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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前言

一、計畫緣起
行政院為建設下個世代所需要的基礎建設，特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其計畫共包含「綠能建設」、「數位建設」、「水環境建設」、「軌道建

設」及「城鄉建設」5大面向，其中「水環境建設」又細分為「水與發展」、

「水與安全」及「水與環境」；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本計畫〉」即屬於

「水與環境」乙項；近年來親水環境已成為民眾休閒的主要去處，隨著河

川及區域排水的治理完成，民眾遊憩需求逐漸加大，本府為提高民眾親

水之意願並改善水域環境之親水空間，寄望藉由本計畫建設符合地區性

質之親水環境。

為提升宜蘭縣水環境建設之地域特色與整體品質，並配合經濟部水利

署水環境改善計畫中強調績效管理制度之精神，本府期透過落實民眾參與

生態檢核及績效管理制度，並推動景觀專業之諮詢與輔導機制，塑造「營

造水岸融合，提升環境優化」、「恢復自然健康河川，建構永續之生活環

境」及「營造友善海堤空間，展現優質海岸環境」之目的。

「宜蘭縣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輔導顧問團」於 108年 9月 20日啟始辦

理「生態檢核-規劃設計階段：安農溪第三期河道環境改善計畫」，依據生

態及環境調查資料，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環境保

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項配置，納入提案計畫工程設計。

二、生態檢核制度沿革及辦理參考依據
為落實生態工程永續發展之理念，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自

2009年起配合「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逐

年試辦工程生態檢核作業。2016年水利署修訂「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

執行手冊」以推廣、落實生態檢核作業。藉由施工前之工程核定階段與規劃

設計階段蒐集區域生態資訊，了解當地環境生態特性、生物棲地或生態敏

感區位等，適度運用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保育措施，納為相關工程設

計理念，以降低工程對環境生態的衝擊，維持治水與生態保育的平衡。於

施工階段落實前兩階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對策與工法，確保生態保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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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關注區域完好與維護環境品質。最後於維護管理階段定期監測評估治

理範圍的棲地品質，分析生態課題與研擬改善之生態保育措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為持續推動生態工程的發展，自 2007

年開始於石門水庫集水區治理工程中研發生態檢核表，2012年起推動至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之治理工程，將環境友善策略導入於工程生

命週期內，於施工前中後等不同階段實施「環境友善措施標準作業」。

2017年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請公共工程計畫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納入計畫應辦事項，工程主辦機關辦

理新建工程時，續依該機制辦理檢核作業，並於 2019年公布「公共工程

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發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 (詳圖 1)及公共工

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2019年經濟部水利署修正「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

敘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本計畫之水環境改善計畫，應依提案及工

程生命週期各階段落實辦理生態檢核、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並納入後續

採購契約，相關生態檢核公開事項詳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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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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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及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應辦理之生態檢核事
項表

階段 生態檢核

(一)
提案階段

1. 應就提案計畫施作區域，至少蒐集本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
驗所辦理之河川(或區排)情勢調查、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之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eBird Taiwan資料庫、林
務局之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等生態資料，及蒐集既有文化
古蹟、生態、環境及相關議題等資料。

2. 2.依蒐集資料據以辦理生態及環境檢核，擬訂對人文、生
態、環境衝擊較小之提案計畫方案及生態環境保育原則。

(二)
審查核定階段

—

(三)
規劃設計階段

依據生態及環境調查資料，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
之生態環境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項配置，納入提案計畫工程
設計。

(四)
施工階段

1. 施工前：
(1) 辦理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
位置。

(2) 施工計畫書應含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
並擬定異常情況處理計畫(含矯正預防、停工機制)。

(3) 履約文件應有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2. 施工中：

(1) 落實執行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
(2)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納入工程督導，確認生態保育成
效。

3. 完工後：辦理生態影響評估，覆核比對前後施工差異性。

(五)
維護管理階段

應視工作項目性質訂定生態監測計畫，定期監測生態環境恢復情
況及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並分析生態課題與工程生態保育措
施執行成效。

三、生態檢核工作計畫
規劃設計階段主要工作為現場勘查、生態評析、民眾參與、保育對策擬

定及主辦機關應辦事項(詳圖 2)

( 壱) 工程主辦單位應辦理事項
工程主辦單位應組織含生態專業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

團隊，並辦理現場勘查利於後續進行生態評析，以提出最佳治理

方案。參加於基本設計定稿後至施工前之期間民眾參與，並於設

計定稿辦理資訊公開。

( 弐) 現場勘查辦理原則
1. 現場勘查應於基本設計定稿前完成，至少須有生態專業人員、

工程主辦單位與設計單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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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場確認工程設計及生態保育原則，生態保育原則應納入基

本設計之考量，以達工程之生態保全目的。細部之生態評析

成果及工程方案則由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方案之

可行性。

3. 生態專業人員於現場勘查應記錄工程施作現場與周邊的主要

植被類型、潛在棲地環境、大樹等關鍵生態資訊，初步判斷須

關注的生態議題如位於天然林、天然溪流等環境，擬定工程

相關生態注意事項，標示定位並摘要記錄。

( 参) 設計階段生態評析
生態專業人員進行工程之生態評析，可藉由現場勘查、資料

蒐集、生態評估、生態關注區域繪製評估工程範圍內之生態議題，

提供設計單位工程範圍之生態衝擊預測及對應方法及保育對策。 

生態評析過程中所有調查資料、生態議題、衝擊評估、保育對

策須以報告形式完整論述，並為此階段檢核表之附件。

(四) 工程生態保育對策
工程方案及生態保育對策應就工程必要性、安全性及生態議

題之重要性、回復可能性，相互考量研討。基本設計審查時須著

重於評估設計方案是否符合生態保育原則，以及對生態保全對象

之迴避與保護措施。細部設計階段工程主辦單位應精確評估工程

細部設計的可能生態影響，並提出於施工階段可執行之生態保育

措施。

遇工程設計及生態保育對策相左時，可由工程主辦單位召

集各專業領域專家進行討論。設計方案確認後，生態保育對策或

已實質擬定之生態保育措施應納入施工規範或契約條款，以具體

執行。生態專業人員應協助主辦單位標示現地生態保全對象，統

整所有生態保育措施及生態保全對象製作對照圖表供施工人員參

考辨識，並製作自主檢查表供施工廠商定期填寫查核，以利施工

階段徹底執行生態保育措施。

針對各項生態保育措施應提出對應的生態監測建議方式，

供施工階段參考辦理，以記錄工區的生態波動，作為評估生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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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措施成效或環境異常狀況的依據。監測方法，對象若為關鍵物

