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工程名稱 桃園市八德區大湳滯洪池工程 設計單位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2020/03/09~2023/01/27 監造廠商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營造廠商 良記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 點 ：桃 園 市 八 德 區  

TWD97 座標X : 281494.65 Y : 2761003.36 
工程經費 227,946,000 

工程目的 解決八德區和強路一帶及和平路至鶯歌系統交流道易淹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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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概要 濕式滯洪池(滯洪量15萬噸)，管理中心，環湖步道，景觀綠美化工程 

預期效益 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減少八德區淹水問題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
育原則? 

□是  

■否  

說明：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進場辦理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
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
等？ 

□是   ■否 

說明：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進場辦理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
之生態系統? 

□是 ■否 

說明：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進場辦理 

三、 

生態保育原
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說明：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進場辦理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補償策略，減少工
程影響範圍？ 

□是■否 

說明：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進場辦理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否 

說明：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進場辦理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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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說明：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進場辦理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公開於「桃園市前瞻計畫水環境建設資訊平台」： 

http://www.hztc.com.tw/tywe/index.html 

□否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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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進場辦理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進場辦理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進場辦理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進場辦理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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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進場辦理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公開於「桃園市前瞻計畫水環境建設資訊平台」： 

http://www.hztc.com.tw/tywe/index.html 

 □否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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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進場辦理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
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否 

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進場辦理 

三、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資訊公開 

 

 ■是□否 

公開於「桃園市前瞻計畫水環境建設資訊平台」： 

http://www.hztc.com.tw/tywe/index.html 

施
工
階
段 

施工期間：    109   年   3  月   9  日至     112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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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 桃園市 110-111年度水環境生態顧問團委託專業服務」委託「亞磊數研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執行計畫施工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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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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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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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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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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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民眾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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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桃園市前瞻計畫水環境建設資訊平台 □否 

 

  



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C-02  生態監測紀錄表 

工程執行機關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填表日期 111/02/08 

工程名稱 大湳滯洪池工程 工程地點/座標 (TWD97) X : 281494.65 Y : 2761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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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長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調查員 

魏正安 現場勘查 碩士 陸域生態調查、保育課題研析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調查員 

駱采維 現場勘查 學士 植物生態調查、保育課題研析 

2. 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植物物種組成：本次調查於大湳水上樂園調查範圍內發現植物74科180屬219種，其中43種喬木，30種灌木，26種藤
木，120種草本，包含1種特有種，118種原生種，48種歸化種，52種栽培種。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物佔絕大部分(54.8%)，
而植物屬性以原生物種最多(53.9%)。草生灌叢地零星分散於調查範圍各處，包含道路周圍及人為擾動後區域，主要以大花
咸豐草、大黍、葎草、牛筋草、象草及五節芒等為主，另外零星可見生長較快速之木本植物構樹、血桐及野桐，但植株徑
級皆偏小。其餘為小面積的農耕地、行道樹或園藝物種。 
陸域動物：哺乳類4種13隻次（臭鼩、溝鼠、赤腹松鼠、蝙蝠），鳥類19種123隻次（陸生性鳥種及水鳥如小白鷺、夜
鷺、紅冠水雞、翠鳥等），兩棲類3種11隻次，爬蟲類2種11隻次，蝴蝶4種23隻次。所發現物種均屬普遍常見物種。 
 
水域動物生態：調查測站位於大湳水上樂園旁之埤塘，埤塘周圍有小面積植被，河岸周圍皆有人為活動，水體略微混濁但
無明顯的異味。魚類有3科3種，優勢物種為雜交吳郭魚，底棲生物2科2種，水生昆蟲1目3科，蜻蛉目成蟲3科4種，
浮游植物6門27屬，附著性藻類4門12屬。多樣性不高，依據河川附著藻類藻屬指數顯示，顯示為嚴重污染水質。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工程位置原為大湳水上樂園的水域環境，周圍與馬路、住宅區以及小面積農地及草生地相接，屬於低度敏感且人為干擾高
的地區，調查到的物種都屬普遍常見物種，水中生物多樣性不高，且水質為嚴重污染，現地勘查施工狀態池水被抽乾並整
地，現勘觀察到一蒼鷺飛至工地中，附近農地及小面積草生地棲息的鳥類會使用飲水，施工請注意避免泥沙流入農田造成
污染，以及施工機具避免擾動農田。少數施工便道邊有禾本科等植物，發現有外來種小花蔓澤蘭，數量不多建議可以自行
進行清除，滯洪池周圍邊坡使用漿砌石工法，綠美化植栽及水生植物建議種植的植生可以優先採用原生種，可參考林務局
推薦的106種園藝及景觀用臺灣原生植物，因工地鄰近住宅區，建議暫時堆放的土方及施工便道可以蓋上防塵布或防塵網，
避免砂石飛散影響周圍住戶。現勘觀察到砂石車出入皆有噴灑水清洗輪胎砂石才駛入馬路，值得肯定請繼續保持。 

