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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4日
發文字號：營署濕字第109115245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備註一

開會事由：召開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查「臺北都會區大眾
捷運系統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二期工程)」第1次專案
小組會議

開會時間：109年8月11日(星期二)上午10時整

開會地點：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樓會議室

主持人：李委員君如兼召集人

聯絡人及電話：幫工程司黃于芳(02)27721350#313
出席者：張委員麗秋兼副召集人、施委員上粟、顏委員宏哲、儲委員雯娣(以上為專案

小組成員)、羅委員育華、羅委員尤娟、李委員佩珍、李委員素馨、李委員卓
翰、林委員秋綿、吳委員俊宗、許委員文龍、黃委員明耀、曾委員慈慧、戴
委員興盛、陳委員宣汶、劉委員家禎、李教授公哲

列席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交通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
利署第十河川局、新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本署國家公園組、
濕地保育小組、城鄉發展分署

副本：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花主任委員敬群、吳副主任委員欣修、陳執行秘書繼鳴
、本署秘書室(警衛室)

備註：

一、檢附本案會議議程及資料各1份，敬請攜帶與會。

二、請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備妥簡報資料，於會中簡要報告

本案內容(簡報檔案請於會議前3日提送本署作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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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設置要點」第7點第2項規定

，本委員會相關機關代表之委員，如因故不能出席，請指

派代表出席。

四、請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署，因停車場空間有限，建議請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出席。

五、配合中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政策，與會

人員請務必戴上口罩再進入會場開會；有發燒、咳嗽等身

體不適情形者，請勿參加會議，如有意見表達請改以書面

意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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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二期工
程)」案第 1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議程 

 

壹、 主席致詞 

貳、 業務單位說明：詳提案單 

參、 提案單位報告 

請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備妥簡報資料說明(約 20 分鐘) 

肆、 討論事項 

審議「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二期

工程)」案。 

伍、 臨時動議 

陸、 決議事項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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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 

審查「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二期工程)」
案 

 

一、法令依據 

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20 條、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及民眾參與準則

第 4 條規定辦理。 

 

二、說明 

（一） 本案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徵詢「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萬大

-中和-樹林線(第二期工程)」案 LG13~LG14 站間跨大漢溪橋梁，該

捷運線，係為改善大臺北地區局部交通壅塞，擴大捷運系統服務範

圍。徵詢範圍為捷運 LG13 站至 LG14 站間之高架橋，跨越大漢溪，

位於城林大橋上游側。範圍行經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國家級)之城

林人工重要濕地及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屬「其他分區」範圍內(如

圖 1)。 

（二） 查本案工程項目未列於本部 106 年 6 月 27 日公告之「淡水河流域

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之「其他分區」允許明智利用項

目及管理規定內(如表 1、2)，爰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依濕地保育

法第 20 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見。 

（三） 本案提供之書圖文件尚符「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及民眾參與準

則」第 3 條規定。為避免工程對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環境有影響之

虞，爰提報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討論，審認有

無同準則第 4 條第 1 項所列應擬具濕地影響說明書之情形或其他應

注意、限制、禁止事項之必要等相關事宜後，再提報本部重要濕地

審議小組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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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工程範圍與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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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其他分區」之允許明智

利用項目一覽表 

功能 

分區 
編號 

面積 

(公頃)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時間 

項目 
時

間 

其他 

分區 

其他一 1287.43 1.公用事業設施及公共服務設施 

抽水站、人行步道、自行車道、木棧道、涼亭、

環境教育設施、軍事設施。 

2.遊憩服務設施 

水岸遊憩設施、戶外遊樂設施、依現況或水利

計畫使用之設施。 

3.水源保護及水保設施 

保育水土所採之保育設施、水文觀測設施。 

4.人工濕地 

5.依現況或水利計畫使用之設施 

全

年 其他二 1452.11 

 

表 2  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共同管理規定及「其他分

區」之管理規定 
共同管理規定 

1. 本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及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

用。但其使用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依其規定處理。 

2. 重要動植物資源保護，得優先於環境教育區內設置宣導、警告及防護隔離設施，

另因應緊急事件，得設置動物緊急搶救設施醫療設施。 

3. 有關海岸防護、河川整治及防洪水利設施之設置，應有整體規劃，減少對濕地生

態環境之衝擊，經水利及相關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以進行，同時副知主管機關。 

4.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各級道路、橋梁、建物等公共服務設施、公用設備、設施及

為保護環境必要之相關設施之維護、管理，皆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規辦

理，同時副知主管機關。 

5.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禁止從事下列行為，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1) 任意丟擲、傾倒垃圾、任何事業廢棄物，包括農漁事業廢棄物、營建廢棄物廢

土及放置違章構造物及其他破壞自然環境項目。 

(2) 降低人為干擾與破壞野生動物棲息環境之行為（如放天燈、拖曳傘、熱氣球、

輕航機等）。 

功能 
分區 

編號 
面積 

(公頃) 
管理規定 

其他

分區 

其他一 1287.43 1.配合防洪安全需求或市政業務推動，得於河川流域進

行清淤疏濬作業及水域活動（藍色公路及輕艇等運動其他二 14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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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惟應避免生態及環境遭受破壞。 

2.符合水利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行為。 

3.符合野生動物保育法及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行為。 

4.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或雜項工程之修建、改建或增

建，以及軍營遷建，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5.為保護棲地環境，允許生態保護、棲地改善及研究使

用。 

 

三、計畫摘要（徵詢資料內容及圖說詳如附件） 

（一） 計畫範圍 

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二期工程)DQ125 設計標，工程範圍分為

地下段(CQ881)及高架段(CQ882)。其中捷運 LG13 站至 LG14 站

間之高架橋，跨越大漢溪之高架橋（位於城林大橋上游側）涉及

經過濕地區域之土地，其為未登錄地之河川公地。新建高架橋面

積跨越濕地之臨時影響面積約 6,601.91 平方公尺，永久影響面積

約 1,318.82 平方公尺，如圖 2。 

 

圖 2  計畫範圍平面圖 
資料來源：徵詢資料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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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程目的及規劃構想 

1. 工程目的 

為改善大臺北地區局部交通壅塞，帶動沿線發展，擴大捷運

系統服務範圍，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萬大-中和-樹林線

（第二期工程）委託技術服務 DQ125 設計標之細部設計。 

2. 規劃構想（工程內容詳如徵詢資料） 

本計畫 LG13~LG14 站間跨大漢溪橋梁，在北側的城林橋以

35 公尺跨距配置橋墩，橋梁採三座 70+105+70 公尺三跨連續預力

箱型梁跨越大漢溪 (如圖 3)。工程基樁採全套管基樁設計，全套

管基樁為場鑄鑽掘式 RC 樁。  

本段工程施工期間所需之動線及施工構台，原則上選既有維

護道路作為動線，進場後採整地方式處理，部分路線無法採整地

方式到達預定位置，將採鋼棧橋方式進行佈設。 

 

 

 
圖3  高架橋需跨越大漢溪施工示意圖 

資料來源：徵詢資料第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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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論事項 

  本案是否涉及需擬具濕地影響說明書之情形或其他應注意、限

制、禁止事項之必要情事（準則第四條規定），請臺北市政府捷運

工程局依下表說明後，提請討論。 

 

依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及民眾參與準則第 4 條規定 

項次內容 審查意見 

一、有干擾（騷擾）重要濕地內重要物種及破

壞其繁殖地、覓食地、遷徙路徑或其他重

要棲息地之虞。 

 

二、有污染、減少或改變重要濕地內之水質、

水量或水資源系統之虞。 

 

三、挖掘、取土、填埋、堆置、變更重要濕地

地形地貌或減少其水域面積，有影響天然

滯洪功能之虞。 

 

四、有危害該重要濕地之明智利用之虞。  

五、有破壞或威脅該重要濕地受評定之其他重

要價值之虞。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有必要之開發

或利用行為。 

 

於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核定前，申請開發或利用之行為屬前項第 6 款情形，或

屬第 1 款至第 5 款情形經中央主管機關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認有破壞、降低重要

濕地或生態功能之開發或利用行為者，應擬具濕地影響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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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明智利用徵詢資料檢核表 

項目 細項 
資料檢核

結果 
說明 

一、基地 面積 ˇ 詳見第 1章 1.2節 

位置 ˇ 詳見第 1章 1.2節 

地籍資料 ˇ 詳見第 1章 1.2節 

其位於水域或屬未

登記土地者，並應提

供座標數位資料 

ˇ 詳見第 1章 1.2節 

二、開發或利用計畫 目的 ˇ 詳見第 2章 2.1節 

性質 ˇ 詳見第 2章 2.1節 

規劃構想與圖說 ˇ 詳見第 2章 2.2、2.3節 

用水來源 ˇ 詳見第 2章 2.4節 

排水位置 ˇ 詳見第 2章 2.4節 

三、現況 土地使用現況 ˇ 詳見第 3章 3.1節 

基地所在水系 ˇ 詳見第 3章 3.2節 

集水區範圍 ˇ 詳見第 3章 3.3節 

四、開發或利用行為相關計畫書圖文件 ˇ 詳見第 2章 2.3節 

依法定資料依序列項(表)說明法定要求內容(每項應列內容，如有附件應標明附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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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開發基地基本資料 