種，可以參考環境影響評估法的「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及「動

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或林務局制定之監測標準作業手冊。對

象若為小範圍的棲地，可採用地景分析或棲地快速評估法，集水

區可參考「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手冊」之附件二、附件三

及附件四，濕地則參考「濕地生態系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標準作

業程序」。

圖 2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評估流程圖

四、生態檢核工作執行團隊
本計畫由宜蘭縣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輔導顧問團進行本案規劃設計階

段生態檢核工作，團隊組織詳如表 2所示。

表 2 安農溪第三期河道環境改善計畫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成員一覽表
職稱 姓名 專長

國立宜蘭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歐陽慧濤 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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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助理教授 黃志偉 生態、地景

荒野保護協會宜蘭分會/會長 徐朝強 生態

宜蘭惜溪聯盟/召集人 康芳銘 地景

宜蘭縣野鳥學會/理事長 陳介鵬 生態

宜蘭縣野鳥學會/總幹事 陳樹德 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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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提案階段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安農溪水環境改善工程一安農溪第三期河道環境改善」提案階段生

態檢核現場勘查意見包括：

1. 既有陡邊步道喬木生長良好，未來注意高程差異，須避免填土墊

高，樹冠避免再減小。

2. 草坪維護良好，若無統一的喬木林相，再多再美的草坪，仍不足

以營造安農溪的河岸地景。

3. 現存低矮草坪缺乏棲地多樣性與野生動植物棲息空間，生態貧乏。

4. 多數喬木被強勢修剪影響生態服務 Ceco-service價值。

5. 少數河段仍保持原本安農溪的原始風貌，有較佳的生態內涵，建

議保留。

6. 安農溪分洪堪公園的景觀與生態預留很大提升的空間，若要提升

生態價值，應朝棲地營造方向努力，包括改變現有植栽種類與局

部減少人為擾動（human disturbance）等。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包括：

1. 本計畫建議採用迴避、縮小及減輕之保育策略，針對較具生態功

能與生物多樣性的自然環境（森林）應優先迴避，景觀與生態預

留很大提升的空悶，如果改造方向不對，寧可保持現狀，若要提

升生態價值，應朝，棲地營造方向努力，包括改變現有植栽種類

與局部減少人為擾動(human disturbance）等。

2. 工程施作期間，地表開挖或土方處置，皆須採取通當防護及水保

措施，以免土壤被雨水沖刷進入下游河川等承受水體，污染水域

生態環境。亦應注意物料之堆置作業及垃圾之處理，勿使廢棄物、

漫地流或污水滲出或移置場外，造成區，外之污染。工程期間也

應將廢棄物妥善處理並疏導或隔離河道，使工程施作不影響河川

自然行水，這可將衝擊降至最低。

8



第參章 計畫區域工程概況

一、工程辦理緣由
依據 106 年度宜蘭縣安農溪流域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委託規劃、設

計素，安農溪水環境改善工程乃該案之後續工程，並逐年實現之，執行

至今已邁入第三年，已逐年漸漸地完善並改善安農溪沿線之休憩環境。

圖 3 安農溪流域計畫整體構想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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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安農溪水環境改善工程關聯一覽表

分
期

範園或地點 施作項目
預估
金額

(萬元)

執行
年度

第
一
期

1. 安農溪三橋步道立體
交叉改善工程

2. 「下湖橋至蘭陽發電
廠）步道暨周邊景觀
營造」工程

1. 三處立體交叉（堤外橋
下穿越800萬）

2. 新增步道工程（2000
萬）

2800 106年

第
二
期

1. 安農溪流域左岸全路
段步道優質化工程

2. 安農溪流域右岸路段
步道串聯及改善工程

1. 友善廁所設施環境改善
工程（300萬）

2. 左岸既有步道優質化工
程（1400萬）

3. 左岸既有步道動線調整
工程（350萬）

4. 田心橋旁落羽松林休憩
設施工程(120萬）

5. 安農溪右岸步道工程
(1980萬）

6. 植栽工程(150萬）

4300 107年

第
三
期

1. 農義橋～大義一號橋
堤下步道改善

2. 魅力河段亮點工程
3. 水域生態環教點工程
4. 產業地景解說及指標
工程

5. 綠能教育點連接工程

1. 農義橋立體交叉引道及
周邊環境改善

2. 堤頂步道照明照明工程
3. 兩處水域生態環教點工
程

4. 產業地景解說及指標工
程

5. 蘭陽發電廠步道改善工
程

3250 108年

二、工程範圍
安農溪第三期河道環境改善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包含全流域的產

業地景解說及指標工程，另點狀空間如綠能教育解說計畫、尾塹萬善祠引

道改善工程、魅力河段亮點計畫、農義橋步道立體交叉分道改善計畫以及

還地自然-安農溪環境教育計畫，其工作範圍詳圖 4所示。

 產業地景解說及指標工程係針對全流域之指標進行整合，並視其

重要性及潛力進行增設及解說。

 綠能教育解說計畫、尾塹萬善祠引道改善工程、魅力河段亮點計畫

以及農義橋步道立體交叉分道改善計畫，係針對既有設施及環境

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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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地自然-安農溪環境教育計畫則是對於歷年工程的反思，高灘

地草坪空間已過度飽和，多呈現閒置狀態，經評估後減少草坪面

積，除可降低維護管理成本外，更可回復安農溪的生態性。

圖 4 工程範圍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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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一、歷次討論會議重點摘要
本計畫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邀請水利、地景及生態專家學者；維護

管理單位宜蘭縣安農溪總體發展協會；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水利署第一

河川局；承辦單位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相關單位臺灣宜蘭農田水利

會；規劃廠商日商日亞高野景觀規劃(股)台灣分公司召開多次討論會議，

其會議辦理情形摘要如表 4所示。

表 4 本計畫規劃設計生態檢核討論會議一覽表
會議說明 出席單位 會議結論

日期：1081029
會議名稱：水環境改善輔導
顧問團第 4次會議
討論議題：安農溪自然環境
復育工程

 專家學者：宜蘭大學土
木工程學系歐陽慧濤教
授、園藝系黃志偉教
授、宜蘭縣野鳥學會陳
介鵬理事長、宜蘭惜溪
聯盟康芳銘召集人、荒
野保護協會宜蘭分會徐
朝強會長

 維管單位：宜蘭縣安農
溪總體發展協會吳金波
榮譽理事長、林素美理
事

 中央機關：經濟部水利
署第一河川局蘇莎琳正
工程司

 承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工商旅遊處吳政諭技
士、林昀弘先生

 規劃廠商：日商日亞高
野景觀規劃(股)台灣分
公司李永鼎經理、邱
璇、張景棠、林文龍

「安農溪第三期河道環境
改善」基本設計審查會請
邀請顧問團與會。

 本次會議討論內容請顧
問公司在三期工程辦理
細部設計審查會前再行
召開乙次討論會議，請
顧問公司就二期草皮最
後定案內容及三期討論
修正情形說明意見處理
情形。

日期：1081104
會議名稱：「安農溪三期河道
環境改善計畫」委託設計監造
技術服務案基本設計審查會
議

由宜蘭惜溪聯盟康芳銘
召集人代表水環境輔導
顧問團出席

本次會議結論原則通過，
對於沒有爭議的部分工程
需盡快處理，包含農義橋
立體交叉改善工程、蘭陽
發電廠綠能教育解說點、
導覽解說指標工程等，生
態復育方面對於生態敏感
區、出水口地區優先執行。
相關會議結論請設計單位
納入細部設計一併修正。

