 

會勘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高雄市林園區紅樹林保育學會、漢林生

態顧問有限公司 

意見彙整：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一、 彙整當天保育學會及本公司意見，相關施工建議如下，建議酌參摘錄至施

工說明或契約書中，以確保生態保育措施能順利執行。 

1. 為提供適合紅樹林生長之環境，潮汐溝周邊(8+400K 至 8+800K)建議進

行喬木修整，彙整當天會勘意見如下： 

(1) 保留區域內的原生種大樹(樹徑 15 公分以上)，但可依據其生長速度

類型進行調整，生長速度較慢的苦楝、樟樹的大樹建議完整保留，

若與溝渠配置或施工動線衝突，則請示業主同意後才可移除。速生

樹種如構樹、血桐等若與配置或動線衝突，則可移除。 

(2) 移除區域內地外來種植物，如麵包樹、銀合歡。 

(3) 區域內原生樹種可適度的修剪樹冠及枝條，以增加光線照射。 

(4) 施工前建議會同生態人員或林園紅樹林保育學會成員，共同確認紅

樹林復育區域內之需保留、修枝或移除的大樹位置。 

2. 為增加紅樹林可復育之區域，建議於 8+400K 至 8+800K 區段 (下圖)，

清除觀賞步道北方之南美蟛蜞菊草原，並移植部分預定種植的欖李樹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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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規劃以濕地復育為目標，因此本團隊後續調查將著重於建立監測基準

值，以利後續進行成效追蹤及評估。 

1. 紅樹林植被狀況監測：挖設潮汐溝有利溼地紅樹林植物生長，調查成果

需呈現面積成長及植物種類變化，因此調查工作將包含植被圖繪製及植

物物種調查，以評估紅樹林面積以及植物種類組成。保育協會提到紅樹

林受天牛及蠹蟲危害，因此會增加害蟲調查，以確認本區域的害蟲種類

及數量。 

2. 灘地生物調查：丁壩囚砂情況良好逐漸形成穩定的灘地，可提供蟹類及

其他灘地生物生存，將進行灘地蟹類及底棲無脊椎動物調查。 

3. 棲地類型及對應動物項調查：本區域積極營造多樣的棲地，為評估其成

效及動物利用狀況，將以空拍圖及現地調查繪製棲地圖，配合鳥類、蝶

類、蜻蜓、哺乳動物、兩棲爬蟲類調查，呈現當地動物與棲地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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