1.1 前言 

本工程為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二期工程）委託技術服務 DQ125設計標之細部設計顧

問服務工作，因部分工程範圍位於「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國家級)」之城林人工重要濕地

範圍內，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20條及「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及民眾參與準則」第 3

條規定，本計畫將提送相關文件徵詢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1.2 開發位置及座標資料 

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二期工程) DQ125 設計標，工程範圍分為地下段(CQ881)及高架

段(CQ882)。地下段(CQ881)係自萬大線第一期LG08站延伸至土城區金城路至出土段止，

共設 2座地下車站（LG09及 LG10）及三段潛盾隧道與一段明挖覆蓋隧道；除地下車站及

出土段採明挖覆蓋工法施築外，其餘以潛盾工法施作，路線長度約為 2.84 公里。高架段

(CQ882)係自出土段之後，沿土城區金城路一段轉中華路二段，再轉城林大橋南側，跨越

大漢溪後於板橋區溪城路(不含 LG14站)止，共設 3座高架車站（LG11、LG12及 LG13）

及 1座地下主變電站(BSS)，路線長度約為 3.82公里。整體DQ125設計標工程計畫路線段

如圖 1.2-1所示。 

本計畫自「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入口網站」下載本工程範圍之濕地圖資進行套繪，

詳見圖 1.2-2 所示。其中，LG13 站~LG14 站間之高架橋，前段位於新北市土城區城林路

上，後段跨越大漢溪之高架橋位於城林大橋上游側，長度約 700公尺。 

城林人工溼地總面積約 284,052.45平方公尺，本計畫新建高架橋面積跨越濕地之臨時

影響面積約 6,601.91平方公尺，約占濕地總面積 0.23%，永久影響面積約 1,318.82平方公

尺，約占濕地總面積 0.05%。另經查經過濕地區域之土地均為未登錄地之河川公地。西側

橋梁端與濕地範圍銜接之座標數位資料為 E 293490.6017 , N 2763514.9614，橋梁東側端與

濕地範圍銜接之座標數位資料為 E 293833.0637 , N 2763150.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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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DQ125設計標工程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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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  本工程與濕地範圍相對位置(1/2) 

 

 

 

 

 

 

 

 

 

 

 

圖 1.2-2  本工程與濕地範圍相對位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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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城林人工濕地 

一、 環境背景 

城林人工濕地位於城林橋上游右岸之低灘地，處理土城大安圳導水閘門排

水，為新北巿政府環境保護局(原臺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台北縣大漢溪生態廊道

現地處理水質淨 化計畫」現地處理水質淨化工程之一。 

由於場址原址地貌為一處舊有水塘-黑水塘，且周遭以低海拔次生林及草生地

為主，環境多樣性較佳，此外位於城林橋上游右岸灘地，上游有鹿角溪人工濕地，

下游有打鳥埤人工濕地，因此在當初河廊營造的定位上，該場址透過結合鄰近 濕

地，期使該場址能建構為一座內陸型淡水濕地生態教育園區。 

該場址於 99 年 10月完工，場址面積為 26.5 公頃，水域面積為 19.26公頃，每

日可處理大安圳導水閘門排水 16,500 噸之晴天污水(原始量)，水力停留時間為 5.86

日。其BOD5污染削減率> 65%，出流濃度< 20 mg/L；NH3-N 污染削減率> 50%，出

流濃度< 5 mg/L；SS 污染削減率> 85%，出流濃度< 40 mg/L。表 1.3-1為城林人工濕

地完工後之基本資料，圖 1.3-1為城林人工濕地完工後之平面配置圖。 

該場於 101 年 7 月遭受蘇拉風災侵襲而造成嚴重損壞。經過緊急搶修後，修復

後之場址水域面積由原來 19.26 公頃，縮減為 9.28 公頃(減少為劃為自然荒化區)， 

整體處理水量亦調整至 11,500CMD，水力停留時間由 5.86 天略縮減為 5.7 天。現階

段自然荒化區採自然演替方式管理，108 年該荒化區域已列入第十河川局疏濬線範

圍，預計進行河川疏濬工程。 

表 1.3-1  城林人工濕地場址基本資料表 

編號 項目 基本資料 

1 處理水源 
1.大安圳導水閘門(16,500 CMD) 

2.大安圳(土城排水)(備用水源) 

2 處理水量 
11,500 CMD (原 16,500 CMD 因 101年蘇拉颱風災

修工程後，已縮小場址操作面積，故處理水量下修) 

3 場址面積 26.5 公頃 

4 水域面積 9.28 公頃-101 年蘇拉風災後(19.26 公頃-原設計) 

5 停留時間 5.7天 (若以 16,500CMD 計算則僅為 3.91 日) 

6 設計放流水質 BOD5 < 20 mg/L、SS <40 mg/L、NH3-N < 5 mg/L 

7 設計污染去除效率 BOD5 > 65 %、SS > 85%、NH3-N > 50% 

          資料來源：108年度新北巿高灘地人工濕地經營管理與功能效益分析計畫期末報告（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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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108年度新北巿高灘地人工濕地經營管理與功能效益分析計畫期末報告（定稿） 

圖 1.3-1  城林人工濕地平面配置圖 

二、 處理流程 

由於本場址主要入流污水來自於大安圳導水閘門的排水口，設計階段調查發

現其排放水量高達 33,000 CMD，其污染負荷已遠超過本場址處理極限，再加上當

時懸浮固體物的濃度高達 170 mg/L，故設計將大安圳導水閘門處理水量訂為 16,500 

CMD，經 101 年蘇拉風災修復後，目前整體處理水量已從 16,500 CMD 調整至 

11,500 CMD，以符合濕地現況。排放口的多餘污水則直接由渠道繞流排出基地範

圍外。由於排放口的高程較平均地勢高出 2 公尺以上，可直接以利用重力位能將污

水導入濕地中，有效減少能量的耗用。相關污水導入穩定塘後，依序流經開放水域

(舊高莖草澤濕地)→生態處理塘池，各單元的設計參數如表 1.3-2所示。 

表 1.3-2  城林人工濕地設計參數（101 年蘇拉風災修復後） 

編

號 
處理單元 

單元面積 

(m
2
) 

水位 

高程 

水深 

(m) 

孔隙度 蓄水容積 

(m
3
) 

停留時間 

(天) 

1 沉砂池 1,200 WL6.6 2.00 100% 2,400 0.07 

2 穩定塘 10,800 WL6.2 1.20 100% 12,960 0.79 

3 
開放水域(舊高

莖草澤濕地) 
12,750 WL5.6 0.45 90% 5,164 0.31 

4 生態池 68,100 WL4.8 0.70 95% 45,287 2.74 

合計 92,850    65,811 3.91 

資料來源：108年度新北巿高灘地人工濕地經營管理與功能效益分析計畫期末報告（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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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單元說明 

(一) 沉砂池 

本單元承接了來自於大安圳導水閘門排水口的原污水，利用沉降與篩除等機制

先期去除水體中的懸浮固體物與大型污物，有效降低後續各單元的污染負荷。

為提昇本單元的污物沉降效果，採用了深水域型態的設計以延長停留時間，並

保有較大的污泥貯留空間，水域面積為 1,200 平方公尺，設計平均水深 2 公尺。 

(二) 穩定塘 

本單元主要承接來自於大安圳導水閘門排水(沉砂池)的污水 16,500 CMD (現已調

整為 11,500 CMD )及大安圳排水補助水源。其主要意義在於提供兩道污水在穩

定塘前段進行充份混合，以避免濕地單元因水質變動過於劇烈而影響其污染削

減效能，具有穩定水質與水量的重要功能。因此為強化水質穩定的功能，本單

元採用了深水域型態的設計以擴大貯水容積，水域面積為 10,800 平方公尺，平

均水深為 1.2 公尺。 

(三) 辮網流區(蘇拉風災後繞流) 

本單元設置於基地的西南側，水域面積為 4.0 公頃，平均水深為 0.3 公尺。設計

上為保育現地的低海拔次生林帶並同時兼顧污染削減的功能性需求，因而採用

了水陸域交錯的辮網流型態設計。除了大幅減少林木的伐除或移植，對於生態

保育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因為水陸域交錯的微棲地環境增加，有助於擴充

濕地間的推移帶，但因 101 年蘇拉風災侵襲後，考量此區段洪泛發生頻率高，

故此單元已調整為自然雨水蓄積之自然荒化區，並作為風災侵襲時洪水衝擊之

緩衝區域。 

(四) 高莖草澤濕地(現為修復後之開放水域) 