日期：1081126  專家學者：宜蘭大學土  復育點一至四劃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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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說明 出席單位 會議結論
會議名稱：水環境改善輔導
顧問團第 6次會議
討論議題：安農溪自然環境
復育工程與魅力河段亮點計
畫(夜間照明設計)

木工程學系歐陽慧濤教
授、園藝系黃志偉教
授、宜蘭惜溪聯盟康芳
銘召集人、荒野保護協
會宜蘭分會徐朝強會長

 維管單位：宜蘭縣安農
溪總體發展協會吳金波
榮譽理事長、游志堅理
事長

 中央機關：經濟部水利
署第一河川局蘇莎琳正
工程司

 承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工商旅遊處林昀弘先生
規劃廠商：日商日亞高
野景觀規劃 (股)台灣分
公司李永鼎經理、張景棠

依所提文件辦理。
 生態復育示範點之設計
應符合生態友善原則，
請顧問公司於細部設計
審查時檢附「生態復育點
植栽標準單元配置圖」。

 本案為水環境提案，應
以生態為主要價值，植
栽配置建議原生喬木與
灌木錯植佈置，選擇誘
蝶誘鳥，有利生物棲地
塑造之水際植栽種類。

 應持續辦理完工後的環
境維護工作，完工後仍
需請承包商保固兩年，
定期移除強勢外來物種。

 照明燈具建議考量黑色
或「深咖啡色」或「淺綠
色」，施工定案前將燈具
實品與社區進行溝通。

日期：1081213
會議名稱：「安農溪三期河道
環境改善計畫」委託設計監造
技術服務案細部設計審查會
議

由宜蘭惜溪聯盟康芳銘
召集人代表水環境輔導
顧問團出席

 請設計單位取消蘭陽發
電廠紅牆施做相關導覽
設施，自行車步道之安
全性(反光鏡)、廠區週邊
照明設備請納入設計。

 引道部份請勿使用擋土
牆，請設計單位採用加
勁擋土牆及蛇籠等較為
友善之工法。

 農義橋立體交叉自行車
步道之二維水理分析費
用，請設計單位編列於
間接工程費。

 有關埔林圳右岸水利公
園立體交叉改善，為使
整體自行車步道完善，
請設計單位納入設計。

 有關尾塹段矮燈設置位
置容易積水，請設計單
位重新評估矮燈型式或
設置位置。

 農義橋與防汛道路之交
叉口設置交通號誌為交
通處所負責範圍，另案
請交通處評估。

 農義橋立體交叉步道請
設計單位在符合斜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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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說明 出席單位 會議結論
下，以最短距離規劃自
行車步道，降低對草皮
的破壞。

 有關生態植栽復育部
份，非以放任不管之方
式辦理，請設計單位參
考水環境顧問團及委員
建議之多樣性喬木、灌木
規劃。

日期：1081216
會議名稱：水環境改善輔導
顧問團第 7次會議
討論議題：安農溪自然環境
復育工程、農義橋左岸步道立
體交叉改善

 專家學者：宜蘭大學土
木工程學系歐陽慧濤教
授、園藝系黃志偉教
授、宜蘭惜溪聯盟康芳
銘召集人、宜蘭縣野鳥
學會陳介鵬理事長及陳
樹德總幹事、荒野保護
協會宜蘭分會徐朝強會
長

 維管單位：宜蘭縣安農
溪總體發展協會吳金波
榮譽理事長、游志堅理
事長、陳立君理事、林
秀雯總幹事

 中央機關：經濟部水利
署第一河川局李東盛課
長、蘇莎琳正工程司

 承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工商旅遊處吳政諭技
士、林昀弘先生

 規劃廠商：日商日亞高
野景觀規劃(股)台灣分
公司李永鼎經理、張景
棠

( 壱) 安農溪自然環境
復育工程

 示範點 2、4請設計公司
辦理微棲地的營造，下
次討論提出配置圖。

 增加四個示範點之營造
主題內容，增加樹種的
選擇，以利於擴大生物
多樣性。

 請設計公司與後續維護
管理者確認規劃設計內
容。

 下次開會時間訂在 2月
中上旬，請顧問公司前 3
天先提供資料，俾利各
位聚焦討論。

 生態復育區坐椅安農溪
總體發展協會建議減少
泥作工程，思考大自然
材質，如利用既有蘭陽
溪大石塊等，相關建議
建請宜蘭縣政府納入考
量。

(弐) 農義橋左岸步道立體
交叉改善

 下游引道保留製作。
 過水箱涵設計保留，後
續視施工說明會辦理情
形再行調整。

 未來請增加大義村社區
溝通。

日期：1090203
會議名稱：「安農溪第三期河
道環境改善計畫」工程設計討
論
討論議題：安農溪自然環境
復育工程、生態觀察紀錄

 專家學者：宜蘭大學土
木工程學系歐陽慧濤教
授、宜蘭惜溪聯盟康芳
銘召集人、宜蘭縣野鳥
學會陳介鵬理事長

 維管單位：安農溪總體
發展協會游志堅理事

 示範點一萬富圳 ( 三星
橋)，營造山林綠廊延續
意象，創造鳥類食餌林

 示範點二：埔林圳(張公
圍親水公園)，增加蜜源
植物及食草物種，視復
育目標物種，再從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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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說明 出席單位 會議結論
長、吳金波榮譽理事
長、陳立君理事、育林
(造林) 專業者游本宏老
板