4.棲地影像紀錄 



  

111.01.17 / 現勘照 111.01.17 /現勘照 

  

111.01.17 / 施工便道 111.01.17 /現勘照 

1. 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________________ 

 

  



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C-02  生態監測紀錄表 

工程執行機關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填表日期 111/04/12 

工程名稱 大湳滯洪池工程 工程地點/座標 (TWD97) X : 281494.65 Y : 2761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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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長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調查員 

魏正安 現場勘查 碩士 陸域生態調查、保育課題研析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調查員 

李京樺 現場勘查 學士 陸域生態調查、保育課題研析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調查員 

宋明儒 生態評析 碩士 生態評析、濕地生態調查 

2. 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植物物種組成：本次調查於大湳水上樂園調查範圍內發現植物74科180屬219種，其中43種喬木，30種灌木，26種藤
木，120種草本，包含1種特有種，118種原生種，48種歸化種，52種栽培種。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物佔絕大部分(54.8%)，
而植物屬性以原生物種最多(53.9%)。草生灌叢地零星分散於調查範圍各處，包含道路周圍及人為擾動後區域，主要以大花
咸豐草、大黍、葎草、牛筋草、象草及五節芒等為主，另外零星可見生長較快速之木本植物構樹、血桐及野桐，但植株徑
級皆偏小。其餘為小面積的農耕地、行道樹或園藝物種。 

陸域動物：哺乳類4種13隻次（臭鼩、溝鼠、赤腹松鼠、蝙蝠），鳥類19種123隻次（陸生性鳥種及水鳥如小白鷺、夜
鷺、紅冠水雞、翠鳥等），兩棲類3種11隻次，爬蟲類2種11隻次，蝴蝶4種23隻次。所發現物種均屬普遍常見物種。 

水域動物生態：調查測站位於大湳水上樂園旁之埤塘，埤塘周圍有小面積植被，河岸周圍皆有人為活動，水體略微混濁但
無明顯的異味。魚類有3科3種，優勢物種為雜交吳郭魚，底棲生物2科2種，水生昆蟲1目3科，蜻蛉目成蟲3科4種，
浮游植物6門27屬，附著性藻類4門12屬。多樣性不高，依據河川附著藻類藻屬指數顯示，顯示為嚴重污染水質。 

參考資料：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2018年5月現地調查資料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現地滯洪池位置因施工水是抽乾狀態，有地下水與雨水形成積水，滯洪池內觀察到鷺科動物使用，燕子飛過，但因施工中，
數量皆不多，水池周圍漿砌石上至步道範圍正試種草皮，觀察到麻雀常見綠地物種於施工便道旁草叢區，因施工將會建置
一深一淺的滯洪池及喬木灌叢植栽，淺且面積較小的池會種植水生植物，預期鳥類與其他生物將可利用此棲地，建議新植
植栽優先選用原生種植物，將有利於生物利用。 

原生種植物為長期與在地動物共同演化，比較適應當地的土壤特性、微氣候（包括溫度、降水量、日照、風壓等等）及其
季節變化，對當地之病害及蟲害均具有相當的抗性或耐性，意即對當地環境的適應性較佳，並且在自然狀態下可以自行繁
衍後代，因此植栽選擇適地的原生植物對周邊生態環境有較佳的效益。 

保全樹木榕樹群(5棵)，因施工中未能接近，建議施工廠商以警示線距離1~1.5公尺圍繞，避免施工材料放至樹跟及樹幹
上，修枝參考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樹木植栽設計施工手冊】。 



4.棲地影像紀錄 

  

111.04.11 / 現勘照 111.04.11 / 現勘照 

  

111.04.11 / 現勘照 111.04.11 / 現勘照 

1. 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