本單元設置於基地的西側，水域面積為 1.27 公頃，平均水深為 0.45 公尺。由於

地近大漢溪主河道旁，且地勢的平均高程較辮網流區略低，洪氾期間常因河道

水位高漲而承受相當大的水流沖刷，較不利於木本植物的生長，加上現地的植

被主要係由高莖型態的禾木科或莎草科植物所構成。因此為因應現地惡劣的水

文條件，採用了高莖型的挺水水生植栽設計，利用其旺盛的地下莖或根系，以

加速植栽系統在洪氾後的復原速度。該單元於 101 年蘇拉風災後，此部分區域

修復為開放水域單元，其餘區域則劃為自然荒化區。 

(五) 低莖草澤濕地(蘇拉風災後繞流) 

本單元設置於基地的西北側、城林橋的南側，水域面積為 2.69 公頃，平均水深

為 0.3 公尺。由於該單元臨近城林橋下，交通的便利的同時也吸引了較多的民

眾進入本區域佔地搶耕，而使地景上出現較為淩亂的景觀。因此為改善本區域

的地景系統， 故設計上採低莖型態的草澤濕地設計，植栽系統以低莖型態的挺

水型水生植物為主體，植被的覆蓋度較低，而保留了較高的開放水域，以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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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與大氣間的氧氣交換機制進行，有助於提昇放流水的溶氧，強化後續生態處

理塘的水域生態復育成效。同時可提供城林橋上行經的人車較開闊的水景意

象，於 101 年蘇拉風災後繞流，現為自然雨水蓄積之自然荒化區。 

(六) 生態池 

本單元為基地面積最大的一個單元，水域面積廣達 6.81 公頃，平均水深為 0.7 

公 尺。由於本單元是由即有黑水塘改造而成，設計上仍保留部分深水域空間，

而週邊的 陸域環境則重新調整為大面積的推移帶空間，形成由水深 0.1 公尺漸

變至 2.5 公尺的獨特水域空間，成為棲地多樣性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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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工程內容說明 

2.1 計畫緣由與目的 

為改善大臺北地區局部交通壅塞，帶動沿線發展，擴大捷運系統服務範圍，中興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興或 DDC）接受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以下簡稱捷

運局或 貴局）委託，承辦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二期工程）委託

技術服務 DQ125設計標之細部設計顧問服務工作。 

2.2 計畫內容 

本計畫 LG13~LG14 站間跨大漢溪橋梁行經「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國家級)」之城林

人工重要濕地範圍內，跨大漢溪段在北側的城林橋以 35 公尺跨距配置橋墩，因此為避免

增加大漢溪行水區的遮水面積，橋梁採三座 70+105+70 公尺三跨連續預力箱型梁跨越大

漢溪。相關工程說明如下： 

一、 橋樑結構設計說明 

LG13 車站~LG14 車站間之高架段總長約 1.7公里，結構配置為(20+40+69+44) 

+(40+49)+(42+54+29)+48+51+3@(70+105+70)+38+35+3@35+(30+36+20)+(28+37+33

)+(35+35+22.55)=1675.55 公尺。 

(20+40+69+44)公尺跨距的橋梁跨越中華路轉城林路之橋下道路、(40+49)公尺

跨距的橋梁跨越城林路之橋下道路、(42+54+29)公尺跨距的橋梁跨越城林陸橋及計

畫道路預定地、48 公尺跨距的橋梁跨越擺接堡路之橋下道路、38 公尺跨距的橋梁

跨越環河路之橋下道路、配合城林橋跨距在城林橋南側的 35 公尺、3@35 公尺、

(30+36+20)公尺、(28+37+33)公尺、(35+35+22.55)公尺跨距橋，採用鋼箱型梁。其

他跨距的橋梁採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 

下部結構採用矩形混凝土橋墩或鋼橋墩。 

二、 橋樑配置 

跨大漢溪段在北側的城林橋以 35 公尺跨距配置橋墩，因此為避免增加大漢溪

行水區的遮水面積，所以橋梁採三座 70+105+70 公尺三跨連續預力箱型梁跨越大漢

溪。 

2.3 預定施工期程 

LG13站~LG14站間高架橋需跨越大漢溪約700m，有9墩下構座落於大漢溪範圍，位



臺北捷運萬大線(第二期工程)委託技術服務 DQ125設計標 

濕地明智利用徵詢資料 第二章  工程內容說明 

2-2 
O:\ADMIN\0080B(3288N)-北捷局萬大二期 DQ125細設標\09-1-提送文件\042-城林濕地徵詢\01 第一次提送\正式提送版\濕地明智利用徵詢初稿 0080B.doc 

施工動線

深槽區2墩 高灘地7墩

往樹林(LG14站) 往土城(LG13站)

1

2

3

4

全套管基樁施作

基礎施作

墩柱施作

鋼棧橋施築

圍堰

(深槽區雙層)

柱頭節塊及橋梁

7鋼棧橋拆除

5

6

往樹林(LG14站) 往土城(LG13站)

 

於既有城林大橋上游側。 

河道範圍內工程，包含深槽區旁 2 墩及高灘地中 7 墩，施工期間需考量汛期(每年 5

月~ 11 月)、極端氣候及颱風季節，施工動線由土城側(東岸)可利用既有台 65 線下方的擺

接堡路邊越堤道路進入大漢溪河道。 

本段工程項目大致包含施工便道及棧橋、圍堰及擋土設施、基樁、基礎開挖及施作

墩柱及橋梁施工...等，永久結構採鋼筋混凝土結構設計規劃，初步規劃之工序說明如圖

2.3-1所示。預定施工時程詳見表 2.3-1。 

 

 

 

 

 

 

 

 

 

圖 2.3-1  高架橋需跨越大漢溪施工示意圖 

施工方式初步規劃如下： 

一、 施工便道及棧橋 

本段工程施工期間所需之動線及施工構台，原則上選既有維護道路作為動

線，進場後採整地方式處理，部分路線無法採整地方式到達預定位置，將採鋼棧橋

方式進行佈設，於施工後撤離也較便捷，對濕地及河道之影響也較低。 

二、 圍堰及擋土設施 

高架基礎工程施作需搭配圍堰及擋土設施，本案採鋼板樁方式設計規劃，因

本段有部分墩柱基礎落於濕地範圍，考量施工期間產生之震動及噪音問題，為顧及

濕地生態生物生長環境，將規範施工廠商採低震動及低噪音之機具施作或搭配相關

措施，降低對自然環境生態之影響。 

三、 基樁、基礎開挖 

本工程基樁採全套管基樁設計，全套管基樁為場鑄鑽掘式 RC樁，本工法可適

應不同之地質狀況，硬質岩盤或緊密卵礫石層亦可克服施工困難，並具有施工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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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效率佳，速度快，噪音及污染少等優點，施工期間對於河川濕地影響也較其他

工法小。 

基樁、基礎開挖所產生之營建剩餘資源土石方，將配合相關主管機關規定或

協調會議結論辦理，以不影響濕地整體功用為主。 

四、 墩柱及帽梁 

本工程橋墩型式為單柱式，建議以鋼模施工，原則上每組施工資源負責同一

橋墩墩柱及帽梁施工，配合上構施築方向採奇偶式交替前進，其主要施工程序為立

筋、組模及澆置混凝土，於第一層完成後再接續後續昇層施工。 

五、 橋梁工程 

本段採場鑄平衡懸臂橋梁施工(BC)為橋墩施築至預定高度後，以鋼支撐托架

設置於橋墩頂部，現場澆注柱頭節塊，俟柱頭節塊混凝土達一定強度後，於其上架

設懸臂工作車。懸臂工作車架設完成後，開始於柱頭兩側工作車上組筋立模並澆注

第一節塊混凝土、施拉預力、移模及工作車至下一節塊。此後，即於柱頭兩側重覆

同時移動工作車，並構築箱梁直至中央閉合節塊前。懸臂段每跨之中央閉合節塊，

則利用已完成之箱梁為支撐組模澆注閉合，最後施拉全跨預力完成該跨。其施工程

序示意如圖 2.3-2所示，茲就施工步驟概述如下： 

(一) 橋墩施築至預定高度後，以鋼支撐托架設置於橋墩頂部，現場澆注墩頂柱頭

部。 

(二) 俟墩頂柱頭部混凝土達一定強度後，於其上架設懸臂工作車。 

(三) 懸臂段施工則於柱頭部一側工作車上澆注第一節塊混凝土、移模及工作車至

下一節塊後，始於另一側架設另一部工作車，兩側並同時組模紮筋澆注混凝

土。兩側重覆同時移動工作車、箱梁構築至中央閉合節塊前。 

(四) 懸臂段中央閉合節塊，則利用已完成之箱梁為支撐組模澆注閉合。 

(五) 以每一單元為基礎重覆上述步驟，直至所有單元完成為止。 

(六) 端(側)跨閉合段，則於懸臂節塊完成後，於節塊端部下方設置臨時支撐柱，於

支撐柱間架設模板支撐鋼架，以現場澆注方式完成端(側)跨之閉合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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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前置作業 12月

