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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1 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 110 年  5  月  21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6  月  1  日 

紀錄人員 郭晉峰、梅瑋豐 勘查地點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

工程工區範圍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郭晉峰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確認施工前設計階段生態保全對象、生態議題 

梅瑋豐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確認施工前設計階段生態保全對象、生態議題 

黃國照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工地主任 瞭解施工階段生態保全對象及生態議題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郭晉峰、梅瑋豐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黃國照 

1. 本案範圍位於新竹頭前溪左岸棲地河岸

環境，工程起點自上游經國大橋區域往

下游延伸至舊港大橋，長度約 10 公里。

2. 頭前溪左岸棲地環境由天然及人工植被

共同組成，土地利用現況多雜木林、草

地及公園設施為主體。 
3. 既有重要棲地資源包含沿岸之喬木、生

態池及灌木草叢。 
4. 重要生態保全對象主要為台灣大豆、螢

火蟲、魚鷹及台灣八哥等。 
5. 左岸沿線植群相單一，並可見大量銀合

歡；另有外來種菟絲子、大花咸豐草及

河口處之互花米草。 

1. 將配合辦理施工階段之各項生態檢核作

業。 
2. 現場施工人員將依據生態保全對象造冊說

明，保留關注對象或棲地品質，減輕施工

造成之擾動。 
3. 本案掘除施作範圍如外來種銀合歡、菟絲

子及互花米草將於本工程期間內清整移

除，並進行植栽工程。 

分區 1 

1. 重要生態保全對象主要為聚藻、毛木蘭

台灣八哥、水雉。 
2. 沿線植群可見大量銀合歡。 
3. 既有重要棲地如柯子湖、沿岸之喬木等。

目前屬施工中，本區處理方式如下： 
1. 將配合辦理施工階段之各項生態檢核作

業，並依據生態保全對象造冊說明，保留

關注對象或棲地品質，減輕施工造成之擾

動。 
其中毛木蘭植群為於本計畫清除及掘除之

範圍，故本計畫以警示帶標示，並保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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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範圍 
2. 配合本計畫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之工程，

進行外來種銀合歡之清除。 
3. 於施工階段避免造成周邊棲地生態破壞，

包含人為垃圾妥善處理、避免影響生態池

水質(柯子湖等生態池)等。 
 

分區 2 

1. 重要生態保全對象主要為台灣大豆、臭

根子草、白羊草、蘆竹、台灣窗螢、水雉、

台灣八哥。 
2. 沿線植群可見大量銀合歡及部分菟絲

子。 
3. 既有重要棲地如柯子湖等生態池、沿岸

之喬木等。 

目前屬施工中，本區處理方式如下： 
1. 將配合辦理施工階段之各項生態檢核作

業，並依據生態保全對象造冊說明，保留

關注對象或棲地品質，減輕施工造成之擾

動。 
其中蘆竹植群為於本計畫清除及掘除之範

圍，故本計畫以警示帶標示，並保留其棲

地範圍 
2. 配合本計畫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之工程，

進行外來種銀合歡、菟絲子之清除。 
3. 於施工階段避免造成周邊棲地生態破壞，

包含人為垃圾妥善處理、避免影響生態池

水質等。 
分區 3 

1. 重要生態保全對象主要為台灣大豆(現
場並未發現)、台灣窗螢、水雉、台灣八

哥、草花蛇。 
2. 沿線植群可見大量銀合歡。 
3. 既有重要棲地如沿岸之喬木、灌木草叢

等。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未來施工時之

執行方式如下： 
1. 未來施工時，將配合辦理施工階段之各項

生態檢核作業，並依據生態保全對象造冊

說明，保留關注對象或棲地品質，減輕施

工造成之擾動。 
其中現場雖未發現台灣大豆，而本計畫亦

依照「生態保全對象造冊說明」進行確認，

避免因施工期間車輛進出、工程施作而破

壞其棲地。 
2. 本分區並無規劃相關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

之工項，且避免過度清除及掘除銀合歡可

能造成地表裸露，導致塵土飛楊，喪失防

風的效果，故本分區之銀合歡仍維持原狀。

3. 於施工階段避免造成周邊棲地生態破壞，

包含人為垃圾妥善處理、避免影響生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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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等。 
 

