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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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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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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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四」： 
道路邊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其

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分
區 4-台灣八哥、草花蛇、台灣窗

螢等動物棲地)較遠，故其對棲

地環境影響輕微。注意施工車輛

及機具進出時避免影響周邊生

態環境。施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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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依照前述「自主檢查項目」之複查結果說明如下： 

1.迴避： 

  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台灣八哥、草花蛇、

台灣窗螢等)較遠，故不影響棲地品質、關注植物或植物群落。 

2. 迴避： 

  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鄰近水岸、濕地較遠，應不影響其水質狀況，未來持

續施工時應確保避免影響其周邊水質狀況。 

3. 縮小： 

  此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灣八哥、草花蛇、台灣窗螢等)較遠，且所

使用的施工便道為既有道路，機具及車輛進出時應注意避免影響周邊生

態環境，如車速控制、禁止亂鳴喇叭。 

4. 減輕： 

  機具停放、材料堆置皆於作業範圍內並擺放整齊。 

5. 減輕： 

  此施工作業所清除之雜草雜木多為先驅物種，清除後應盡速進行相關景

觀工程，避免其雜草再生而重複清除及掘除。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110 年 6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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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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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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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四」： 
道路邊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其

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分
區 4-台灣八哥、草花蛇、台灣窗

螢等動物棲地)較遠，故其對棲

地環境影響輕微。注意施工車輛

及機具進出時避免影響周邊生

態環境。施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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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依照前述「自主檢查項目」之複查結果說明如下： 

1.迴避： 

  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台灣八哥、草花蛇、

台灣窗螢等)較遠，故不影響棲地品質、關注植物或植物群落。 

2. 迴避： 

  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鄰近水岸、濕地較遠，應不影響其水質狀況，未來持

續施工時應確保避免影響其周邊水質狀況。 

3. 縮小： 

  此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灣八哥、草花蛇、台灣窗螢等)較遠，且所

使用的施工便道為既有道路，機具及車輛進出時應注意避免影響周邊生

態環境，如車速控制、禁止亂鳴喇叭。 

4. 減輕： 

  機具停放、材料堆置皆於作業範圍內並擺放整齊。 

5. 減輕： 

  此施工作業所清除之雜草雜木多為先驅物種，清除後應盡速進行相關景

觀工程，避免其雜草再生而重複清除及掘除。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110 年 6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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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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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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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其施工作

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分區 12-
招潮蟹泥灘棲地)較遠，故其對

棲地環境影響輕微。注意施工車

輛及機具進出時避免影響周邊

生態環境。施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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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依照前述「自主檢查項目」之複查結果說明如下： 

1.迴避： 

  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招潮蟹灘地)較遠，

故不影響棲地品質、關注植物或植物群落。 

2. 迴避： 

  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鄰近水岸、濕地較遠，應不影響其水質狀況，未來持

續施工時應確保避免影響其周邊水質狀況。 

3. 縮小： 

  此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招潮蟹灘地)較遠，且所使用的施工便道為

既有道路及雜草雜木清除後的土地，機具及車輛進出時應注意避免影響

周邊生態環境，如車速控制、禁止亂鳴喇叭。 

4. 減輕： 

  機具停放、材料堆置皆於作業範圍內並擺放整齊。 

5. 減輕： 

  此施工作業所清除之雜草多為先驅物種，清除後應盡速進行相關景觀工

程，避免其雜草再生而重複清除及掘除。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110 年 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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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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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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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其施工作

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分區 12-
招潮蟹泥灘棲地)較遠，故其對

棲地環境影響輕微。注意施工車

輛及機具進出時避免影響周邊

生態環境。施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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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依照前述「自主檢查項目」之複查結果說明如下： 

1.迴避： 

  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招潮蟹灘地)較遠，

故不影響棲地品質、關注植物或植物群落。 

2. 迴避： 

  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鄰近水岸、濕地較遠，應不影響其水質狀況，未來持

續施工時應確保避免影響其周邊水質狀況。 

3. 縮小： 

  此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招潮蟹灘地)較遠，且所使用的施工便道為

既有道路及雜草雜木清除後的土地，機具及車輛進出時應注意避免影響

周邊生態環境，如車速控制、禁止亂鳴喇叭。 

4. 減輕： 

  機具停放、材料堆置皆於作業範圍內並擺放整齊。 

5. 減輕： 

  此施工作業所清除之雜草多為先驅物種，清除後應盡速進行相關景觀工

程，避免其雜草再生而重複清除及掘除。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110 年 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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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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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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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二」： 
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以及草皮