基礎工程 24月

下部結構 18月

上部結構 24月

附屬工程 12月

註:廠商施工時應考量汛期及颱風季問題，並考量相關因應機制。

項目 工期
115年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預定NTP110/03

 

 

 

 

 

 

 

 

 

 

 

 

 

 

 

圖 2.3-2  場鑄懸臂工法施工示意圖 

表 2.3-1  預定施工期程 

 

 

 

 

2.4 用水來源及排水規劃 

施工期間用水項目及來源屬臨時性用水型態，主要用途為運輸車輛、作業機具之清

洗及施工人員生活用水，用水量不多，擬採用水車供應或取用當地自來水，無需另外取

用地下水及濕地水資源。 

廢污水處理措施有：(一)於工區四周設置臨時雨水截流溝，並於出口前設置沉砂池

(圖 2.4-1)，以避免工區地表逕流直接排入承受水體。(二)施工人員產生之生活污水，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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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的流動廁所進行收集，並定期委由合格代清理業者進行外運處理。(三)於洗車台配置

沉澱池，車輛清洗之廢水經沉澱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再行放流，並定期清除沉泥，

以確保沉澱效能。(四)橋墩工程施工保護措施，擬採用止水性較佳且橋墩施作完成後易於

拔除之鋼版樁圍堰及鋼套環，限制並降低對水體環境的擾動。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及說明，本工程施工期間用水需求小，並透過執行各項之水質環境

保護措施及監測計畫，能有效降低廢、污水的排放，以維持該區水資源的利用。故不致對

城林人工濕地有污染、減少或改變重要濕地內之水質、水量或水資源系統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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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施工範圍及相關排水設施示意圖 



臺北捷運萬大線(第二期工程)委託技術服務 DQ125設計標 

濕地明智利用徵詢資料 第三章  基地現況說明 

3-1 
O:\ADMIN\0080B(3288N)-北捷局萬大二期 DQ125細設標\09-1-提送文件\042-城林濕地徵詢\01 第一次提送\正式提送版\濕地明智利用徵詢初稿 0080B.doc 

3. 第三章 基地現況說明 

3.1 土地使用現況 

城林大橋為土城區與板橋區之間重要的聯絡橋樑，兩端銜接土城區城林路與板橋區

溪城路，城林大橋西側板橋區主要為住宅區、商業區、公園用地及污水處理廠用地；城

林大橋東側土城區主要為住宅區、工業區、公園用地及捷運用地。本工程沿線都市計畫

圖，如圖 3.1-1所示。 

 

 

 

 

 

 

 

 

 

圖 3.1-1  本工程周邊都市計畫圖 

3.2 基地所在水系 

一、 大漢溪流域位置 

大漢溪發源於雪山山脈中之品田山(標高 3,524 公尺)，至秀巒村一段稱馬里闊丸溪，

泰崗溪在秀巒匯合白石溪後北行一公里轉向東流，至三光與三光溪匯合，復轉向北流，

經高義村至羅浮(拉號)上游附近又轉向西流，至石門壩址再轉東北流。溪源至石門壩址一

段，流勢湍急，河谷窄，兩岸多懸崖，石門以下，山勢收斂，流速趨緩，至江子翠匯入

淡水河。幹流 135 公里，流域面積約 1,163 平方公里，平均坡降 1/37，地理位置圖詳見圖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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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本計畫流域地理位置圖 

二、 大漢溪流域概況 

大漢溪上游發源地至義興之間，多呈峽谷與下切曲流地形，雖有階地但多狹小而且

階面傾斜顯著，顯示地盤急遽強烈上升而僅有短暫的間斷。自義興至石門水庫之間，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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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稍為開闊，且階地發達，可稱為復興(角板山)階地群(林朝棨，1957)。在霞雲坪、復

興、溪口台、竹頭角等地，各有兩級至五級不等之階地分布，以各階地面之標高分別為

360-460、300、280、240、220 公尺等五個級次，各階地相當平整而且開闊，為一間歇上

升之象徵。自石門至鶯歌一帶，流路轉向東北流入台北盆地，在大溪、龍潭一帶之階地

群更為廣泛發達，就其階面之標高約可分為 300、250、180、150 及 125 公尺等級次，其

中以龍潭、八塊、三層及內柵等階地最為顯著。 

三、 大漢溪河川特性 

大漢溪至石門水庫壩址以上屬於山區，流勢湍急，河谷狹窄，兩岸多懸崖，屬於 V 

型河槽；石門水庫壩址以下中游為廣大肥沃之河階台地，農產豐富，山勢收歛，河谷較

寬，屬複式河槽；下游三峽河匯流處則進入沖積平原，沿河兩岸人口密集，工商業發

達，並已併入大台北都會區內，屬於 U 型河槽。 

四、 城林大橋計畫洪峰流量與洪水位 

88年 5月大漢溪治理計畫(三峽河滙流口起至土城市城林橋止右岸) 200年重現期距洪

峰流量 Q200=13,800cms；107年 5月淡水河水系水文水理論證報告 200年重現期距洪峰流

量 Q200=13,200cms，本計畫建議採用 88 年 Q200=13,800cms 為計畫洪水量。城林大橋上游

側位於大漢溪大斷面 47A、河心累距 570m。歷年報告計畫洪水位及計畫堤頂如表 3.2-1。 

五、 河岸現況 

本計畫繪製城林橋建橋後民國 84 年至民國 108 年間的橫斷面變化情形，如圖 3.2-2

所示，由該圖可明顯看出，本河段的主深槽位置靠近左岸，25 年間並無顯著擺盪，由橫

斷面圖中亦可清楚看出於高灘地的區位，係屬逐年淤高，於深槽部分為逐年刷深。 

六、 河床現況 

本計畫繪製城林橋歷年河道最低點之剖面如圖 3.2-3 所示，從該圖中可看民國 58 年

時該河段最低點高度，高程仍有 6 公尺左右，爾後逐年沖刷，至民國 82 年城林橋建橋

前，最低點深度已下刷至高程約 0 公尺，建橋後民國 90 年納莉颱風，斷面最低點為高程

-5.04 公尺，爾後逐年回淤，直至民國 97 年薔蜜颱風後，又下刷至高程-6.05 公尺，近年

施測最低點為民國 105 年高程-7.71 公尺，至民國 108 年回淤至高程-6.35 公尺。 

表 3.2-1  歷年報告計畫洪水位及計畫堤頂一覽表 

歷年報告 計畫洪水位 EL. 計畫堤頂 EL. 

88.05大漢溪治理計畫                                                                    

(三峽河滙流口起至土城市城林橋止右岸) 
14.71 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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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城林橋斷面民國 84年至民國 108年橫斷面變化 

 

 

 

 

 

 

 

 

 

圖 3.2-3  城林橋斷面歷年河道最低點連線 

3.3 集水區範圍 

本工程位於淡水河流域之大漢溪下游，經透過「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集水區地形及

地質資料庫成果查詢系統」比對位置，本工程周邊無重要水庫集水區範圍，詳見圖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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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本工程周邊集水區位置圖 

3.4 生態資源分析 

本計畫參考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108年度新北巿高灘地人工濕地經營管理

與功能效益分析計畫期末報告（定稿）」之城林濕地生態調查資料，整理分析說明如下。 

一、 生態調查計畫 

該報告有關城林人工重要濕地生態調查，考量季節因子影響當地動植物相之

組成，故於 108 年每季進行 1 次植物、鳥類、兩生類、爬蟲類、昆蟲類(蝴蝶、蜻

蛉)、水生昆蟲類及魚類之生態調查作業，共進行 4 次生態調查，其中植物生態調

查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民國 91年 3月 28日環

署綜字第 0910020491號公告)執行，動物生態調查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動

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民國 92年 12月 29日環署綜字第 0920094979號公告) 執行。

調查項目及頻率如表 3.4-1 所示。陸域生物(鳥類、兩棲類、爬蟲類、昆蟲類)調查的

地點與範圍，在 人工濕地內進行，其調查路線多配合當地路線，採穿越線法方式

進行。 水域生物(魚類、水生昆蟲類)調查方面，採用人工濕地中不同處理單元作為

主要採樣點，並參考歷年調查之樣點，以符合資料之一致性，各人工濕地之水域生

物採樣點位有穩定塘、開放水域(舊高莖草澤濕地)、生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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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城林濕地生態調查項目及頻率 