分區 4 

1. 重要生態保全對象主要為台灣大豆(現
場發現)、草花蛇。 

2. 既有重要棲地如沿岸之喬木、灌木草叢

等。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未來施工時之

執行方式如下： 
1. 未來施工時，將配合辦理施工階段之各項

生態檢核作業，並依據生態保全對象造冊

說明，保留關注對象或棲地品質，減輕施

工造成之擾動。 
其中現場發現台灣大豆，非屬清除及掘除

範圍，應避免因施工期間車輛進出、工程

施作而破壞其棲地。 
2. 於施工階段避免造成周邊棲地生態破壞，

包含人為垃圾妥善處理、避免影響生態池

水質、保全部分既有喬、灌木等。 
分區 5 

1. 重要生態保全對象主要為台灣窗螢、台

灣八哥、草花蛇。 
2. 沿線植群可見大量銀合歡。 
3. 既有重要棲地如沿岸之喬木、灌木草叢

等。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未來施工時之

執行方式如下： 
1. 未來施工時，將配合辦理施工階段之各項

生態檢核作業，並依據生態保全對象造冊

說明，保留關注對象或棲地品質，減輕施

工造成之擾動。 
2. 配合本計畫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之工項，

進行外來種銀合歡之清除。 
3. 於施工階段避免造成周邊棲地生態破壞，

包含人為垃圾妥善處理、避免影響生態池

水質、保全部分既有喬、灌木等。 
分區 6 

1. 重要生態保全對象主要為台灣窗螢、台

灣八哥、台灣畫眉。 
2. 沿線植群可見大量銀合歡。 
3. 既有重要棲地如沿岸之喬木、灌木草叢

等。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未來施工時之

執行方式如下： 
1. 未來施工時，將配合辦理施工階段之各項

生態檢核作業，並依據生態保全對象造冊

說明，保留關注對象或棲地品質，減輕施

工造成之擾動。 
2. 配合本計畫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之工項，

進行外來種銀合歡之清除。 
3. 於施工階段避免造成周邊棲地生態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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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人為垃圾妥善處理、保全部分既有

喬、灌木等。 
分區 7 

1. 重要生態保全對象主要為聚藻、水蔗草。

2. 沿線植群可見大量銀合歡。 
3. 既有重要棲地如沿岸之喬木、灌木草叢

等。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未來施工時之

執行方式如下： 
1. 未來施工時，將配合辦理施工階段之各項

生態檢核作業，並依據生態保全對象造冊

說明，保留關注對象或棲地品質，減輕施

工造成之擾動。 
2. 配合本計畫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之工項，

進行外來種銀合歡之清除。 
3. 於施工階段避免造成周邊棲地生態破壞，

包含人為垃圾妥善處理、保全部分既有

喬、灌木等。 
分區 8 

1. 重要生態保全對象主要為毛蓼(現勘時

並未發現)、魚鷹。 
2. 沿線植群可見大量銀合歡。 
3. 既有重要棲地如沿岸之喬木、灌木草叢

等。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未來施工時之

執行方式如下： 
1. 未來施工時，將配合辦理施工階段之各項

生態檢核作業，並依據生態保全對象造冊

說明，保留關注對象或棲地品質，減輕施

工造成之擾動。 
2. 配合本計畫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之工項，

進行外來種銀合歡之清除。 
3. 於施工階段避免造成周邊棲地生態破壞，

包含人為垃圾妥善處理、保全部分既有

喬、灌木等。 
分區 9 

1. 重要生態保全對象主要為野木蘭、台灣

八哥。 
2. 沿線植群可見大量銀合歡、菟絲子。 
3. 既有重要棲地如沿岸之喬木、灌木草叢

等。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未來施工時之

執行方式如下： 
1. 未來施工時，將配合辦理施工階段之各項

生態檢核作業，並依據生態保全對象造冊

說明，保留關注對象或棲地品質，減輕施

工造成之擾動。 
2. 本分區並無規劃相關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

之工項，且避免過度清除及掘除銀合歡可

能造成地表裸露，導致塵土飛楊，喪失防

風的效果，故本分區之銀合歡仍維持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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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施工階段避免造成周邊棲地生態破壞，