分隔板施作、清碎石鋪設，其施

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分區

2-蘆竹、台灣大豆、白羊草等植

群及台灣八哥等動物棲地)較
遠，故其對棲地環境影響輕微。

注意施工車輛及機具進出時避

免影響周邊生態環境。施工現況

如下圖。 

 
 

改善對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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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依照前述「自主檢查項目」之複查結果說明如下： 

1.迴避： 

  草皮分隔板施作、清碎石鋪設，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蘆竹、台

灣大豆、白羊草等)較遠，故不影響棲地品質、關注植物或植物群落。 

2. 迴避： 

  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鄰近水岸、濕地較遠，應不影響其水質狀況，未來持

續施工時應確保避免影響其周邊水質狀況。 

3. 縮小： 

  此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蘆竹、台灣大豆、白羊草等)較遠，且所使

用的施工便道為既有道路及雜草雜木清除後的土地，機具及車輛進出時

應注意避免影響周邊生態環境，如車速控制、禁止亂鳴喇叭。 

4. 減輕： 

  機具停放、材料堆置皆於作業範圍內並擺放整齊。 

5. 減輕： 

  此施工作業所清除之雜草雜木多為先驅物種，清除後應盡速進行相關景

觀工程，避免其雜草再生而重複清除及掘除。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110 年 6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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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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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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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二」： 
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以及草皮

分隔板施作、清碎石鋪設，其施

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分區

2-蘆竹、台灣大豆、白羊草等植

群及台灣八哥等動物棲地)較
遠，故其對棲地環境影響輕微。

注意施工車輛及機具進出時避

免影響周邊生態環境。施工現況

如下圖。 

 
 

改善對策 
無 



12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依照前述「自主檢查項目」之複查結果說明如下： 

1.迴避： 

  草皮分隔板施作、清碎石鋪設，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蘆竹、台

灣大豆、白羊草等)較遠，故不影響棲地品質、關注植物或植物群落。 

2. 迴避： 

  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鄰近水岸、濕地較遠，應不影響其水質狀況，未來持

續施工時應確保避免影響其周邊水質狀況。 

3. 縮小： 

  此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蘆竹、台灣大豆、白羊草等)較遠，且所使

用的施工便道為既有道路及雜草雜木清除後的土地，機具及車輛進出時

應注意避免影響周邊生態環境，如車速控制、禁止亂鳴喇叭。 

4. 減輕： 

  機具停放、材料堆置皆於作業範圍內並擺放整齊。 

5. 減輕： 

  此施工作業所清除之雜草雜木多為先驅物種，清除後應盡速進行相關景

觀工程，避免其雜草再生而重複清除及掘除。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110 年 6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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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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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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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及掘除雜草雜木，以及草皮

分隔板施作、清碎石鋪設，其施

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分區

1-毛木蘭、聚藻等植群及台灣八

哥等動物棲地)較遠，故其對棲

地環境影響輕微。注意施工車輛

及機具進出時避免影響周邊生

態環境。施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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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依照前述「自主檢查項目」之複查結果說明如下： 

1.迴避： 

  草皮分隔板施作、清碎石鋪設，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聚藻、毛

木蘭)較遠，故不影響棲地品質、關注植物或植物群落。 

2. 迴避： 

  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鄰近水岸(柯子湖)、濕地較遠，應不影響其水質狀況，

且經檢核該水質狀況並無明顯混濁、土方棄置現象，未來持續施工時應確

保避免影響其周邊水質狀況。 

3. 縮小： 

  此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聚藻、毛木蘭)較遠，且所使用的施工便道

為既有道路及雜草雜木清除後的土地，機具及車輛進出時應注意避免影

響周邊生態環境，如車速控制、禁止亂鳴喇叭。 

4. 減輕： 

  機具停放、材料堆置皆於作業範圍內並擺放整齊。 

5. 減輕： 

  此施工作業所清除之雜草雜木多為先驅物種，清除後應盡速進行相關景

觀工程，避免其雜草再生而重複清除及掘除。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110 年 6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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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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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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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藻、台灣八