調查物種 調查方法 調查頻率 

植物 
大面積定點監測 每季 1次 

植物物種普查 半年 1次 

動物 

陸域動物 

鳥類 穿越線法 

每季 1次 

兩生類 目視遇測法、鳴聲辨識 

爬蟲類 目視遇測法 

昆蟲類 穿越線法 

水域動物 
魚類 蝦籠誘捕法 

水生昆蟲類 D型網採集法 

資料來源：108年度新北巿高灘地人工濕地經營管理與功能效益分析計畫期末報告（定稿） 

二、 生態調查分析與方法 

該報告生態調查項目包含人工濕地內之動植物兩大類。植物調查均包含陸上

與水中植物。植物調查包括名錄建立與樣區調查兩種方式。動物相調查則包含陸域

以及水域動物調查。陸域生物調查項目包含鳥類、兩生類、爬蟲類、昆蟲類 4 項；

水域生物調查包含魚類與水生昆蟲類兩項，詳細方法如下所述。 

(一) 植物 

1. 植物種類普查 

於人工濕地範圍內以步行方式記錄沿途植物種類，包括原生、外來及栽培

之種類。將採集所發現之植物種類一一列出，依據科屬種之學名字母順序

排序，附上中文名及註明生態資源特性，核對有無特有或稀有植物，並做

成植物名錄。 

2. 植物樣區調查 

於各濕地水域內設立數個樣區，逐季調查樣區內植物種類與覆蓋度，依各

種植物相對佔有面積做為覆蓋度，配合重複照相術記錄樣區影像，以監測

植物競爭和消長情形與演替方向。 

(二) 鳥類 

其調查方法為調查人員在天氣晴朗的清晨日出後 3 小時以及日落前 2 小時內日

行性鳥類活動高峰期間，於每個調查地點沿各調查區域之可及道路進行穿越線

法調查。夜間則於日落後 1~3 小時間進行鴟鴞科鳥類之調查。調查人員步行速

度 以每小時 1~1.5 km 前進，主要以 10×25 雙筒望遠鏡及高倍率 20×60 的單筒望

遠鏡進行種類辨識，密林及灌叢中難以視覺辨識的個體，則輔以鳴唱聲判斷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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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數及種類。記錄穿越線兩旁 50 公尺內目視及聽到的鳥種，所紀錄之鳥種則進

一步區分為留鳥、候鳥或過境鳥種等，以充分分析瞭解該地區不同季節的鳥類

資源變化，有關數量之計算，則注意該鳥類其活動位置與行進方向，以避免對

同一隻個體重複記錄。以鳴聲判斷資料時，若所有的鳴叫，均來自相同方向、

且持續鳴叫則記為同一隻鳥。 

(三) 兩生類 

於調查區域內之濱水地區劃定穿越線或固定調查點，於傍晚至夜間兩生類活動

高峰期沿穿越線或定點以目視遇測法 (Visual Ecounter Method)配合掩體翻尋捕捉

及鳴聲辨識等方式進行調查，捕捉的個體於紀錄後隨即放生。水域內發現之兩

生類幼體（蝌蚪）亦予以記錄數量及種類。 

(四) 爬蟲類 

於調查區域內之濱水地區及草生地劃定穿越線或固定調查點，沿穿越線或定 點

以目視法、配合掩體翻尋捕捉辨識種類，並於紀錄後隨即放生。 

(五) 昆蟲類 

其調查方法為以蝴蝶和蜻蛉目為主要對象。沿著人工濕地範圍內，以時速約 1 

公里的速度步行前進，使用掃網、10×25 雙筒望遠鏡及目視進行調查，並記錄

種 類、數量及其出現的棲地，調查時間為上午 8～11 時、下午 2～5 時。 

(六) 魚類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996年委託林曜松、梁世雄所編撰之「台灣野生動物

資源調查之淡水魚資源調查手冊」，並評估濕地水域狀況後，魚類之採集方式

選定以蝦籠誘捕法為主要調查方法。 

1. 蝦籠誘捕：於籠內放置餌料（豆餅與秋刀魚）以吸引魚類進入。於各採樣點

分別設置 4 個籠具，並至少放置連續 24-48 小時，以捕捉足夠數量。 

2. 捕獲到的魚類個體，先置集魚網中，由專人負責照料，避免被捕獲的魚隻

因缺氧而死亡。捕獲的魚隻需鑑定種類、計算數量、測量體全長（TL：total 

length，至 mm），在資料紀錄完畢後，隨即釋回原採樣點。另外，若在採

集時遇到釣客則進行訪問，藉以補充當地魚類之相關資訊。 

(七) 水生昆蟲類 

利用 D 形網採集水生昆蟲，此法為美國環保署針對靜止水流的濕地環境所採行

大型無脊椎動物之主要採樣方式。D 形網規格為網框 30 公分，網目 20×24 網格

(150 mm)，長 178 公分木質之網桿。調查方法：利用 D 形網以八字形來回擾動

水體底層，擾動範圍約 50 公分長，同一樣點擾動三次，將蒐集到的所有物質浸

於 75%酒精中帶回實驗室進行挑選與鑑定。此外，本計畫於岸邊以目視法觀測

可見 之水生昆蟲者，亦列入觀察紀錄中，作為資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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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析方法 

各項生態調查結果進行各類型指數計算，分析比較植物、水陸域動物之組成

特性及歷年消長變化，掌握人工濕地之生態系統現況及演替方向， 茲就各類性生

態分析指數說明如下。 

(一) 植物 

1. 植物重要值指數 IVI (Importance Value Index) 

2. Simpson 歧異度指數 

3. Shannon 歧異度指數 

(二) 水陸域動物 

1. Shannon-Wiener 種歧異度指數分析(H’) 

2. Shannon 均勻度指數 Shannon’s evenness index (E) 

四、 生態調查結果及歷年演替變化 

(一) 植物 

依據城林濕地 108 年度 4 季調查資料，共記錄到 190 種植物，樣區內計有 99 

種。其中數量最多(總覆蓋度最高)的為巴拉草 377%，其次為蘆葦 14%與大花咸

豐草 11%。以特有性來看，108 年的調查共記錄到了水柳與山芙蓉共 2 種特有

種。外來種則有巴拉草與象草等共 92 種。此外，並未發現自生(非栽種者)之保

育類植物與稀有植物。整體而言，調查到的植物含有濕地常見的禾本科、莎草

科、菊科、香蒲科等植物；短草地常見的禾本科、莎草科、菊科、玄參科等植

物；長草叢常見的禾本科、莎 草科、菊科等植物。 

檢視 101 年以來城林濕地植物樣區調查結果，種類數在 105 年有特別升高。因

104 年部分單元進行整理工作，邊岸翻土整地，以壓抑優勢植物的族群量，並

透過翻土擾動誘使土壤種子庫萌發，所以植物種數升高。隨後因為優勢植物競

爭，致使種數下降。若以 Shannon 歧異度指數計算植物的歧異度，最高者為 105 

年的 2.58，最低者為 106 年的 1.73，表示 105 年有最高的物種均勻度。而以 

Simpson 歧異度指數計算，最高者為 101 年的 0.89，最低者為 108 年的 0.62，表

示 101 年隨機取到不相同的兩種植物的機率最高(圖 3.4-1)。6月份的整體種數較 

3 月低，觀察主要是因為多種植物在春季生長，種子成熟釋放後即枯死，以種

子休眠渡過夏季，所以 6 月的整體種數較 3 月低。並且這些夏枯的植物有多種

會在 11 月調查時記錄到小苗，加以部分夏季植物尚未完全枯死，而使屬冬季的

11 月的種數並未特別偏低。而受到 105 年 6 月有挺水植物生長過於繁茂使整體

覆蓋度較 105 年 3 月高(圖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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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城林人工濕地歷年植物歧異度指數變化 

 

 

 

 

 

 

 

 

 

 

圖 3.4-2  城林人工濕地歷年植物調查結果 

(二) 鳥類 

依據城林濕地 108年度 4季調查資料，共記錄到 42 種 443隻次的鳥類。其中數

量最多的為白頭翁的 119 隻次，其次為褐頭鷦鶯 46隻次，與綠繡眼的 45隻次。

以特有性來看，108年的調查共記錄到小彎嘴 1 種特有種，以及金背鳩、臺灣夜

鶯、大卷尾、樹鵲、白頭翁、紅嘴黑鵯、黃頭扇尾鶯、褐頭鷦鶯、粉紅鸚嘴、

山紅頭與八哥共 11種的特有亞種。外來種則有白尾八哥、家八哥、黑領椋鳥與

橙頭梅花雀共 4 種。保育類的部分則有屬於保育等級 II，珍貴稀有野生動物的

八哥，以及保育等級 III，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的紅尾伯勞。整體而言，調查

到的鳥類含有濕地常見的鸊鷉科、鷺科、秧雞科、鷸科、翠鳥科等鳥種；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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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空飛行覓食的夜鷹科、燕科；短草地常見的八哥科、鳩鴿科、麻雀科、梅花

