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新街溪埔頂橋至無名橋 2(斷面 95-1～

105-1)排水改善應急工程 
設計單位 

邑昌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8 年 9 月 4 日至 109 年 9 月 27 日 監造廠商 
邑昌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營造廠商 辰茂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桃園市(縣)楊梅區(鄉、鎮、市) 中山 里

(村)； TWD97 座標 X：265071.303  Y：

2755493.462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工程目的 

本計畫依據「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桃園縣管區域排水新街溪排水 

系統治理計畫」之計畫目標進行設計，針對河道護岸與基礎損壞部分，施 

作新建護岸以改善排水情形，並全段進行渠底浚深作業，右岸既有護岸部分將施 

作基礎補強等相關措施，維護浚深後既有護岸結構穩定，完工後可改善排水狀況 

減少淹水情形，並可保護附近居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本工程施作完成後，可保護桃園市中壢區忠福里之新街溪周邊居民生命財產 

安全。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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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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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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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C-03-1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109 年 5 月 15 日 填表日期 109 年 7 月 8 日 

紀錄人員 
徐綱(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勘查地點 新街溪埔頂橋至無名橋 2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徐綱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

專員 
生態棲地評估、保育課題盤點、環境影響評估 

現勘意見 

 

處理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李鴻章/工地主任 

1.「迴避」施工範圍沿線兩側護岸上方

路樹設為保全對象，避免施工中遭受機

具誤傷或挖除。 

2.「減輕」排擋水工項使水流不經過正

在施工的區域；如機具需過水，需設置

涵管等設施，避免機具入水。 

3.「減輕」禁止混凝土、廢土、廢棄物、

垃圾等堆置於工區範圍外。 

4.「減輕」設計/施工方式變更通報：

若設計與施工方式變更，需於變更前

通知生態團隊，以提供相應的環境友

善建議與評估。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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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C-03-2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109 年 6 月 30 日 填表日期 109 年 7 月 8 日 

紀錄人員 
徐綱(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勘查地點 新街溪埔頂橋至無名橋 2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徐綱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

專員 
生態棲地評估、保育課題盤點、環境影響評估 

現勘意見 

 

處理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李鴻章/工地主任 

1.「迴避」施工範圍沿線兩側護岸上方

路樹設為保全對象，避免施工中遭受機

具誤傷或挖除。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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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C-03-3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09 年 07 月 31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07 月 31 日 

紀錄人員 徐綱 勘查地點 工地現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徐綱 觀察家生態顧問/計畫專員 施工中現勘 

現勘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徐綱/計畫專員 

處理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李鴻章/工地主任 

1.「迴避」施工範圍沿線兩側護岸上方

路樹現設為保全對象，經視察後未有

因施工中遭受機具誤傷或挖除之跡

象，請持續保持。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2.「減輕」於施工階段之保育措施設定為須

設置排擋水工項使水流不經過正在施工的

區域；如機具需過水，需設置涵管等設施，

避免機具入水。經視察後紀錄已落實排檔

水保育措施，須持續保持，避免汙染河川水

質。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3.「減輕」禁止混凝土、廢土、廢棄物、

垃圾等堆置於工區範圍外。經紀錄土

方、工程材料等皆堆置於工地範圍內，

未有置放於工區範圍外之情形。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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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C-03-4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09 年 08 月 20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08 月 21 日 

紀錄人員 游惇理 勘查地點 工地現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徐綱 觀察家生態顧問/計畫專員 施工中現勘 

游惇理 觀察家生態顧問/計畫專員 施工中現勘 

現勘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游惇理/計畫專員 

處理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李鴻章/工地主任__ 

1.「迴避」施工範圍兩側沿線護岸上

行道樹為保全對象，本次視察並未發

現遭受機具誤傷或挖除，請持續注

意。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2.「縮小」護岸內之濱溪植被帶提供

種子來源，有利於後續河灘地植生恢

復，建議非工程必要範圍，避免清

除。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3.「減輕」設置排擋水措施控制水質濁度，

為施工階段之保育措施，如導流讓水不流

經正在施工的區域。經現勘紀錄，工程並無

造成水質混濁，請持續落實排檔水之保育

措施，避免汙染河川水質。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4.「減輕」禁止混凝土、廢土、廢棄物、

垃圾等堆置於工區範圍外。經現勘紀

錄，土方、工程材料等皆堆置於工地

範圍內，未有隨意堆置或造成汙染環

境之情形。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5.「補償」現勘過程記錄到數種市區溪

流常見鳥類，如夜鷺、小白鷺等，建議

完工後，保留部分灘地、石塊於河道

兩側，提供鳥類與其他生物棲息，且

利於植被復原。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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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疊石頭於河道兩側 



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C-03-5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09 年 09 月 30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10 月 06 日 

紀錄人員 游惇理 勘查地點 工地現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游惇理 觀察家生態顧問/計畫專員 施工中現勘 

現勘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游惇理/計畫專員 

處理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李鴻章/工地主任 

1.「迴避」施工範圍兩側沿線護岸上

行道樹為保全對象，本次現勘並未發

現遭受機具誤傷或挖除，請持續注

意。 

 

遵照辦理 

2.「縮小」護岸濱溪植被帶中大樹提

供種子來源，有利於後續河灘地植生

恢復，同時提供鳥類(如小白鷺、夜

鷺等)停棲，建議非工程必要範圍，

避免清除。 

遵照辦理 



 

 