哥等；分區 2-蘆竹、台灣大豆、

台灣窗螢、白羊草等)。施工現況

如下圖。 

 

 

 
「分區三、四」： 
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分
區 3、4-台灣八哥、草花蛇、台

灣窗螢等動物棲地)較遠，透過

設置物種保護區護欄，以及施工

期間施工車輛及機具運輸時避

免影響周邊生態環境。施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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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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施作。施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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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依照前述「自主檢查項目」之複查結果說明如下： 

1.迴避： 

  雜草雜木清除及護岸施作，應注意棲地品質、關注植物或植物群落。 

2. 迴避： 

  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鄰近水岸、濕地較遠，應不影響其水質狀況，未來持

續施工時應確保避免影響其周邊水質狀況。 

3. 縮小： 

  部分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較遠，且所使用的施工便道為既有道路

或清除雜草雜木後的土地，機具及車輛進出時應注意避免影響周邊生態

環境，如車速控制、禁止亂鳴喇叭。 

4. 減輕： 

  機具停放、材料堆置皆於作業範圍內並擺放整齊。 

5. 減輕： 

  清除後應盡速進行相關景觀工程，避免其雜草再生而重複清除及掘除。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110 年 6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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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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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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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四」： 
棒球場旁陰井施作，其施工作業

範圍距離保全棲地(分區 4-台灣

八哥、草花蛇、台灣窗螢等動物

棲地)較遠，故其對棲地環境影

響輕微。注意施工車輛及機具進

出時避免影響周邊生態環境。施

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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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依照前述「自主檢查項目」之複查結果說明如下： 

1.迴避： 

  棒球場旁陰井施作，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較遠，故不影響棲地

品質、關注植物或植物群落。 

2. 迴避： 

  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鄰近水岸、濕地較遠，應不影響其水質狀況，未來持

續施工時應確保避免影響其周邊水質狀況。 

3. 縮小： 

  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較遠，且所使用的施工便道為既有道路，

機具及車輛進出時應注意避免影響周邊生態環境，如車速控制、禁止亂鳴

喇叭。 

4. 減輕： 

  機具停放、材料堆置皆於作業範圍內並擺放整齊。 

5. 減輕： 

  此施工作業並不涉及雜草雜木清除。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110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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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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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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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四」： 
棒球場旁陰井施作，其施工作業

範圍距離保全棲地(分區 4-台灣

八哥、草花蛇、台灣窗螢等動物

棲地)較遠，故其對棲地環境影

響輕微。注意施工車輛及機具進

出時避免影響周邊生態環境。施

工現況如下圖。 

 
 

改善對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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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依照前述「自主檢查項目」之複查結果說明如下： 

1.迴避： 

  棒球場旁陰井施作，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較遠，故不影響棲地

品質、關注植物或植物群落。 

2. 迴避： 

  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鄰近水岸、濕地較遠，應不影響其水質狀況，未來持

續施工時應確保避免影響其周邊水質狀況。 

3. 縮小： 

  其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較遠，且所使用的施工便道為既有道路，

機具及車輛進出時應注意避免影響周邊生態環境，如車速控制、禁止亂鳴

喇叭。 

4. 減輕： 

  機具停放、材料堆置皆於作業範圍內並擺放整齊。 

5. 減輕： 

  此施工作業並不涉及雜草雜木清除。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110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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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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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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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藻、台灣八

哥等；分區 2-蘆竹、台灣大豆、

台灣窗螢、白羊草等)。施工現況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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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三、四」： 
施工作業範圍距離保全棲地(分
區 3、4-台灣八哥、草花蛇、台

灣窗螢等動物棲地)較遠，透過

設置物種保護區護欄，以及施工

期間施工車輛及機具運輸時避

免影響周邊生態環境。施工現況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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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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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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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