雀科、鶇科與鶺鴒科鳥種；長草叢常見的畫眉科、扇尾鶯科以及樹棲性的鵯

科、繡眼科、鴉科鳥類。 

檢視 101 年以來城林人工濕地鳥類調查結果的多樣性指數變化（圖 3.4-3），以

及 108 年度記錄種類數及個體數與歷年平均的比較圖（圖 3.4-4）可以發現，城

林人工濕地在 101 至 104 年間鳥類歧異度逐年降低，105 起則有回升，在

106-107兩年則維持 3 以上的水準，108年度則降為 2.81，為歷年次低。而在各

季種類數與個體數的比較圖中可以看到，108年度第3 季所記錄到的種類與數量

均低於歷年平均。從歷年平均看來，城林濕地在第 3 季的鳥況通常較差，且變

動幅度大。相對而言，第 4 季的鳥況通常較佳，也較為穩定。在 103 年起自然

荒化區內植物經自然演替後，單元水域陸化嚴重，形成以蘆葦等高莖植物為主

的長草叢環境，故棲息的鳥種與數量、歧異度明顯降低。而自 106 年度起，鳥

類棲息狀況不論在種類、數量、歧異度指數上均有回升，推測可能與 105 年底

災修工程完成，清出部份過密植栽有關。有鑑於原本植栽較密的城林濕地，於

風災與修復工程後頗有濕地「回春效應」之效，因此 107 年度第 4季嘗試將荒化

多年的荒化區植被疏開，但發現自然荒化區內原本的水體區域已完全陸化。因

此疏開的部分也在 108 年中快速再度為芒草、象草等高莖草叢覆蓋，對鳥類棲

息的貢獻僅呈現在第 2季的鳥況有明顯提升，但下半年的鳥況則再度下 降。整

體而言，對鳥類棲地的提升相對有限。 

 

 

 

 

 

 

 

 

 

 

圖 3.4-3  城林人工濕地歷年鳥類歧異度指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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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  城林人工濕地 108年鳥類調查結果與歷年比較圖 

(三) 昆蟲類 

1. 蝴蝶 

依據城林濕地 108年度 4季調查資料，共記錄到 21種 232隻次的蝴蝶。其

中數量最多的為白粉蝶 121隻次，其次為豆波灰蝶 25隻次，再其次為黃蝶

24隻次，藍灰蝶 14隻次，其餘種類皆少於 10隻次。以特有性來看，108年

度的調查僅有一種墨子黃斑弄蝶（Potanthus motzui）為特有種蝴蝶，也為本

濕地新記錄種。外來種則有白粉蝶 1 種。另外，並無紀錄保育類蝴蝶。整

體而言，調查之蝴蝶皆為臺灣平原林地、濕地常見的粉蝶科、灰蝶科與蛺

蝶科，其中以粉蝶科數量最多，尤其是白粉蝶與黃蝶，其幼蟲以附近菜園

種植的葉菜類為主食，豆波灰蝶幼蟲以濕地周邊廣泛分布的光萼野百合為

食草，夏、秋季為產卵期，因此數量也相當多。其餘蝴蝶種類均為臺灣平

原開闊環境常見之種類。 

檢視 101年以來各月份城林濕地蝴蝶調查結果（圖 3.4-5、圖 3.4-6），3 月

份種類數的歷年變化除 101年外皆相當穩定，108年 6種為歷年次高；6月

份種類差異比 3月份大，102年僅有 6種，而 103年竟高達 16種，107年為

歷年最低僅有 5種，108年度則為歷年次高 14 種；9月份歷年差距較大，最

少為104年 5種，最多為103年13種，107、108年則皆為9種接近平均值；

12 月氣溫較低非蝴蝶主要活動季節，因此年間的種類差異大，104 年高達

12 種，106、107年僅有 2、4種，108年則增加為 11 種，為歷年次高。 

3月份蝴蝶個體數最高，101年為 93隻次，而 105年僅有 32隻次，為歷年

最低，108年為 113為歷年最高。由於蝴蝶與氣候具密切相關，根據 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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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報告可知受 105 年 1 月氣溫極低之影響，因此蝴蝶數量明顯減少，而

107 年 3 月與 105、106 年氣溫逐漸升高，蝴蝶數量由 32、79 增加至 91 隻

次，108 年增至 113 隻次為歷年最高，數量上有回升之趨勢；6 月份的數量

也是以 101年為最高，106年則為歷年次高，達 92 隻次，107年僅有 14隻

次為歷年最低，108年則回升至 73隻次；9月份數量以 105年 41隻次為歷

年次高，108 年偏低僅有 20 隻次，歷年次低；12 月份 104 年最高大 69 隻

次，106 年僅剩 2 種 2 隻次，為歷年最低，主要受氣溫低至 20℃以下所影

響，107 年則增加為 32 隻次，108 年仍有 26 隻次差異不大。由此推測，蝴

蝶數量雖然受到年間氣候條件不同，106 年種類數為歷年最低僅有 14 種，

107 年增加為 16種，108 年增加為 21種，且族群量為 224隻次，從 105 年

156隻次增加至 106年 209隻次，107年減少至 137隻次後 108 年又有提升的

情形。3 月份於濕地活動的蝴蝶包括弄蝶科、粉蝶科、灰蝶科與蛺蝶科，

共計有 6 種，以白粉蝶為主 103隻次，僅藍灰蝶、靛色琉灰蝶皆為 3 隻次，

其餘 3 種皆為 1-2 隻次；6 月的蝴蝶種類增加為 14 種而數量減少為 73 隻

次，黃蝶 17 隻次成為數量最優勢的種類；月種類減少至 9 種 20 隻次，以豆

波灰蝶最多7 隻次，其他種類均沒有特別優勢情形；12 月為11 種26 隻次，

其中白粉蝶只佔 5 隻次。整體而言歷年季節間的變化大致相似，由於歷年 3 

月白粉蝶數量為最優勢，5 月與 9 月豆波灰蝶占優勢，此二種的數量明顯

影 響整體數量之變化。 

 

 

 

 

 

 

 

 

 

 

 

圖 3.4-5  城林人工濕地歷年蝴蝶歧異度指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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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  城林人工濕地歷年蝴蝶調查結果 

2. 蜻蛉目 

依據城林濕地 108年度 4季調查資料，共記錄到 15種 218隻次的蜻蛉目。

其中數量最多為褐斑蜻蜓 133 隻次，其次為青紋細蟌 47 隻次，其餘種類均

低於 10 隻次。以特有性來看，108 年度的調查臺灣特有種蜻蛉目並無紀

錄。另外，保育類蜻蛉目也無紀錄。整體而言，記錄之蜻蛉目主要為細蟌

科、春蜓科與蜻蜓科。 

檢視 101 年以來各月份的城林人工濕地蜻蛉目昆蟲調查結果（圖 3.4-7、圖

3.4-8）。3 月份因氣溫較低，因此 101 年最多有 4 種，其餘年度均為 0-2 

種，個體數多僅有 3 隻次以下，104 年及 105 年則完全無蜻蛉目記錄，106 

年、107 年皆為 2 種 2 隻次，108 年 1 種 22 隻次變化較大；6 月的蜻蛉目種

類各年間差異相當大，104 年最多為 16 種，102年最少僅有 4 種，104 年開

始種類及數量都急遽減少 ，106 年最少僅有 5 種，108 年增加至 13 種；9 月

份 101 年僅有 6 種，102、103 年為 12 種，104 年 8 月蘇迪勒颱風過後，部

分濕地受到破壞，因此濕地面積縮減，對於水域依存度高的蜻蛉目昆蟲無

論種類與數量，皆產生嚴重影響，該年僅有 7 種，105、106 年為 11 種，

107 年降為 9 種，108 年又降至 7種，種類數恢復後又逐漸降低，但數量從

103 年最高 178 隻次，107 年減少至30 隻次為歷年最低，108 年提升至 68 隻

次；12 月因為低溫歷年種類與數量皆少，僅有 104 年 8 種 85 隻次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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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108 年皆僅 1 種 1 隻次。3 月份於濕地的狀況取決於氣溫高低，