3.「減輕」設置排擋水措施控制水質濁度為

施工階段之保育措施。本次現勘紀錄到使

用抽水機將施工區積水排放至主流，造成

下游水質混濁。請持續落實排檔水之保育

措施，避免濁度升高，汙染河川水質。 

 

遵照辦理 

夜鷺 

小白鷺 



4.「減輕」禁止混凝土、廢土、廢棄物、

材料、垃圾等堆置於工區範圍外。經

現勘紀錄，土方、工程材料等皆堆置

於工地範圍內，未有隨意堆置或造成

汙染環境之情形。 

 

 

5.「減輕」河道中石塊為鳥類覓食、停

棲使用(如:福德橋上游約 4 公尺處，約

19K+950)。建議完工後，河道中石塊

不清除，工程多餘之自然石塊堆置於

河道兩側，提供鳥類與其他生物棲息。 

 

遵照辦理 

6.「補償」建議河道清疏完工後，同上

游段(如下圖)，營造兩岸石塊、灘地，

利於植被復原，提供鳥類與其他生物

棲息。前次現勘時上游灘地已有植物

生長，本次現勘時，因不明原因造成

植物消失。後續完工區域若有植物生

長，建議不干擾，以利植生恢復。 

遵照辦理 

夜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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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灘地已生長植物 

20200820 

 

20200930 

 



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C-03-6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09 年 10 月 23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10 月 26 日 

紀錄人員 游惇理 勘查地點 工地現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游惇理 觀察家生態顧問/計畫專員 施工中現勘 

現勘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游惇理/計畫專員 

處理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李鴻章/工地主任 

1.「迴避」施工範圍兩側護岸上行道

樹為保全對象，本次現勘並未發現遭

受機具誤傷或挖除，請持續注意。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2.「縮小」濱溪植被帶之大樹提供種

子來源，有利於後續河灘地植生恢

復，提供鳥類停棲，建議非工程必要

範圍，避免清除。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3.「減輕」設置排擋水措施控制水質濁度為

施工階段之保育措施。近兩次現勘因降雨

造成工區積水，施工人員將工區積水排放

至主流，造成下游水質混濁。後續請持續落

實排檔水措施，避免濁度升高。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4.「補償」河道中石塊、灘地為鳥類停

棲使用(現勘紀錄夜鷺、小白鷺以及冬

候鳥蒼鷺)。建議完工後，河道中石塊

不清除，將多餘自然石塊堆置於河道

兩側，提供鳥類與其他生物棲息。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蒼鷺 
夜鷺 

夜鷺 



5.「補償」灘地植物本次現勘時已清

疏，後續建議工程剩餘之自然石塊堆

置於河道兩側，提供後續植生復原。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6.「減輕」避免工程材料、工程機具、

設備等堆置於工區範圍外。請妥善存

放於堆置區，避免隨意堆放，汙染水

源並造成工區混亂。 

 

以上意見遵造辦理 

20201023 

 

202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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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4 生態監測紀錄表 

工程名稱 

（編號） 

新街溪埔頂橋至無名橋

2(斷面 95-1～105-1)排水改

善應急工程 

填表日期 109 年 7 月 8 日 

1.生態團隊組成：  

姓名 單位/職稱 學歷 專業資歷與專長 參與現勘事項 

徐綱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計畫專員 
碩士 水域生態分析 保育對策研擬 

游惇理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計畫專員 
碩士 陸域生態分析 保育對策研擬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a. 搜尋 TBN[1]生物多樣性網路平台結果顯示，該區域鄰近記錄了 90 種鳥類、3

種爬蟲類、4 種蛙類以及 17 種植物，其中包括了 4 種法定保育類珍貴稀有

物種鳳頭蒼鷹、八哥、黑翅鳶、大冠鷲。 

b. 水、陸域動物資料也參考「促進民間參與桃園縣中壢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BOT 計畫」中壢污水處理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3]，其動物調查樣區

為中壢區中園路二段及新街溪沿線調查，陸域動物共紀錄 21 種鳥種，並記

錄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 1 種大冠鷲，水域動物則無採獲任何魚蝦蟹類。 

c. 水域生態於生態調查人員目視紀錄有大量雜交吳郭魚。 

水域生態因水質檢測為中度汙染程度，魚類多屬耐汙性強之吳郭魚類群，未有明

顯須關注之對象，但考量河道為陸域動物食物與取水來源，仍須注意水質維護。

該區雖座落於市區地段，但周邊大型喬木林帶仍可作為關注鳥種之合適棲地。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本工程位於中壢區市區路段旁河道，河道經工程作業後已設置大面積土墊，水

流經由土墊兩側通過，水色混濁深綠，紀錄沿線多有民生廢汙水排放。底質以

土砂為主混有細粒徑之卵、礫石。 

下游兩側為混凝土垂直護岸，於中游部分已完工段落於混凝土護岸表面新設漿

砌石結構，上游則有部分段落護岸表面已覆蓋茂密植生帶。 

新街溪河道沿線兩側護岸上方紀錄有多棵既有大型路樹。 

4.棲地影像紀錄： 

109 年 5 月 15 日 



  

  

  

 

109 年 6 月 30 日 

  



  

  

 

109 年 7 月 31 日 

  

  



109 年 8 月 20 日 

 

  

 

109 年 9 月 30 日 

  

  

 



109 年 10 月 23 日 

  

  

5.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沿線兩側護岸上方行道路樹作為保全對象，工程施作需避免遭受機具誤傷或挖

除。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徐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