包含人為垃圾妥善處理、保全部分既有

喬、灌木等。 
分區 10 

1. 重要生態保全對象主要為鷦鶯、雲雀、彩

鷸。 
2. 沿線植群可見大量銀合歡、菟絲子。 
3. 既有重要棲地如沿岸之喬木、灌木草叢

及水體等。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未來施工時之

執行方式如下： 
1. 未來施工時，將配合辦理施工階段之各項

生態檢核作業，並依據生態保全對象造冊

說明，保留關注對象或棲地品質，減輕施

工造成之擾動。 
2. 配合本計畫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之工項，

進行外來種銀合歡之清除。 
3. 於施工階段避免造成周邊棲地生態破壞，

包含人為垃圾妥善處理、保全部分既有喬、

灌木及避免影響周邊水體水質。 
分區 11 

1. 重要生態保全對象主要為台灣鐵莧、台

灣八哥、彩鷸。 
2. 沿線植群可見大量銀合歡、菟絲子。 
3. 既有重要棲地如沿岸之喬木、灌木草叢

及水體等。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未來施工時之

執行方式如下： 
1. 未來施工時，將配合辦理施工階段之各項

生態檢核作業，並依據生態保全對象造冊

說明，保留關注對象或棲地品質，減輕施

工造成之擾動。 
2. 本分區並無規劃相關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

之工項，且避免過度清除及掘除銀合歡可

能造成地表裸露，導致塵土飛楊，喪失防

風的效果，故本分區之銀合歡仍維持原狀。

3. 於施工階段避免造成周邊棲地生態破壞，

包含人為垃圾妥善處理、保全部分既有喬、

灌木等。 
分區 12 

1. 重要生態保全對象主要為招潮蟹棲息灘

地。 
2. 沿線植群可見大量銀合歡、菟絲子。 

目前屬施工中，本區處理方式如下： 
1. 未來施工時，將配合辦理施工階段之各項

生態檢核作業，並依據生態保全對象造冊

說明，施工期間縮小機械拆除影響範圍。

2. 配合本計畫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之工項，

進行外來種銀合歡之清除。 
3. 於施工階段避免造成周邊棲地生態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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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為垃圾妥善處理等。 

分區 13 

1. 重要生態保全對象主要為招潮蟹棲息灘

地。 
2. 出海口可見外來種互花米草植群。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未來施工時之

執行方式如下： 
1. 未來施工時，將配合辦理施工階段之各項

生態檢核作業，並依據生態保全對象造冊

說明，避免大範圍開挖岸邊棲地。 
2. 妥善清除互花米草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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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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勘查 處理情形 

分區 1 

  

關注物種聚藻 施工中保持其棲地狀態 

  

關注物種毛木蘭 施工中保持其棲地狀態 

  

重要棲地環境-柯子湖 施工中保持其棲地狀態 

分區 2 

  

關注物種蘆竹 施工中保持其棲地狀態 

 

非屬施工範圍，維持其施工前狀態。 

生態棲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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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施工範圍，維持其施工前狀態。 

關注物種臭根子草  

  

關注物種白羊草 施工中保持其棲地狀態 

 

非屬施工範圍，維持其施工前狀態。 

關注物種台灣大豆  

分區 3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生態棲地環境(台灣窗螢)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生態棲地環境(台灣八哥)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生態棲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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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窗螢、台灣大豆及草花蛇) 

分區 4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關注物種台灣大豆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生態棲地環境(台灣八哥)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生態棲地環境(草花蛇)  

分區 5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生態棲地環境(台灣窗螢)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生態棲地環境(台灣八哥)  

分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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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生態棲地環境(台灣八哥)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生態棲地環境(台灣畫眉、台灣八哥)  