 中央機關：經濟部水利
署第一河川局李東盛課
長、蘇莎琳正工程司

 承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工商旅遊處鐘明達科
長、林昀弘先生

 相關單位：臺灣宜蘭農
田水利會管理組陳志豪
先生、羅東工作站吳信
昌先生、三星工作站李
炳釧站長

 規劃廠商：日商日亞高
野景觀規劃(股)臺灣分
公司李永鼎經理、林國
榮副理、張景棠設計師

修復概念著手。
 示範點三：長春橋(尾塹
橋上游)，以獨角仙棲地
營造為主。

 示範點四( 1)：萬長春橋
-高莖草本保留區

 示範點四( 2)：萬長春橋
-獨角仙棲地營造及柯林
舊地名意象塑造

 其他：工程施作階段應
提供自然環境復原觀察
記錄報告。

二、工程設計與生態檢核辦理情形勾稽

(壱) 安農溪自然環境復育工程
本計畫針對生態復育區位與辦理原則、界定方式、營造原則

與主題規劃等項目進行討論，以原提方案及修正方式說明設計

考量點及修正建議，其成果摘要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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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態復育區位與辦理原則
設計廠商原研提五處生態復育區共計 12.95公頃，考量

地方接受度建議修正為四處共計 4.13公頃，另提出辦理原則

建議。

原研提方案

示範點 面積 地點 選點原因

一 1.3公頃 三星橋
此處右岸遊客較少，可配合引水支流處之沙洲
自然演替，建議將此處劃設為自然復育區。 

二 1.75公頃
張公圍親
水公園

此處左岸為張公圍親水公園，屬使用強度較高
之區域，基於生態補償建議將此處劃設為自然
復育區，並配合匯流口營養值較多以及埔林圳
渠首工之淤積沙洲，將有利於營造之。 

三 5.4公頃
農 義橋 -
分洪壩

此處兩側均設置矮牆將活動空間與安農溪隔
開，而農義橋至分洪壩間本身較多淤積，有利
形成沙洲進行自然演替，建議將此處劃設為自
然復育區。 

四 2.8公頃
尾塹橋上
游

尾塹橋處左案為尾塹公園高爾夫球場，未來預
計於右岸進行擴建，此段屬使用強度較高之區
域，基於生態補償建議將此處劃設為自然復育
區，並配合13K+500右岸處之匯流口營養值較
多，將有利於營造之。

五 1.7公頃 萬長春橋

萬長春橋下游處已多為自然演替區域，建議將
此處除步道周邊及公園處以外至安農溪之範圍
劃設為自然復育區，除維持其水岸自然型態外
並加強外，更可降低除草範圍之維管成本。 

合計復育面積 12.95公頃

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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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復育示範點分佈圖
示範點 面積 地點
一 1.2公頃 三星橋
二 0.78公頃 張公圍親水公園
三 0.65公頃 尾塹橋上游
四 1.5公頃 萬長春橋

合計復育面積 4.13公頃
考量點 建議事項

生態復育區區位能
否以「整體串連」規
劃作為實施範圍

1. 有鑑於「萬長春橋」、「柯林」路段，即有民眾對於「野
生蛇類」之嚴重抗議，故較難實施規畫。

2. 若於初期即規劃「大範圍」之整體復育區，恐招致極大
反彈；建議以多項「小部分」的復育區作為示範區段，
倘若操作優良，俾具「生態說服力」使生態保育範圍持
續擴張。

減少除草頻率 建議於「自然復育區段」減少除草頻率。

示範區位

1. 自然保護區建議以坡腳上下兩公尺為界定範圍。
2. 建議先於部分「匯流口」、「河道口淤積處」實施生態保
育。

3. 於「張公圍親水公園」之復育區段範圍，以埔林圳為開
端，沿線規劃，期規劃範圍能先以小部分予以示範，
以免社區民眾強烈反彈。

4. 建議「萬長春橋」下可作為生態棲地復育示範區位，因
為該區域目前尚無工程，現況儼然成為「垃圾棄置
處」，可趁此機會改善。

相關配套建議

1. 建議與安農溪維管人員商議關於「安農溪第三期河道
環境改善」所劃設之生態棲地復育範圍。

2. 應持續辦理完工後的環境維護工作，完工後仍需請承
包商保固兩年，定期移除強勢外來物種。

3. 相關除草作業與規定建議後續能辦理環境教育訓練課
程，讓第一線除草人員能熟知作業範圍。

4. 施工廠商於兩年的共同協助期間也必須要辦理兩場說
明會，說明如何維護管理，與一些強勢外來植栽的辨
識。

5. 工程施作階段應提供自然環境復原觀察記錄報告。

2. 生態復育區界定方式
設計廠商原研提四種界定方式，經多次討論建議以新植

喬木取代上述界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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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研提方案
形式 說明 意象圖

TYPE A
錯植野薑花

野薑花為安農溪之原生種，且是在地居
民對於安農溪的記憶，過去安農溪生長
最多的植物，而生態專家也建議種植野
薑花，野薑花是目前唯一可抑制開卡蘆
擴散最有效的原生植物。

TYPE B
設置木樁

設置木樁，以木樁作為管理單位除草的
界線。

TYPE C
導根板或
分隔板

設置導根板或分隔板，導根板或分隔板
為園藝作為界定植栽區塊的設施，本工
程將實驗性設置於此，測試是否可抑制
自然演替之植栽擴散。

TYPE D
排界石

排界石，以塊石作為管理單位除草的界
線，並抑制自然演替之植栽擴散，目前
一河局以此方式進行設置。

修正建議
考量點 建議事項

不建議之分
界形式

1. 基於後續維管之便，建議不採「排界石」之法。
2. 不建議使用「導根板」，如此將完全阻絕土壤以下之生態活
動範圍( 如：土撥鼠及特定蛇類)。

3. 示範點二:建議現場分界已很清楚，建議不要用木樁分界
生態復育區。

界定方法

1. 界定方法建議參考「高爾夫球場」之區域劃定方法。
2. 就生態復育範圍「界定」之方式並非只有植栽「野薑花」一種
選擇，可以錯植、群落叢植的方式增加植物多樣性。

3. 原來就有野薑花就不用再去種，野薑花自然繁衍能力強，
不用刻意去種植，而是要去控制野薑花的繁衍。

4. 建議64支木樁改以新植喬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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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態復育區營造原則與主題規劃
設計廠商原研提以低密度管理配合剃除強勢外來種方式

進行復育區營造，經多次討論研擬規劃原則建議，並擬定復

育區營造主題，礙於發包期程相關建議工商旅遊處承諾後續

變更設計時一併納入考量。

原研提方案
以錯植野薑花、設置木樁、導根板或分隔板、排界石等方式將復育區域界定出來，
預定採行「低密度管理」，「低密度管理」係降低除草頻率，配合「強勢」外來種進
行剃除作業設置生態復育區。

