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C-01  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03/29 填表日期 111/03/29 

紀錄人員  勘查地點 (TWD97) X：279050.419 Y：2754168.264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魏正安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檢核調查員  
生態勘查 

李京樺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檢核調查員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魏正安/生態檢核調查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簡高予/業務主任_ 

1. 工區內因紅火蟻防治還未開工，工程區內有外來入侵種小
花蔓澤蘭與銀合歡，建議可以於施工整地時一併清除。 

2. 設計圖已劃定施工迴避區域，包含高草叢區域及喬木塊狀
區域，設置護欄標示出保護範圍時，請標示距離樹幹約1-
1.5公尺範圍，此外施工中可能對樹木造成傷害之重機具其
使用位置至少距離樹木1-1.5公尺以上，並使用保護措施包
覆施工便道旁的樹木。 

 

 

3. 上圖所標示的樹木位置被列為保全對象，因之前的過度修
剪，樹木有生長不良的情形，請施工自主檢查追蹤其生長
情形以及維護澆灌，若死亡請移除與補植。 

座標(TWD97) X：279329.184 Y：2754437.452 

1. 工區整地範圍內，除生態保全對象（包含台灣大豆、
既有喬木等等）與區域外，其餘將在整地時一併清除
整理。 

2. 本案已提送生態檢核計畫，將依核定之區域圈為警示
及保護，並定期空拍追蹤其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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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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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C-01  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06/14 填表日
期 111/06/22 

紀錄人員 
 

勘查地
點 

(TWD97) X：279050.419 Y：
2754168.264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李京樺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檢核調查員 生態勘查 

黃淇風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檢核調查員 生態勘查 

闕壯賢 林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專管人員 偕同生態勘查 

黃信錕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監造人員 偕同生態勘查 

簡家宏 勁竹營造有限公司/施工人員 偕同生態勘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李京樺/生態檢核調查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業務主任/簡高予 

 

 

1. 確認工區東北方C區自行車道旁有臺灣大豆生長。A區和B區的黃色範

1. C區台灣大豆在設計階段已迴避，目前位
在甲種圍籬外。 

2. A、B區生態高敏感區已用型鋼護欄圍設
區隔。 

3. 人為垃圾部份加強清理。 

路殺發生地點 
請建置圍籬 

台灣大豆

保護區 

台灣大豆

保護區 



圍內目前沒發現臺灣大豆。現勘時C區尚未動工，施工前請依照設計

圖在生態保全區域周圍設置鋼護欄，避免施工時意外擾動該區。 

 

 
2. A區和B區黃色範圍部分區域尚未用鋼柵欄標定保留範圍，後續請依照

設計圖將保留範圍四周設置鋼柵欄。 

3. 工區範圍內鮮少人為廢棄物，作為值得肯定。少許人為垃圾，建請清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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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大漢溪上游埔頂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表 

C-01    施工階段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07/13 填表日期 111/07/20 

紀錄人員  勘查地點 
(TWD97) X：279050.419 Y：

2754168.264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魏正安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檢核調查員 生態勘查 

闕壯賢 專管單位/專管工程師 陪同現勘 

黃信錕 監造單位/監造工程師 陪同現勘 

黃詳嚴 施工單位/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陪同現勘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魏正安/生態檢核調查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業務主任/簡高予 

 

 

1. 工區範圍觀察到家八哥、白頭翁、麻雀、洋燕、小白鷺、紅嘴黑鵯在

草叢及樹木上活動，A、B預定保護區已使用鋼柵欄包圍，建議其他

設計圖說上的喬木保留區，連同周圍草叢區塊性的以警示帶包圍，不

要對喬木下灌木及草叢進行除草，機具經過時避免輾壓及損傷枝幹，

1. 喬木保留區將隨工區施工進度進程以警示
帶區塊性包圍。 

2. 土方暫置位置已用防塵網覆蓋。 

請以警示帶連同周圍的草叢包圍 

設計圖說上的喬木保留區(綠色

區塊標示)，請以警示帶連同周

圍的草叢包圍 



讓現有生物爬蟲類、哺乳類及鳥類有躲避空間。 

 

2. B區目前已開始整地及挖除土方，施工車輛確實經洗車台才駛離工

區，並使用灑水車清洗施工大門外路面，工區範圍未見土砂泥濘狀

態，值得肯定。 

 

3. 建議每日施工完將暫置土方覆蓋防塵網，避免土石飛散污染現地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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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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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大漢溪上游埔頂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表 

C-01    施工階段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08/18 填表日期 111/08/18 