分區 7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生態棲地環境(水蔗草-位於堤岸下方)  

分區 8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生態棲地環境(毛蓼(現勘時並未發現))  

分區 9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生態棲地環境 
(野木蘭(現勘時並未發現)、台灣八哥) 

 

分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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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生態棲地環境(鷦鶯、雲雀)  

分區 11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生態棲地環境(彩鷸、台灣八哥、台灣鐵莧)  

分區 12 

  

河岸蟹類棲息地 縮小機械拆除影響範圍 

分區 13 

 

目前尚未施工，屬施工前狀態。 

互花米草植群須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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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2 生態評估分析紀錄表 
工程名稱 
（編號）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

改善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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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專案經理 
郭晉峰 碩士 5 年以上 環境影響評估、生態檢核、生態

環境科學、污水工程設計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工程師 
梅瑋豐 碩士 1 年以上 地理資訊系統、環境影響評估、

生態檢核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本案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以「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成
果為依據辦理，相關生態資料資訊及生態議題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organization/hcc_tcr_ecomap_2020，並為本案施工階段生
態檢核作業參考。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1)整體新竹左岸生態棲地： 
現地環境全區為都市綠地開放空間，棲地類型多樣，包含草地、灌叢、林木、草
澤溼地、池塘及辯狀河岸棲地等；本案棲地植群可見外來種銀合歡及部分菟絲
子、互花米草入侵，尤其銀合歡已使新竹左岸植物多樣較為單一化；雖工區範圍
內自然棲地與人為活動設施交錯，平時易受人為干擾，但仍保有台灣窗螢、魚鷹
及台灣八哥棲息地條件，另調查到稀有植物台灣大豆，應避免產生本案施工期間
之擾動或負面影響，尤其台灣窗螢棲息草叢及既存喬木應保護，另外生態池水質
應維持原有品質，不受施工期間地表逕流的影響。 

(2)本月施工分區 1、2： 
全區為都市綠地開放空間，分區 1、2 自然棲地與人為活動設施交錯，而受到外
來種銀合歡等影響，使其逐漸趨向單一化。現地亦保有關注物種如毛木蘭、聚
澡、白羊草、蘆竹、台灣窗螢、水雉及台灣八哥之棲地，而稀有植物台灣大豆(位
於分區 2)。因此，於本案施工期間包(含清除雜草雜木、施工便道設置等)應避免
擾動或負面影響關注物種及其棲地生態，維持其生物多樣性並適度清除強勢銀合
歡。 

(3)本月施工分區 12： 
全區為都市綠地開放空間，其中分區 12 人為活動設施比例相對更高，其周邊植
物多為人為栽種及部分土地成為農田使用，屬於受人為影響干擾程度較高的地
區。本區關注物種為河灘地中招潮蟹，本區施工之腳踏車護欄設置可能涉及河灘
地中招潮蟹棲地環境，應盡可能縮小施工範圍(含施工便道)，以利降低對其生態
衝擊影響。 

4.棲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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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子湖溪排水棲地 110.05.27 生態池(台灣窗螢、水雉棲地) 110. .05.27 

生態池(台灣八哥棲地) 110.05.27 近水草生地(台灣窗螢棲地) 110.05.27 

已掘除植群(蘆竹保留) 110.05.27 已掘除植群(毛木藍保留) 110.05.27 

濱溪招潮蟹棲地(縮小開挖範圍)110.05.27 台灣大豆棲地 11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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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哥 110.05.27 招潮蟹 110.05.27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分區一生態關注區域 

 
 