修正建議
考量點 建議事項

規劃原

則

1. 保留原生喬木
2. 定期清除強勢外來種
3. 植樹是生態復育的開端，植樹後將形成生態環境，此為生「生態復
育」之核心所在。

4. 建議以原生種之水柳取代
5. 即使植樹量不多，在創造鳥類棲地之生態服務及視覺景觀上仍扮

演極重要功能。
6. 建議安農溪左岸與安農溪右岸不同設計，例如於左岸進行生態棲
地復育多植樹，而右岸則保留不改善，此一對比將較容易比較出
生態復育之差異與成效。

7. 本案為水環境提案，應以生態為主要價值，植栽配置建議原生喬
木與灌木錯植佈置，選擇誘蝶誘鳥，有利生物棲地塑造之水際植
栽種類。

8. 林務局有提供現成的苗種，建議可以去申請，同時也能節省經
費，或是灌木後續由河川局種植也可以。

9. 建議可以依照四個區域的生態、特性去做種植內容的調整。並訂定
四種不同的主題，發展出四個不同的特色。

10. 建議種植喬木不要太密，應當對法規要更了解再執行。
11. 開口堤微棲地怎麼配置？匯流口也是開口堤的一種。
12. 增加四個示範點之營造主題內容，增加樹種的選擇，以利於擴大
生物多樣性。

13. 生態復育區坐椅安農溪總體發展協會建議減少泥作工程，思考大
自然材質，如利用既有蘭陽溪大石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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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營

造

( 壱) 示範點一：萬富圳(三星橋)
1.三星鄉已種植許多茄冬，建議減少茄冬佈置數量，增加原生喬木樹
種，找出真正特色。如山漆樹可吸引高海拔鳥類棲息，呼應山林綠廊
延續意象，創造鳥類食餌林，或種植賊仔樹…等。新植喬木建議選擇
胸徑 3-6c m、高度約 2-2.5公尺之植栽為主。

2.保留水利會清淤通道共計四處，阿里史導水路的土堤避免種植喬木。
3.農田水利會進行清淤作業之施工便道應有標示以及規範，避免怪手
任意行駛破壞草地景觀。

主

題

營

造

( 弐) 示範點二：埔林圳(張公圍親水公園)
1.沙洲內的銀合歡、小花蔓澤蘭建議於包商兩年保固期內，定期手作清
除強勢外來種，外來種移除時間應避免水鴨繁殖季，相關建議請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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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施工規範。
2.泛舟上岸處，為保護生態復育環境，建議規劃固定路線，兩側施放
木樁，中間用碎石鋪設人行步道，以避免泛舟民眾在草地任意行走。

3.減少大葉楠之種植數量並降低野薑花及月桃之種植密度，建議增加
蜜源植物及食草物種，視復育目標物種，再從棲地修復概念著手。另
分階段逐步清疏陰香。

4.農田水利會進行清淤作業之施工便道應有標示以及規範，避免怪手
任意行駛破壞草地景觀。

5.設計請保留水利會清淤通道。
6.第一河川局已發包鄰近之工程，建議示範點二之植栽規劃結論可供
第一河川局參考。

主

題

營

造

( 参) 示範點三：長春橋(尾塹橋上游)
1.本區復育主題以獨角仙棲地營造為主，螢火蟲小水池設計建議刪除。
2.本區復育以新植喬木為主，維持光臘樹密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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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示範點四( 1)：萬長春橋-高莖草本保留區
1.建議 64支木樁改以新植喬木取代，三處出水口分別營造三種主題植
栽特色，並擴大新植範圍。

2.建議三種主題可以水柳、水社柳；風箱樹；台灣赤楊為主，台灣赤楊
種植在靠近分洪堰的出水口，但請靠近堤前坡，希望未來能恢復鷺
鷥林的景像。

主

題

營

造

(伍) 示範點四( 2)：萬長春橋-獨角仙棲地營造及柯林舊地名意象塑造
1.喬木種植建議勿臨水邊，預留通洪空間。
2.靠近水門處勿新植喬木，避免水門啟閉毀損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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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弐) 夜間照明設計

設計廠商原研提矮燈燈具高度約 80c m，從生態友善角度考量

建議降至 30c m可滿足標示功能。照明燈具建議考量黑色或「深咖啡

色」或「淺綠色」，施工定案前將燈具實品與社區進行溝通。

原研提方案

本工程預計設置燈具之段落包含安農溪大洲段、安農溪南支流段以及安農溪驛
站段等三段
1.安農溪大洲段，此側植栽密度較高，以致阻擋一側之際有路燈，因此此
處之間距應採25公尺，並於局部較開闊處且有路燈照射則跳過設置，另
照射範圍避免含括水際。 

2.安農溪南支流段，此側植栽相較尾塹橋則較疏，既有路燈照射範圍可涵
括部分步道範圍，因此間距應採25公尺，並於現況調整，避免燈具重覆
照射，另照射範圍避免含括水際。 

3.安農溪驛站段，此側植栽密度較疏，且無設置路燈，但為避免影響周邊
之生態環境，間距應採25公尺，照射範圍避免含括水際。

修正建議
是否將地面崁燈納入
選擇？

有鑑於宜蘭之「氣候」與「環境」問題考量，故不適合選
擇「地燈」及「崁燈」，作為燈具安裝之選擇。

若地面崁燈維護管理
困難，建議能降低目
前燈具設置高度。

示範點四:建議本區無需設置照明設施，如需設置請儘
量降低燈的高度(高度從80c m降至30c m，即可滿足標示
功能)，並考量融入環境，避免造成景觀及生態之衝
擊。

燈具設計
照明燈具建議考量黑色或「深咖啡色」或「淺綠色」，施
工定案前將燈具實品與社區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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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保留(護)喬木建議
本計畫於 109年 2月 18日與 2月 25日會同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與

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黃志偉教授進行本案工程保留(護)喬木現勘，其建

議保留喬木分佈詳圖 5至圖 12、保留喬木清冊詳表 5所示、其他建議辦理

事項詳表 6所示。

圖 5 安農溪第三期河道環境改善工程全區建議保留喬木分佈圖

圖 6 復育區示範點-埔林圳(張公圍親水公園)保留喬木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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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復育區示範點-萬長春橋(高莖草本保留區)保留喬木分佈圖

圖 8 復育區示範點-萬長春橋(獨角仙棲地營造及柯林舊地名意象塑造)保
留喬木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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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魅力河段亮點工程保留喬木分佈圖

圖 10農義橋步道立體交叉分道改善工程保留喬木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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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萬長春引道改善工程保留喬木分佈圖

圖 12 尾塹萬善祠引道改善工程保留喬木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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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安農溪第三期河道環境改善工程建議保留喬木清冊

編
號

樹種
樹高
( m)

樹圍
( c m)

直徑
( c m)

go ogl e 座標
照片 備註

( X) ( Y)