偶爾較溫暖的天氣水域可見零星的蜻蛉目活 動，5、6 月以後氣溫逐漸升

高，蜻蛉目的種類及數量都會明顯提升。各年度的種類與數量皆差異極

大，但由於季節的氣溫變化明顯影響蜻蜓狀況，因此每年 6 月的蜻蛉目種

類與數量皆高於 3 月；而 6-9 月份氣溫仍高，而且常大量聚集的薄翅蜻蜓主

要出現時間為秋季，因此明顯影響 6-9 月間的蜻蜓數量；12 月氣溫逐漸降

低，若遇寒流來襲幾乎無蜻蛉目之記錄。 

 

 

 

 

 

 

 

 

 

 

圖 3.4-7  城林人工濕地歷年蜻蛉目歧異度指數變化 

 

 

 

 

 

 

 

 

 

圖 3.4-8  城林人工濕地歷年蜻蛉目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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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水生昆蟲 

依據城林濕地 108年度 4季調查資料，共採集 6 科 210 隻。種類最多的依序為：

搖蚊科、水蟲科和四節蜉蝣科。 

檢視 101 年以來城林濕地水生昆蟲調查結果(圖 3.4-9)，種類方面，歷年最多為 7

科(101 年 5 月)、歷年最少為 1 科(101 年 8 月、105 年 8 月)。歷年 3 月最多種類

可達 6科(101 年)、最少僅有 2 科(103 年)；歷年 5 月最多種類可達 7 科(101 年)、

最少僅有 2 科(106 年) ；歷年 8 月最多種類可達 6 科(107 年)、最少僅有 1 科(101 

年、105 年)；歷年 11 月最多種類可達 6 科(102 年、106 年)、最少僅有 2 科(104 

年)。歷年 3 月份個體數量最多 198 隻(101 年)、最少僅有 24 隻(103 年)；5 月份

數量最多為 252 隻(104 年)、最少僅 27 隻(105 年)；8 月份數量最多為 133 隻(107 

年)、最少 1 隻(101 年)；11 月份數量最多為 228 隻(107 年)、最少 5 隻(104 年)。

各年度的優勢物種並不相同，3 月和11 月主要為水蟲科和搖蚊科、5 月和8 月則

為四節蜉蝣科和細蟌科，顯示單一種類的數量變動大，兩種集中的單元功能並

不相同。3 月時主要是開放單元的水位較高，又水中有機質含量高，易增加搖

蚊科等濾食性昆蟲的生長、並吸引水蟲科遷入。但 6 月時水位低又遇到梅雨季

大量雨水，水位起伏過劇烈使水蟲科昆蟲遷出，直到 11 月才有再遷入的趨勢。

城林濕地的四節蜉蝣科和細蟌科昆蟲主要出現在生態單元，一是生態單元的水

質較為優良，二是生態單元水域周邊有淺水區域，該區域具有部分平坦開闊水

域亦有水生植物覆蓋，提供細蟌科成蟲繁殖交配與水蠆期攀附的棲地，淺水區

域的植物為禾本科，有使濕地面積因陸化逐漸縮小，也蓄積淤泥而使水質惡

化，需考慮定期區域性清除並補植其他水生植物。 

 

 

 

 

 

 

 

 

 

 

圖 3.4-9  城林人工濕地歷年水生昆蟲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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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兩生類 

依據城林濕地 108年度 4季調查資料，共記錄到 8 種 85 隻次的兩棲類。其中數

量最多的物種為小雨蛙共 22隻次，其次為貢德氏赤蛙 15隻次，黑眶蟾蜍 14隻

次。以特有性來看，調查並無記錄到保育類。特有種記錄 1 種為面天樹蛙，外

來種記錄 1 種為斑腿樹蛙。整體而言，物種均為低海拔埤塘濕地常見物種，如

澤蛙、小雨蛙常見於草澤濕地；貢德氏赤蛙偏好於靜水域環境。上述調查結果

顯示，出現的物種與環境有密切的關係。 

檢視 104 年以來城林濕地的兩棲類調查結果(圖 3.4-10、圖 3.4-11)。大致來說，

歷年的多樣性指數並無大幅變化。檢視各年度 3 月份資料，可發現於各年間記

錄物種數無大幅度變動，106 年記錄個體數較高，主因為記錄了大量的黑眶蟾

蜍與貢德氏赤蛙。再檢視 5 月份之資料，各年度記錄物種數無大幅度變動。於 

8 月份之調查，105 年記錄到大量澤蛙，但後續並無持續觀察到族群成長，106 

年紀錄個體數較往年略低，然此現象於淡水河流域之多數人工濕地均有出現，

推測與環境氣候有關。最後檢視 11 月份之調查成果，由於季節因素，夜間氣溫

降低，各年度物種數與個體數記錄數量均不高，物種數與個體數均低於其他月

份，這與蛙類活動受外界溫度的行為模式大致相符。 

 

 

 

 

 

 

 

 

 

 

 

圖 3.4-10  城林人工濕地歷年兩棲類歧異度指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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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1  城林人工濕地歷年兩棲類調查結果 

(六) 爬蟲類 

依據城林濕地 108年度 4季調查資料，共記錄到 5 種 20 隻次的爬蟲類。其中數

量最多的物種為紅耳泥龜共 13 隻次，其次為斯文豪氏攀蜥記錄 3 隻次。以特有

性來看，108年度的調查並無記錄到保育類。特有種記錄2 種為斯文豪氏攀蜥與

蓬萊草蜥，外來種記錄 1 種為紅耳泥龜。 

檢視 104 年以來的城林濕地爬行類調查結果（圖 3.4-12、圖 3.4-13）。整體而言，

記錄之多樣性指數不高，物種組成較為單調，但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推測棲地

環境趨於穩定，因此逐年記錄到各種爬蟲類活動。檢視各年度 3 月份資料，可

發現各年度所記錄之物種數與個體數均低，顯示本季氣候仍未達爬蟲類動物的

活動高峰。在 104 年所記錄之個體數較高，本現象於淡水河流域之多數人工濕

地均有，應為當時氣候良好適合爬蟲類動物活動所致。105 年無記錄，推測與

寒流有關。108年度則記錄到大量紅耳泥龜。再檢視 5 月份之資料，106 年記錄

的個體數最高，為記錄到大批紅耳泥龜所致。於8 月份的記錄中，108年度之物

種數與個體數與往年差異不大，僅 104 年記錄到大批紅耳泥龜造成個體數較

高。而在 11 月之資料中，108 年度之物種數與個體數與往年差異不大，僅 105 

年記錄到大批紅耳泥龜造成個體數較高。整體而言，所記錄之爬蟲類多為臺灣

低海拔平地、草地、埤塘等環境常見之物種。因本濕地有次生林區域，因此有

森林性的斯文豪氏攀蜥被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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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2  城林人工濕地歷年爬蟲類歧異度指數變化 

 

 

 

 

 

 

 

 

 

 

圖 3.4-13  城林人工濕地歷年爬蟲類調查結果 

(七) 魚類 

依據城林濕地 108年度 4季調查資料，共捕獲 7種 80隻次的魚類，數量最多者

為吳郭魚 61 隻次，其次爲羅漢魚 5 隻次。以特有性來看，108 年度的調查並無

保育類、特有種，外來種記錄 2 種為食 蚊魚、吳郭魚。 

檢視 106 年以來之魚類調查成果（圖 3.4-14、圖 3.4-15），各年之多樣性指數以

107 年較低，爲該年度捕獲吳郭魚比例較高影響。108 年度指數略有提升，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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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到較多吳郭魚。就 3 月份之資料而言，106 年並無捕獲個體，但有目視與

訪談記錄，108年度所記錄物種數較多。檢視 5 月份的資料，108年度捕獲大量

吳郭魚，因此個體數較高。在 8 月份的資料中，106 年捕獲較多個體。而在 11 

月的成果，各年度捕獲物種數與個體數類似。以各年度間的魚種組成，在各年

度中並無太大變化， 吳郭魚是較穩定出現的物種，其他種類亦為臺灣低海拔河

川埤塘常見物種。 

 

 

 

 

 

 

 

 

圖 3.4-14  城林人工濕地歷年魚類歧異度指數變化 

 

 

 

 

 

 

 

 

 

 

 

圖 3.4-15  城林人工濕地歷年魚類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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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濕地保護措施 

4.1 重要濕地明智利用 

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於民國 106 年 6 月 27 日業經內政部

106.6.27台內營字第1060808569號公告實施，共分為 4 個功能分區，包括：核心保育區、

生態復育區、環境教育區、其他分區，功能分區示意圖詳見圖 4.1-1。本工程位於濕地保

育利用計畫之其他分區，本區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管理規定如下： 

一、 配合防洪安全需求或市政業務推動，得於河川流域進行清淤疏濬作業及水域活動

（藍色公路及輕艇等運動遊憩），惟應避免生態及環境遭受破壞。 

二、 其他行為依其他法律規定辦理，例如應符合水利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之規定、應符