分區二生態關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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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十二生態關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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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目前工區施工區域位於分區一、分區二及分區十二，依據此案設計階段所納入之生態
保育對策為保全各區關注對象或重要棲地，分述如下： 
分區一 
本區以清除範圍內毛木藍、鄰近施工範圍之聚藻及鄰近柯子湖生態池等為主要的關注
對象，本案以迴避毛木藍棲地範圍、避免影響周邊水質、生態棲地等方式作為保育對
策，達到清除銀合歡的同時保護關注物種重要棲地，且配合後續景觀植栽工程，未來
將可改變現況單一外來種銀合歡，增加生物多樣性，而生態池及其它區域不在施工影
響範圍，且多為人為擾動較大的棲地，生態影響程度較低。 
分區二 
本區以清除範圍內蘆竹、鄰近之台灣大豆、白羊草、柯子湖生態池、台灣窗螢棲地等
為主要的關注對象，本案以迴避蘆竹棲地範圍、避免影響周邊水質、生態棲地等方式
作為保育對策，進而達到清除銀合歡的同時保護關注物種之重要棲地環境，且配合後
續景觀植栽工程，未來將可改變現況單一外來種銀合歡，增加生物多樣性，而台灣大
豆、白羊草、台灣窗螢棲地等區域不在本區施工影響範圍，故於施工期間、施工車輛
運輸上應該避免影響其生態環境為原則，維持其現況棲地環境。 
分區十二 
本區以鄰近工區之濱溪岸蟹類棲地為主要的關注對象，而本案施工時於施工便道、舊
堤混凝土拆除、護欄新建上可能影響其濱溪岸蟹類棲地，故本案以縮減施工機具之開
挖範圍作為主要的保育對策，進而減少對濱溪岸蟹類棲地之影響，且考量濱溪岸蟹類
棲地之範圍較廣，故本案施工階段造成的影響屬輕微、短暫影響。而目前進度為拆除
舊堤混凝土，確實已縮減施工機具之開挖範圍，減輕濱溪岸蟹類棲地影響。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毛木藍植群保全 110.05.27 縮減開挖範圍 110.05.23 

 
台灣大豆植群範圍 110.05.27 蘆竹植群範圍 110.05.27 

 

 
填寫人員：  郭晉峰、梅瑋豐       日期：   1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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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5 生態監測紀錄表 
工程名稱 
（編號）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

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5 月 31 日

1.生態團隊組成：  
單位/職稱 姓名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郭晉峰 碩士 5 年以上 環境影響評估、生態檢核、生態環境

科學、污水工程設計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梅瑋豐 碩士 1 年以上 地理資訊系統、環境影響評估、生態

檢核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本案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須依據「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成果為依據辦理，相關生態資料資訊及生態議題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organization/hcc_tcr_ecomap_2020，並為本案施工階段生

態檢核作業參考。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現地環境全區為都市綠地開放空間，棲地類型多樣，包含草地、灌叢、林木、草澤溼地、

池塘及辯狀河岸棲地等；本案棲地植群可見外來種銀合歡及部分菟絲子、互花米草入侵，

尤其銀合歡已使新竹左岸植物多樣較為單一化；雖工區範圍內自然棲地與人為活動設施

交錯，平時易受人為干擾，但仍保有台灣窗螢、魚鷹及台灣八哥棲息地條件，另調查到

稀有植物台灣大豆，應避免產生本案施工期間之擾動或負面影響，尤其台灣窗螢棲息草

叢及既存喬木應保護，另外生態池水質應維持原有品質，不受施工期間負面影響。 
4.棲地影像紀錄： 

  
柯子湖溪排水棲地 110.05.27 生態池(台灣窗螢、水雉棲地) 110.05.27 

  
生態池(台灣八哥棲地) 110.05.27 待掘除植群(蘆竹保留) 11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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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潮蟹棲地 110.5.27 毛木藍保留 110.5.27 

台灣大豆棲地 110.5.27 
 

5.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毛木藍 

 
台灣八哥 

 
台灣大豆  

蘆竹 

 
魚鷹 

 
台灣窗螢(新竹左岸資訊公開生態資料) 

 

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郭晉峰、梅瑋豐       日期：      1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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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7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施工前■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黃峻輝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3 日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黃國照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地負責人 