1 光蠟樹 12 69.3 22.1 121.7428587 24.6858981

2 苦楝樹 15 240 76.2 121.7441496 24.6865134

3 苦楝樹 14 240 76.2 121.7465303 24.6894287

4 苦楝樹 9 139 44.1 121.7474819 24.6985374

5 烏桕 15 250 79.3 121.7409366 24.6935960 樹洞

6 烏桕 14 232 73.9 121.7407777 24.6934376 樹洞

7 水柳 5 182 57.8 121.7398416 24.692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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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樹種
樹高
( m)

樹圍
( c m)

直徑
( c m)

go ogl e 座標
照片 備註

( X) ( Y)

8 烏桕 14 163 51.8 121.7400713 24.6931656

9 烏桕 14 225.5 71.8 121.7397242 24.6931692

10 烏桕 14 142 45.2 121.7394292 24.6932277

11 烏桕 14 167 53.2 121.7396619 24.6926638

12 烏桕 13 123 39.2 121.7395442 24.6925789

13 樟樹 17 212 67.5 121.7384613 24.6919449

14 樟樹 12 185 58.9 121.7381602 24.691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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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樹種
樹高
( m)

樹圍
( c m)

直徑
( c m)

go ogl e 座標
照片 備註

( X) ( Y)

15 樟樹 12 147 46.8 121.7379996 24.6917829

16 烏桕 9 145 46 121.7371051 24.6916708

17 烏桕 12 225.5 71.8 121.7366444 24.6916976

18 烏桕 9 103 32.8 121.7351843 24.6918810

19 烏桕 9 109 34.7 121.7350901 24.6918749

20 楓香 11 70 22.3 121.7347501 24.6918925

21 楓香 8 58.5 18.6 121.7346592 24.691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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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樹種
樹高
( m)

樹圍
( c m)

直徑
( c m)

go ogl e 座標
照片 備註

( X) ( Y)

22 烏桕 8 74 23.5 121.7338703 24.6917448

23 烏桕 8 83 26.4 121.7338703 24.6917448

24 烏桕 8 98 31.2 121.7338703 24.6917448

25 烏桕 13 196 62.4 121.7323374 24.6911008

26 苦楝樹 10 170.5 54.3 121.7403411 24.6858551

27 苦楝樹 15 296 94.2 121.7398748 24.6857771

28 苦楝樹 11 194 61.8 121.7385736 24.6857844 長滿樹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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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樹種
樹高
( m)

樹圍
( c m)

直徑
( c m)

go ogl e 座標
照片 備註

( X) ( Y)

29 樟樹 11 111 35.3 121.7375647 24.6858731 白蟻蛀蝕

30 樟樹 11 136 43.3 121.7375647 24.6858731 樹洞

31 樟樹 10 172 54.8 121.7373941 24.6858993 白蟻蛀蝕

32 光蠟樹 7 74 23.6 121.7361515 24.6864693

33 光蠟樹 7 88 28 121.7361140 24.6865607

34 烏桕 9 147 46.8 121.7375335 24.6849123

35 苦楝 11 209 66.5 121.7346840 24.6862289
因二期工程回填土太
高，基幹被活埋，影
響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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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樹種
樹高
( m)

樹圍
( c m)

直徑
( c m)

go ogl e 座標
照片 備註

( X) ( Y)

36 烏桕 11 108 34.4 121.7345566 24.6862548
因二期工程回填土太
高，基幹被活埋，影
響生長

37 烏桕 9 107 34.1 121.7345526 24.6862338
因二期工程回填土太
高，基幹被活埋，影
響生長

38 烏桕 11 144 45.8 121.7344715 24.6862484

39 烏桕 9 117 37.2 121.7342891 24.6861238
因二期工程回填土太
高，基幹被活埋，影
響生長

40 烏桕 7 87 27.7 121.7337215 24.6859620

41 烏桕 7 121 38.5 121.7337188 24.6859398

42 山黃麻 12 157 50.0 121.7336041 24.6858962 基部樹皮嚴重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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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樹種
樹高
( m)

樹圍
( c m)

直徑
( c m)

go ogl e 座標
照片 備註

( X) ( Y)

43 烏桕 11 110 35.0 121.7334435 24.6858649

44 烏桕 7 120 38.2 121.7336236 24.6857129

45 樟樹 6 248 78.9 121.7316655 24.6857549

46 楓香 11 107 34.1 121.7313980 24.6866110 白蟻蛀蝕

47 楓香 11 109 34.7 121.7313665 24.6865650

48 楓香 11 105 33.4 121.7313390 24.6865390

49 楓香 11 106 33.7 121.7312730 24.6865420 白蟻蛀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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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樹種
樹高
( m)

樹圍
( c m)

直徑
( c m)

go ogl e 座標
照片 備註

( X) ( Y)

50 楓香 11 117 37.2 121.7312150 24.6865230

51 楓香 9 101 32.1 121.7311470 24.6865200

52 楓香 8 106 33.7 121.731115 24.686564

53 楓香 10 97 30.9 121.731266 24.686573

54 正榕(群) 0.0 121.731597 24.686656
正 榕 樹 群 約 40-45
棵，建議保護。

55 台灣野茉莉 3 184 58.6 121.730184 24.686365
又稱烏皮九芎也是區
內代表樹種

56 台灣野茉莉 3 42.6 13.6 121.730457 24.686458
又稱烏皮九芎也是區
內代表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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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樹種
樹高
( m)

樹圍
( c m)

直徑
( c m)

go ogl e 座標
照片 備註

( X) ( Y)

57 小葉桑 4 105.6 33.6 121.730503 24.686454

58 大葉黃楊 4 66.4 21.1 121.728530 24.685936

59 樟樹 12 147 46.8 121.728864 24.686003 白蟻蛀蝕

60 台灣赤楊 9 124 39.5 121.724812 24.685018
重要代表樹種全安農
溪低灘地僅存

61 九芎 6 82 26.1 121.724575 24.684951

62 水柳 6 134 42.7 121.724247 24.684812

63 榕樹 9 286 91.0 121.732544 24.691277

36



編
號

樹種
樹高
( m)

樹圍
( c m)

直徑
( c m)

go ogl e 座標
照片 備註

( X) ( Y)

64 烏桕 11 195 62.1 121.732347 24.691143

65 茄苳(群) 7 110 35.0 121.732214 24.691045

 編號 65 後約有 67
棵茄苳樹須保護。

 附近之苦楝為 1-2
年新植，暫不保
護。

 陰香為外來種亦不
保護。

66 大葉欖仁 7 109 34.7 121.731638 24.690746

67 烏桕 7 108 34.4 121.731174 24.690368

68 光蠟樹 9 66 21.0 121.730990 24.690267

69 光蠟樹 9 71 22.6 121.730986 24.690249

70 光蠟樹 9 68 21.6 121.730385 24.68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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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樹種
樹高
( m)

