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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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22 填表日期 111/03/22 

紀錄人員   勘查地點 (TWD97) X : 281494.65 Y : 2761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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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李京樺/生態檢核調查員_____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良記營造 /職安人員 /張經民     

 

 

1. 工區內無明顯生態異常情形，植生生長情形與前次現勘
相比更茂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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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區內無明顯生態異常情形，植生生長情形一切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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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13 填表日期 111/06/14 

紀錄人員 黃淇風 勘查地點 (TWD97) X : 281494.65 Y : 2761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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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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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單位 協同現勘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黃淇風/生態檢核調查員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張經民 良記公司/職安人員 

 

1. 工區內之龍舟有積水且有孑孓孳生。若龍舟無法倒放，應

以帆布遮蓋，以防蚊蟲孳生。 

 
2. 工區內堆置之土方，經了解為近期內會回填之材料。若需

長時間堆置仍需覆蓋防塵網，建請多加留意。 

1.工區內之龍舟有積水，已清理乾淨。 

 

2. 工區內堆置之土方，已覆蓋防塵網。 

 



 

3. 保全樹木周圍已拉設警示帶，作為值得肯定，後續請確定
現場施工車輛確實迴避保全樹木，注意施工重機具作業半
徑與保全樹木距離避免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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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保全樹木周圍已拉設警示帶，會隨時注意施工重機具作業半

徑與保全樹木距離避免損傷。 



大湳滯洪池工程 

C-01  施工階段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07/15 填表日期 111/07/19 

紀錄人員 
 

勘查地點 
(TWD97) X : 281494.65 Y : 2761003.36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張經民 良記營造有限公司 會同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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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李京樺/生態檢核調查員_____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張經民 良記公司/職安人員 

 
1. 工區內之龍舟積水已清乾，建議可蓋上帆布或木板，避免
雨後積水孳生孑孓影響衛生。 

 

2. 保全樹木旁因施作排水溝工程而移除警示帶，建議在保全
樹木上綁警示帶並在易碰撞處包覆保護性包材，亦可用三
角錐分隔保全樹木與車輛動線，避免大型機具不慎碰撞保
全樹木。 

1. 工區內之龍舟有積水，已清理乾淨。 

2. 保全樹木旁因施作排水溝工程而移除警示帶，已復原 

綁警示帶，避免大型機具不慎碰撞保全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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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湳滯洪池工程生態檢核表 

C-01  施工階段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08/05 填表日期 111/08/10 

紀錄人員  勘查地點 (TWD97) X : 281494.65 Y : 2761003.36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張經民 良記營造有限公司 工程督導、會同勘查 

李京樺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檢核調查員 工程督導、生態勘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李京樺/生態檢核調查員_____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良記公司/職安人員/張經民_ 

 

1. 大雨造成周邊排水的魚類隨水流進入工區滯洪池，建議於抽
水後移棲工區水窪內魚類至下游，避免因高溫缺氧導致魚類
死亡，產生惡臭影響環境衛生。 

 

1.大雨造成周邊排水的魚類隨水流進入工區滯洪池，已於
抽水後移棲工區水窪內魚類至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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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湳滯洪池工程生態檢核表 

C-01  施工階段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09/14 填表日期 111/09/16 

紀錄人員  勘查地點 (TWD97) X : 281494.65 Y : 2761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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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宇廷 水務局/工程員 會同勘查 

張經民 良記營造有限公司/勞安人員 會同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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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良記公司/職安人員/張經民_ 

 
1. 工區內之龍舟已於底部打洞排水，現勘未有積水狀況。 

 

2. 現場人員因工項已無大型機具進出需求，故將保護措施撤
除，因其他工項依舊有車輛進出及材料堆放需求，建議保全
樹木保護措施持續設置至施工完畢再行撤離。 

3. 因大雨滯洪池水滿水，施工需求將會抽乾水，為避免水生生
物因水位過低死亡，建議抽水後將生物移棲至下游。 

4. 水生植栽種類包含強勢侵入物種粉綠狐尾藻，可能會造成水
域環境被入侵導致多樣性下降，建議可使用台灣萍蓬草、水
丁香等原生種取代。 

1.工區內之龍舟會持續維護，使其不再有積水狀況。 

2.現場人員因工項已無大型機具進出需求，故將保護措施 

  撤除，已將保全樹木保護措施設置完成，並持續維護至 

  施工完畢再行撤離。 

 
 
 
 
 
 
 
 



3.因大雨滯洪池水滿水，施工需求將會抽乾水，為避免水

生生物因水位過低死亡，抽水後已將生物移棲至下游。 

 

4.感謝生態檢核調查員提供寶貴意見:【水生植栽種類包含

強勢侵入物種粉綠狐尾藻，可能會造成水域環境被入侵導

致多樣性下降，建議可使用台灣萍蓬草、水丁香等原生種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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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湳滯洪池工程生態檢核表 

C-01  施工階段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10/11 填表日期 111/10/11 

紀錄人員  勘查地點 (TWD97) X : 281494.65 Y : 2761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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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經民 良記營造有限公司/勞安人員 會同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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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記/職安人員 張經民 

 
1. 保全樹木保護措施已恢復，保護範圍請勿堆放器具，建議
將材料盡速撤離。 

 

2. 現勘滯洪池已抽完水，池底目測約10~30公分左右水深，
為避免水生生物因曝曬缺氧死亡，建議將原生種放回下
游，如鯽魚；外來種如雜交吳郭魚、泰國鱧、豹紋翼甲鯰
可進行移除。 

 

 

1. 樹木保護範圍內堆放之器具材料已撤離。 

 

2.滯洪池抽完水後池內水生生物，多為外來種如雜交吳郭魚 
等皆已予進行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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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湳滯洪池工程生態檢核表 

C-01  施工階段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11/11/14 填表日期 111/11/17 

紀錄人員  勘查地點 (TWD97) X : 281494.65 Y : 2761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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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敏政 中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監造 會同勘查 

張經民 良記營造有限公司/職安人員 會同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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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經民 良記公司/職安人員 

 
1. 9月現勘保全樹木旁器具堆置已清除，建議持續維持保護措施
到施工完成。 

 

 

2. 現勘施工現場土石方堆置部分裸露，易造成揚塵導致周遭環
境及水體污染，建議暫置土石方覆蓋防塵網或帆布等覆蓋。 

 

 

 

 

 

 

 

 

1. 保全樹木旁皆清理整潔，無雜物、器具堆置情況 ，
將持續維持保護措施到施工完成。 

 

 

 

 

 

 

2. 施工現場土石方堆置部分裸露，已設置土石方覆蓋 

  防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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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