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3 日 

自主檢查項目 

1. 迴避：保全分區內各關注物

種棲息之棲地品質、關注植

物或植物群落。 

■是    □否 

2. 迴避：注意施工範圍及其鄰

近之水岸、濕地，避免施工造

成其水質混濁而影響水質。 

  ■是    □否 

3. 縮小：應限縮施工擾動範圍

範圍(含便道、土方及材料堆

置)，減少因施工可能對周邊

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 

  ■是    □否 

4. 減輕：工區內施工機具、材料

等堆置應妥善配置，避免造

成工區髒亂及廢棄物亂丟。 

  ■是    □否 

5. 減輕：進行雜草雜木清除、植

栽種植時，應注意其種類、生

長與繁殖季節、地點等，以確

保清除效益與植栽生長狀

況。 

  ■是    □否 
 

狀況說明 

「分區十二」： 

施工挖掘範圍縮小以減輕對棲

地影響(分區 12-招潮蟹棲地)，
進行既有堤防拆除作業。施工現

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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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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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7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施工前■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黃峻輝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4 日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黃國照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地負責人 

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4 日 

自主檢查項目 

1.迴避：保全分區內各關注物種

棲息之棲地品質、關注植物

或植物群落。 

■是    □否 

2.迴避：注意施工範圍及其鄰近

之水岸、濕地，避免施工造成

其水質混濁而影響水質。 

  ■是    □否 

3.縮小：應限縮施工擾動範圍範

圍(含便道、土方及材料堆

置)，減少因施工可能對周邊

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 

  ■是    □否 

4.減輕：工區內施工機具、材料

等堆置應妥善配置，避免造

成工區髒亂及廢棄物亂丟。 

  ■是    □否 

5.減輕：進行雜草雜木清除、植

栽種植時，應注意其種類、生

長與繁殖季節、地點等，以確

保清除效益與植栽生長狀

況。 

  ■是    □否 
 

狀況說明 

「分區十二」： 

施工挖掘範圍縮小以減輕對棲

地影響(分區 12-招潮蟹棲地)，
進行既有堤防拆除作業及街道

清掃。施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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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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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7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黃峻輝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5 日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黃國照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地負責人 

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5 日 

自主檢查項目 

1.迴避：保全分區內各關注物種

棲息之棲地品質、關注植物

或植物群落。 

■是    □否 

2.迴避：注意施工範圍及其鄰近

之水岸、濕地，避免施工造成

其水質混濁而影響水質。 

  ■是    □否 

3.縮小：應限縮施工擾動範圍範

圍(含便道、土方及材料堆

置)，減少因施工可能對周邊

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 

  ■是    □否 

4.減輕：工區內施工機具、材料

等堆置應妥善配置，避免造

成工區髒亂及廢棄物亂丟。 

  ■是    □否 

5.減輕：進行雜草雜木清除、植

栽種植時，應注意其種類、生

長與繁殖季節、地點等，以確

保清除效益與植栽生長狀

況。 

  ■是    □否 
 

狀況說明 

「分區十二」： 

施工挖掘範圍(含施工便道)縮
小以減輕對棲地影響(分區 12-
招潮蟹棲地)，進行既有堤防拆

除作業及新護岸建置。施工現況

如下圖。 

 

改善對策 

 



6 

 

 

複查結果及 

應採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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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7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黃峻輝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6 日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黃國照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地負責人 

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6 日 

自主檢查項目 

1.迴避：保全分區內各關注物種

棲息之棲地品質、關注植物

或植物群落。 

■是    □否 

2.迴避：注意施工範圍及其鄰近

之水岸、濕地，避免施工造成

其水質混濁而影響水質。 

  ■是    □否 

3.縮小：應限縮施工擾動範圍範

圍(含便道、土方及材料堆

置)，減少因施工可能對周邊

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 

  ■是    □否 

4.減輕：工區內施工機具、材料

等堆置應妥善配置，避免造

成工區髒亂及廢棄物亂丟。 

  ■是    □否 

5.減輕：進行雜草雜木清除、植

栽種植時，應注意其種類、生

長與繁殖季節、地點等，以確

保清除效益與植栽生長狀

況。 

  ■是    □否 
 

狀況說明 

「分區一」： 

清除掘除範圍內雜草雜木，鄰近

關注物種聚藻，本案禁止傾倒土

方或垃圾於周邊水體或生態池，

施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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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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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7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黃峻輝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7 日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黃國照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地負責人 