樹圍
( c m)

直徑
( c m)

go ogl e 座標
照片 備註

( X) ( Y)

71 光蠟樹 9 60 19.1 121.730380 24.689828

72 光蠟樹 8 57 18.1 121.730182 24.689720

73 光蠟樹 8 73 23.2 121.730151 24.689683

74 光蠟樹 8 58 18.5 121.730091 24.689629

75 光蠟樹 9 81 25.8 121.729886 24.689534

76 光蠟樹 8 60 19.1 121.729826 24.689448

77 光蠟樹 7 50 15.9 121.729691 24.68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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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樹種
樹高
( m)

樹圍
( c m)

直徑
( c m)

go ogl e 座標
照片 備註

( X) ( Y)

78 光蠟樹 9 71 22.6 121.728523 24.688583

79 未知 10 114 36.3 121.728530 24.688550
可能印度紫檀 ( 較可
能) 或菲律賓紫檀

80 光蠟樹 9 80 25.5 121.728336 24.688449

81 未知 11 114 36.3 121.728330 24.688438
可能印度紫檀或菲律
賓紫檀

82 未知 11 120 38.2 121.728109 24.688299
可能印度紫檀或菲律
賓紫檀

83 光蠟樹 11 86 27.4 121.728026 24.688283

84 未知 11 97 30.9 121.728029 24.688254
可能印度紫檀或菲律
賓紫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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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樹種
樹高
( m)

樹圍
( c m)

直徑
( c m)

go ogl e 座標
照片 備註

( X) ( Y)

85 大葉欖仁 9 97 30.9 121.727973 24.688200

86 光蠟樹 11 76 24.2 121.727821 24.688138

87 大葉欖仁 6 99 31.5 121.727471 24.687888

88 楓香 8 73 23.2 121.727279 24.687766

89 光蠟樹 9 76 24.2 121.727249 24.687723

90 楓香(群) 8 115 36.6 121.727201 24.687696

 斷頭

 編號 90後約有 6棵
楓香須保護。

91 榕樹 10 295 93.9 121.726795 24.687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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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樹種
樹高
( m)

樹圍
( c m)

直徑
( c m)

go ogl e 座標
照片 備註

( X) ( Y)

92 榕樹 10 136 43.3 121.726802 24.687375

93 樟樹 6 70 22.3 121.714250 24.680774
本區陰香建議就地移
除。

94 烏桕 11 105 33.4 121.702250 24.669152

95 苦楝 15 262 83.4 121.702172 24.669141
建議工程繞道，並請
協助修剪枝幹 ( 斷枝
處)。

96 樟樹 15 148 47.1 121.702092 24.669040

97 烏桕 11 83 26.4 121.701956 24.668825
編號97之後樹木似有
褐根病。

98 苦楝 16 248 78.9 121.701723 24.668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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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其他建議說明表

編號93周邊區塊-水道分支內現有浮
島建議保留，以利創造棲地多樣性

編號93周邊區塊-河道內除象草及大花
咸豐草等外來種，地被建議保留。

編號93周邊區塊-復育區內銀合歡及
小花蔓澤蘭建議移除。

編號97周邊區塊-枯樹 11棵建議移除。

編號98周邊區塊-花圃建議不動，內部苦楝及樟樹亦建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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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依循歷次討論與工程招標圖說文件，本案設計階段迴避、縮小、減輕

與補償生態保育策略概述如下：

( 壱) 迴避策略
1. 相關設施設計盡量迴避保留喬木，全案保留喬木共計 98株。

( 弐) 縮小策略
2. 原研提矮燈燈具高度約 80cm，從生態友善角度考量降至

45cm即可滿足標示功能。

( 参) 減輕策略
1. 原設計 64 支木樁藉此界定生態復育區，經討論後改以新植喬

木方式取代木樁之設計。

2. 生態復育區坐椅從減少泥作工程思考，選擇大自然材質（大

石塊）降低混凝土使用量。

(四) 補償策略
1. 於「人為活動少之區段」、「匯流口」及「河道口淤積處」實施生態復

育計畫，包括三星橋 1.2公頃、張公圍親水公園 0.78公頃、尾塹橋

上游0.65公頃、萬長春橋 1.5公頃，四處生態復育區共計 4.13公

頃。

2. 四處生態復育區預定採行「低密度管理」，降低除草頻率，配合

「強勢」外來種移除作業，如張公圍親水公園沙洲內的銀合歡、小

花蔓澤蘭等，應於兩年保固期內，定期手作清除強勢外來種，外

來種移除時間應避免水鴨繁殖季。

3. 新植喬木、灌木之種類及數量如下表所示，共計新植喬木 351棵，

新植灌木 35677株。

4. 針對四處生態復育區於完工後辦理一年期生態調查作業，調查項

目包括鳥類、兩棲類與昆蟲類。調查頻度為每 2個月乙次，並以教

育訓練方式將生態調查成果與認識外來種等現地生態資訊移轉給

維護管理者（安農溪總體發展協會），讓安農溪生態復育觀念深

入管理者。

表 7 新植喬木一覽表
項次 苗木名稱 幹徑( c m) 樹高( m)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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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柳 6 2.5 49
2 烏桕 6 2.5 43
3 茄苳 6 2.5 37
4 雀榕 6 2.5 8
5 稜果榕 3 1.5 3
6 大葉楠 6 2.5 5
7 台灣朴 6 2.5 3
8 台灣櫸 6 2.5 3
9 青剛櫟 6 2.5 5
10 苦楝 6 2.5 5
11 烏心石 6 2.5 5
12 台灣欒樹 6 2.5 8
13 樟樹 6 2.5 34
14 無患子 6 2.5 11
15 九芎 6 2.5 11
16 光臘樹 6 2.5 81
17 台灣赤楊 - 0.35 38
18 柑橘 3 2

表 8 新植灌木一覽表
項次 苗木名稱 幹徑( c m) 樹高( m) 冠寬( m) 數量
1 野薑花 0.25 720
2 月桃 3吋盆 600
3 石斑木 3吋盆 2720
4 冇骨消 3吋盆 2390
5 薜荔 3吋盆 543
6 月橘 0.3 0.1 870
7 朱槿 0.3 0.1 2470
8 金絲桃 0.3 0.1 3100
9 金露花 0.3 0.1 2520
10 春不老 0.3 0.1 720
11 桃金孃 0.3 0.1 3170
12 山黃梔 0.3 0.1 1270
13 日本女貞 0.3 0.1 3400
14 台灣鳶尾 0.2 0.1 150
15 射干 0.2 0.1 3940
16 桔梗蘭 0.2 0.1 3640
17 田代氏石斑木 0.3 0.1 1270
18 台灣鳶尾 3吋盆 1550
19 銀紋沿階草 3吋盆 443
20 文殊蘭 3吋盆 191