紀錄人員  勘查地點 
(TWD97) X：279050.419 Y：

2754168.264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魏正安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檢核調

查員 
生態勘查 

闕壯賢 專管單位/專管工程師 會同現勘 

袁曉偉 監造單位/監造工程師 會同現勘 

黃詳崴 施工單位/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會同現勘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魏正安/生態檢核調查員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業務主任/簡高予 

 

1. 預定濕地位置開始整地及下挖，上圖標示的A、B保護

區已使用鋼柵欄包圍，C區東北方以圍籬與工區隔開，

建議其他設計圖說上的喬木保留區，請距離樹幹約

1~1.5公尺連同周圍草叢，區塊性的以警示帶插桿或是

三角錐連接警示桿方式包圍，機具於旁施作時請注意迴

旋半徑誤損傷枝幹，讓現地爬蟲類、哺乳類及鳥類等有

躲避空間。 

 

2. 施工便道主要利用原有道路，因目前為整地及開挖工

項，施工車輛進出頻繁，建議施作時間集中為上午9點

過後至下午4點之前，避開動物活動時間，行駛時請維

 
1. 遵照辦理，隨施工進程陸續以警示帶圈圍。 

2. 遵照辦理。 

設計圖說上的喬木保

留區(綠色區塊標示)，

請以警示帶連同周圍

的草叢包圍 



持工區限速30公里以下，遇到蛇類、蜥蜴、小型哺乳

類等動物時，優先禮讓動物通行避免路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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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大漢溪上游埔頂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表 

C-01    施工階段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09/15 填表日期 111/09/19 

紀錄人員  勘查地點 
(TWD97) X：280397.437 Y：

2755481.931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魏正安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檢核調查員 生態勘查 

黃舒郁 水務局/承辦人員 陪同現勘 

闕壯賢 專管單位/專管工程師 陪同現勘 

袁曉偉 監造單位/監造工程師 陪同現勘 

黃詳崴 施工單位/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陪同現勘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魏正安/生態檢核調查員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業務主任/簡高予 

 

 

工區北側鄰近保留區灌溉溝渠兩側因相關單位清淤整地，工區

範圍部分植被被清除，保留區為台灣大豆生長區域，也是施工

中生物躲避棲息的空間，建議與相關單位確認作業範圍不再擾

動本工程之保留區，人員及機具勿進入被清除區域，待植生自

然恢復。 

因該區屬於保留區，本案工程相關人員不會進入干擾，若有
其他廠商進入施工，本公司會告知該區有保留物種，勿進入
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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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渠位置 



桃園市大漢溪上游埔頂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表 

C-01    施工階段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10/12 填表日期 111/10/14 

紀錄人員  勘查地點 (TWD97) X：280397.437 Y：
2755481.931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魏正安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檢核調查員 生態勘查 

黃詳崴 施工單位/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陪同現勘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魏正安/生態檢核調查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業務主任/簡高予___ 

 

 

 

遵照辦理。 

草叢輾壓

 

草叢輾壓

 



 
1. 東北方保留區中間有高草叢傾倒情形，經現場勘查可能

是人為輾壓，已逐漸被草生植物覆蓋，未再有新的輾壓

痕跡，建議施工單位可立簡易標牌於草叢區周圍警示為

本工區施工範圍，非經許可不得進入。 

 
2. 洗車台附近土堆裸露，建議施工完將暫置土石方覆蓋防

塵網，降低揚塵對現地影響。 

 
3. A區正在進行整地開挖，保護區及保留樹木皆使用欄杆與

施工區域及施工便道相隔，現勘樹木狀未受工程影響，

請繼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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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大漢溪上游埔頂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表 

C-01    施工階段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11/18 填表日期 111/11/18 

紀錄人員  勘查地點 (TWD97) X：280397.437 Y：
2755481.931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黃淇風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檢核調查員 生態勘查 

黃詳崴 施工單位/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陪同現勘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黃淇風/生態檢核調查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業務主任/簡高予_ 

 

 
1. 於空拍圖發現兩處開挖範圍外之植被減少，經現勘及與

工程人員確認後，該區原為草生地及部分竹子，因需設

置環湖步道將其移除(竹林無移除)，並無超出原先預計開

挖範圍。 

持續辦理生態保護工作。 



 

 
2. 工區南方已開挖，其北側為高敏感勿擾區，因設有圍

欄，目前尚未遭受干擾。 

 

3. 工程車於工區內慢速行駛，減少揚塵情形，另本次現勘無
觀察到路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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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