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7 日 

自主檢查項目 

1.迴避：保全分區內各關注物種

棲息之棲地品質、關注植物

或植物群落。 

■是    □否 

2.迴避：注意施工範圍及其鄰近

之水岸、濕地，避免施工造成

其水質混濁而影響水質。 

  ■是    □否 

3.縮小：應限縮施工擾動範圍範

圍(含便道、土方及材料堆

置)，減少因施工可能對周邊

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 

  ■是    □否 

4.減輕：工區內施工機具、材料

等堆置應妥善配置，避免造

成工區髒亂及廢棄物亂丟。 

  ■是    □否 

5.減輕：進行雜草雜木清除、植

栽種植時，應注意其種類、生

長與繁殖季節、地點等，以確

保清除效益與植栽生長狀

況。 

  ■是    □否 
 

狀況說明 

「分區十二」： 

施工挖掘範圍縮小以減輕對棲

地影響(分區 12-招潮蟹棲地)，
進行既有堤防拆除作業及新護

岸建置。施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10 

 

 

複查結果及 

應採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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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7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黃峻輝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10 日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黃國照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地負責人 

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10 日 

自主檢查項目 

1.迴避：保全分區內各關注物種

棲息之棲地品質、關注植物

或植物群落。 

■是    □否 

2.迴避：注意施工範圍及其鄰近

之水岸、濕地，避免施工造成

其水質混濁而影響水質。 

  ■是    □否 

3.縮小：應限縮施工擾動範圍範

圍(含便道、土方及材料堆

置)，減少因施工可能對周邊

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 

  ■是    □否 

4.減輕：工區內施工機具、材料

等堆置應妥善配置，避免造

成工區髒亂及廢棄物亂丟。 

  ■是    □否 

5.減輕：進行雜草雜木清除、植

栽種植時，應注意其種類、生

長與繁殖季節、地點等，以確

保清除效益與植栽生長狀

況。 

  ■是    □否 
 

狀況說明 

「分區十二」： 

施工挖掘範圍縮小以減輕對棲

地影響(分區 12-招潮蟹棲地)，
既有堤防拆除作業結束。施工現

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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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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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7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黃峻輝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11 日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黃國照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地負責人 

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11 日 

自主檢查項目 

1.迴避：保全分區內各關注物種

棲息之棲地品質、關注植物

或植物群落。 

■是    □否 

2.迴避：注意施工範圍及其鄰近

之水岸、濕地，避免施工造成

其水質混濁而影響水質。 

  ■是    □否 

3.縮小：應限縮施工擾動範圍範

圍(含便道、土方及材料堆

置)，減少因施工可能對周邊

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 

  ■是    □否 

4.減輕：工區內施工機具、材料

等堆置應妥善配置，避免造

成工區髒亂及廢棄物亂丟。 

  ■是    □否 

5.減輕：進行雜草雜木清除、植

栽種植時，應注意其種類、生

長與繁殖季節、地點等，以確

保清除效益與植栽生長狀

況。 

  ■是    □否 
 

狀況說明 

「分區十二」： 

施工挖掘範圍縮小以減輕對棲

地影響(分區 12-招潮蟹棲地)，
挖掘作業結束，即將進行新護岸

灌漿作業。施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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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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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7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黃峻輝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12 日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黃國照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地負責人 