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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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工程可能之生態影響，研擬迴避生態保育對策，未來請施工廠商

確保周邊 98顆喬木不受施工干擾及影響，其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項目

如表 7所示。

表 9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填表人 填表日期

項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處置措施

1 是否有設置阻隔保護措施 □ 是  □ 否

2 路燈設置是否有迴避大樹生長位置 □ 是  □ 否

3 步道路線是否有迴避大樹生長位置 □ 是  □ 否

4 整地開挖是否有傷害其主幹根行為 □ 是  □ 否

5 是否有雜物廢料堆積於樹冠下之情形 □ 是  □ 否

6 施工路線是否有迴避周邊保護樹 □ 是  □ 否

7 工程回填是否太高影響大樹生長 □ 是  □ 否

8

是否有辦理生態復育示範區移除強勢外來
種(圈選移除對象:銀合歡、小花蔓澤蘭、
象 草 、 大 花 咸 豐 草 或
)

□ 是  □ 否

9 是否有辦理枯樹（褐根病）或陰香移除 □ 是  □ 否

10 生態復育示範區保留水利會清淤通道 □ 是  □ 否

11 其他異常狀況

現場照片

備註:本表每兩週自主查驗填報至少一次，每月彙整予監造單位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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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安農溪第三期河道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日商日亞高野景觀規劃股份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工程期程 109年 4月至 110年 1月 監造廠商
日商日亞高野景觀規劃股份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主辦機關 宜蘭縣政府 營造廠商 家祥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24.65587,121.61829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3,250
工程目的 改善步道品質，提供動線安全，創造優質休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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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概要

1. 農義橋步道立體交叉改善工程
2. 綠能教育解說點工程
3. 燈具新增及改善工程
4. 產業地景解說及導覽工程
5. 生態復育工程

預期效益
1. 改善交通衝突點，促進行人安全
2. 設置堤頂照明，強化夜間使用安全
3. 設置四處生態復育區，營造多樣化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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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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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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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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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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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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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核
定
階
段

採用策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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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 針對各棲地環境採取不同策略，並以迴避、縮小、減輕策
略為優先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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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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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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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政府全國水環境計畫資料整合網頁ht t p s ://wr e s .e-
l an d.gov.t w/Co n t e n t _Li s t .as p x?n =489756AA60839C6D。
□否

規
劃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3.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4. ■是 宜蘭縣府水環境  輔導顧問團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5.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6. ■是 參見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報告
7.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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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報告
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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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      1      項迴避、  1      項縮小、  2      項減輕及      4      項補償措施，細節  
參見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報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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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參見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報告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
資訊公開?
■是 □否 
宜蘭縣政府全國水環境計畫資料整合網頁ht t p s ://wr e s .e-
l an d.gov.t w/Co n t e n t _Li s t .as p x?n =489756AA60839C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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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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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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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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109/2/3 填表人 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
水系名稱 安農溪 行政區 宜蘭縣三星鄉
工程名稱 安農溪第三期河道環境改善計畫 工程階段 設計階段
調查樣區 安農溪流域 位置座標（google座標） 24.65587, 121.61829

工程概述 1. 農義橋步道立體交叉改善工程  2. 綠能教育解說點工程
3. 燈具新增及改善工程          4. 產業地景解說及導覽工程        5.生態復育工程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0-10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性

(A)水域型態多樣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___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6分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增加棲地水深□其他

評分標準：(詳參照表A項)□ 水域型態出現 4種以上：10分■水域型態出現 3種：6分□水域型態出現 2種：3分□水域型態出現 1種：1分□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水域廊道連續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詳參照表 B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 1分 □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分

6分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維持水路蜿蜒□其他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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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0-10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水的特性 (C)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6分

□維持水量充足■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調整設計，增加水深□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其他：
評分標準：(詳參照表 C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
(D)水陸域過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5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3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1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0分
5分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
1. 相關設施設計盡量迴避保留喬木，全案保留喬木共計 98株。
2.新植喬木 351棵，新植灌木 35677株。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礫石護岸為主；部分流段有土坡及植栽
(詳表D-1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類移動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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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0-10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

(E)溪濱廊道連續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項)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分 6分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保持自然溪濱植生帶，並標示位置■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其他
1. 原研提矮燈燈具高度約 80cm，從生態友善角度考量降至 45cm即可滿足標示功能。
2. 原設計 64支木樁藉此界定生態復育區，經討論後改以新植喬木方式取代木樁之設計。
3. 生態復育區坐椅從減少泥作工程思考，選擇大自然材質（大石塊）降低混凝土使用量。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底質多樣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砂土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分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外的土砂材料等)□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詳參照表 F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10分□ 面積比例介於 25%~50%：6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3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1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水道底面積：0分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態特性 (G)水生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 1分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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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0-10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動物豐多度
(原生
or外來)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其他
1. 於「人為活動少之區段」、「匯流口」及「河道口淤積處」實施生態復育計畫，包括三星橋 1.2公頃、張公圍親水公園 0.78公頃、尾塹橋上游 0.65公頃、萬長春橋 1.5公頃，四處生態復育區共計 4.13公頃。
2. 四處生態復育區預定採行「低密度管理」，降低除草頻率，配合「強勢」外來種移除作業，如張公圍親水公園沙洲內的銀合歡、小花蔓澤蘭等，應於兩年保固期內，定期手作清除強勢外來種，外來種移除時間應避免水鴨繁殖季。
3. 針對四處生態復育區於完工後辦理一年期生態調查作業，調查項目包括鳥類、兩棲類與昆蟲類。調查頻度為每 2個月乙次，並以教育訓練方式將生態調查成果與認識外來種等現地生態資訊移轉給維護管理者（安農溪總體發展協會），讓安農溪生態復育觀念深入管理者。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分□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分區排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或田蚌：上述分數再+3分
(詳表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G-2 區排指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態特性
(H)水域生產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水色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分■水色呈現黃色：6分□水色呈現綠色：3分□水色呈現其他色：1分□水色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分
6分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調整設計，增加水深■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增加水流曝氣機會□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18 (總分 30分)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12 (總分 30分)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7 (總分 20分)

總和=37(總分 80分)

註：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區域排水工程評估檢核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樣性的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略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略及措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略。
3.執行步驟：(步驟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略)。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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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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