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12 日 

自主檢查項目 

1.迴避：保全分區內各關注物種

棲息之棲地品質、關注植物

或植物群落。 

■是    □否 

2.迴避：注意施工範圍及其鄰近

之水岸、濕地，避免施工造成

其水質混濁而影響水質。 

  ■是    □否 

3.縮小：應限縮施工擾動範圍範

圍(含便道、土方及材料堆

置)，減少因施工可能對周邊

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 

  ■是    □否 

4.減輕：工區內施工機具、材料

等堆置應妥善配置，避免造

成工區髒亂及廢棄物亂丟。 

  ■是    □否 

5.減輕：進行雜草雜木清除、植

栽種植時，應注意其種類、生

長與繁殖季節、地點等，以確

保清除效益與植栽生長狀

況。 

  ■是    □否 
 

狀況說明 

「分區十二」： 

施工挖掘範圍縮小以減輕對棲

地影響(分區 12-招潮蟹棲地)，
挖掘作業結束，即將完成舊港轉

角護岸施作。施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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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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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7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黃峻輝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13 日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黃國照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地負責人 

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13 日 

自主檢查項目 

1.迴避：保全分區內各關注物種

棲息之棲地品質、關注植物

或植物群落。 

■是    □否 

2.迴避：注意施工範圍及其鄰近

之水岸、濕地，避免施工造成

其水質混濁而影響水質。 

  ■是    □否 

3.縮小：應限縮施工擾動範圍範

圍(含便道、土方及材料堆

置)，減少因施工可能對周邊

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 

  ■是    □否 

4.減輕：工區內施工機具、材料

等堆置應妥善配置，避免造

成工區髒亂及廢棄物亂丟。 

  ■是    □否 

5.減輕：進行雜草雜木清除、植

栽種植時，應注意其種類、生

長與繁殖季節、地點等，以確

保清除效益與植栽生長狀

況。 

  ■是    □否 
 

狀況說明 

「分區十二」： 

施工挖掘範圍縮小以減輕對棲

地影響(分區 12-招潮蟹棲地)，
挖掘作業結束，即將完成舊港轉

角護岸施作。施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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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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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7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黃峻輝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14 日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黃國照 

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地負責人 

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14 日 

自主檢查項目 

1.迴避：保全分區內各關注物種

棲息之棲地品質、關注植物

或植物群落。 

■是    □否 

2.迴避：注意施工範圍及其鄰近

之水岸、濕地，避免施工造成

其水質混濁而影響水質。 

  ■是    □否 

3.縮小：應限縮施工擾動範圍範

圍(含便道、土方及材料堆

置)，減少因施工可能對周邊

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 

  ■是    □否 

4.減輕：工區內施工機具、材料

等堆置應妥善配置，避免造

成工區髒亂及廢棄物亂丟。 

  ■是    □否 

5.減輕：進行雜草雜木清除、植

栽種植時，應注意其種類、生

長與繁殖季節、地點等，以確

保清除效益與植栽生長狀

況。 

  ■是    □否 
 

狀況說明 

「分區十二」： 

施工挖掘範圍縮小以減輕對棲

地影響(分區 12-招潮蟹棲地)，
挖掘作業結束，即將完成舊港轉

角護岸施作。施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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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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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7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郭晉峰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

理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31 日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梅瑋豐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日期 民國 110 年 5 月 27 日 

自主檢查項目 

1 迴避：保全分區內各關注物種

棲息之棲地品質、關注植物

或植物群落。 

■是    □否 

2.迴避：注意施工範圍及其鄰近

之水岸、濕地，避免施工造成

其水質混濁而影響水質。 

  ■是    □否 

3.縮小：應限縮施工擾動範圍範

圍(含便道、土方及材料堆

置)，減少因施工可能對周邊

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 

  ■是    □否 

4.減輕：工區內施工機具、材料

等堆置應妥善配置，避免造

成工區髒亂及廢棄物亂丟。 

  ■是    □否 

5.減輕：進行雜草雜木清除、植

栽種植時，應注意其種類、生

長與繁殖季節、地點等，以確

保清除效益與植栽生長狀

況。 

  ■是    □否 
 

狀況說明 

「分區一、二」： 

掘除作業範圍迴避及保全棲地

(分區 1-毛木蘭、分區 2-蘆竹)。
施工現況如下圖。 

 

 

 

 
「分區十二」： 

施工挖掘範圍縮小棲地影響範

圍(分區 12-招潮蟹棲地)，挖掘

作業結束，即將完成舊港轉角護



22 

岸施作。施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複查結果及 

應採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