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允許或申請使用之相關規定、建蔽率及容積率應依臺北市或新

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規範等。 

 

圖 4.1-1  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功能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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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低衝擊性開發設計(LID)及強化工程與生態韌性度 

一、 低衝擊性開發的設計流程與設施 

隨著休閒及環保意識抬頭而演變成生態環境營造，現今發展成結合治水防洪

及環境營造的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以生態系統為根基，透

過貯存、滲透、蒸發及延遲逕流等方式，降低因暴雨帶來之災害，兼顧社會經濟發

展與環境保育的目標。達成涵養水源、美化城市、改善生態環境及降低都市熱島等

效益，LID 設施也是低營造成本，創造高附加價值。 

LID 設施設計時，應先了解基地的現況條件，並有較為詳盡的場域分析，這

些分析包括地文資料，如土壤條件、地下水位、土地利用形態等；水文資料，如區

域降水資料；以及地下排水資訊等。其技術包括：生態滯留或雨水花園、樹箱過濾

設施、透水鋪面、土壤改良、綠屋頂或人工地盤、植生溝、雨水桶或蓄水池等七大

類。 

二、 施工前後降低生態衝擊的方法 

(一) 進行工區內水域及棲地的確認，並了解保育類動物的活動狀況，且施工動線儘

量避開其活動範圍，降低干擾。 

(二) 選擇光束比低的燈具，減少天空輝光，降低對夜間飛行生物的影響；利用遮

光板與截光設計，控制配光方向，避免燈光逸散非照明範圍，降低對周邊環

境影響 

(三) 採最佳管理作業(BMPs)為非點源污染控制方法，人工濕地復舊時，採用草溝

式窪地排水設計，取代傳統排水溝功能。 

三、 強化工程與生態韌性度 

面對急遽變化極端氣候發生頻率的增加，系統韌性(system resilience)在災害管

理領域中逐漸受到重視，透過 LID 設施的設計運用下，將可提高區內工程韌性與生

態韌性(ecological resilience)。 

工程韌性：強調回復原狀的能力。工程設計階段，就將「暴雨」、「洪水」等

衝擊 因素考量進去，以期在洪氾期之後，環境可在較低成本下，以最短時間恢復

原狀。 

生態韌性：所吸收的變化且維持運行的能力，具備生態韌性的環境系統將會

提高自身適應力以因應外力擾動。這是應用於河濱公園植栽設計方面，除了前述所

考量的暴雨、洪水外，另加上植栽選種方面，以低維 護管理為目標，增加環境生

態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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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空氣品質防制策略 

一、 規設階段： 

(一)設計階段需編列營建工地空污費，並納入工程契約中。 

(二)規劃制定工地環保計畫執行原則，要求承包商於施工前提送施工期間環境保護

執行計畫送審。 

(三)於施工規範中要求承包商需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採取各

項污染防制措施。 

二、 施工階段： 

(一) 施工工地揚起之粒狀污物與挖填面積大小成比例關係，因此將採分區分段挖

填，直接減少同一時間排放源面積。 

(二) 施工期間於施工面及工區內運輸道路保持一定溼度，並定期清掃工區內及圍

籬附近之塵土，以減少粒狀物之飛揚。 

(三) 必要時於施工面四周設立施工圍籬，以防止懸浮微粒污染。圍籬設置方式將

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納入契約文件。 

(四) 開挖後之餘土將儘速運離施工區。駛出工區之車輛皆要清洗其輪胎及車輛表

面，載土卡車加蓋帆布，以防止不當之逸漏發生。 

(五) 施工車輛儘量避開尖峰時段及人口稠密處，並降低車速，以免掀揚塵土。 

(六) 選用狀況良好的施工機具及運輸車輛，並做好保養維護工作，以減少廢氣排

放。 

(七) 依「車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準」規定使用合格油品，並要求定期保養紀錄，以

維護附近空氣品質。 

(八) 施工機具停止操作及運輸車輛於等待裝卸物料時，將要求關閉引擎，以避免

機具惰轉產生不必要之廢氣。 

(九) 工地設置環保單位，負責環保相關工作。 

4.4 施工噪音防制策略 

一、 規設階段： 

(一) 施工機具噪音量需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要

求。 

(二) 捷運噪音量需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中之

大眾捷運系統交通噪音管制標準要求。 

(三) 參照環評階段影響預測結果、噪音管制標準及台北市政府捷運局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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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施工區噪音限制減輕措施納入施工規範或特定條款中，規範承包廠商執

行。 

(四) 依環境影響說明書中所列環境保護對策，並參酌環保署之作業準則及台北市

政府捷運局相關規定，撰寫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執行計畫，送環保主管機關核

備。 

二、 施工階段： 

(一) 限制機具空轉或於工區內任意行駛降低噪音。 

(二) 調整施工作業時間以減輕干擾。 

(三) 妥善規劃施工流程，避免高噪音機具同時作業。 

(四) 落實施工人員教育，避免施工機具不當操作產生噪音。 

(五) 施工時監測工區附近噪音品質，以供環保改進措施參考。 

(六) 施工期間運輸車輛定期保養檢修以維持良好車況。 

(七) 進出工區道路將禁止急加減速及鳴按喇叭，減少噪音。 

(八) 避免高振動機具集中施工。 

(九) 高架橋基樁鑽設於敏感地點將優先考慮使用基樁工法中之全套管等低噪音工

法。 

(十) 未來施工監測若有超出營建工程低頻噪音標準，將考量採減少施工機具、採

用低噪音型或小型機具、縮短施工時間、對施工機具噪音源進行包覆或設置

可移動型吸音屏障等減輕措施以降低影響。 

(十一) 夜間施工時將依相關規定申請及公告。 

4.5 廢棄物及土石方污染防制策略 

一、 規設階段： 

(一) 預先研擬施工階段廢棄物處理計畫及相關罰則，並納入工程招標文件中，作

為施工承商施工階段處理程序之依據。 

二、 施工階段： 

(一) 施工區之廢棄物將集中貯存，並要求施工承商定期處理，嚴禁任意焚燒或丟

棄，以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二) 對於施工機具及車輛於區內維修保養所產生之廢棄物（包括廢油及廢機具），

將於合約中要求施工承商妥善處理。 

(三) 施工產生之工程餘土及沈砂池所截流之污泥，儘量予以再利用，並考量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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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整地回填材料。經初估本工程基礎工程所產生之餘方約為 3萬立方公尺。

初步規劃，可將營建剩餘土石資源，經由國道 3號運往鄰工區土石方堆置場及

其他合法收容處理場所；亦可採公共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之交換利用進行媒

合或其他符合公共工程營建剩餘土石資源處理之相關規定辦理。 

(四) 施工期間屬大量廢棄物將委託合格公民營廢棄物清理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並依規定提出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報當地環境保護局核備。 

(五) 路線施工開挖期間若發現廢棄物堆積，將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進行

分類，再依據「廢棄物清理法」規定進行妥善處理。 

4.6 水文水質保護策略 

一、 規設階段： 

(一) 依經濟部頒布之「跨河建造物設置審核要點」規定考量跨河段橋樑墩柱位之安

排。橋墩方向將以與水流方向之投影面積最小為原則，通水遮斷面積率亦將

符合相關規定，以避免對水體流況產生阻礙影響。 

(二) 依水利法第 72 條之一規定，於設置穿越水道或水利設施底部之建造物前，申

請主管機關核准，並接受施工指導。 

(三) 降水逕流規劃於高架橋面及跨越橋面設置洩水孔，並以管線收集後，排入區

域既有排水路。 

二、 施工階段： 

(一) 營建工地須實施逕流廢水污染削減措施，並於施工前檢送「營建工地逕流廢水

污染削減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查經核准後始進行施工。 

(二) 排水功能維護：(1)隨時清除臨時排水路之淤塞，定期挖除沈砂池之積土，以

保持有效之淤砂空間，防汛期間除加強清理維修工作外，豪雨來襲時則停止

施工。(2)跨河段之橋墩，盡量於枯水期施作。 

(三) 施工中泥砂控制措施：工區開挖期間，儲備塑膠布、不織布或草蓆，以便暴

雨時覆蓋裸露地面。 

(四) 於施工規範中規定承商須於工區排水出口設置洗車台及沈澱池，車輛清洗廢

水經沈澱池處理後，將部分回收作為工區灑水使用，剩餘部分始進行排放，

並將定期清除沈澱之泥砂。 

(五) 施工機具產生之廢機油、潤滑油等責成承商集中收集，收集桶儲存區將設置

防溢堤，以防止機油洩漏污染水體水質，並委由合格代清除處理業者處理。 

(六) 工區工務所於下水道系統已營運地區，將向當地污水下水道主管機關申請將

工作人員生活污水排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否則將設置套裝之污水處理設

施或移動式廁所，並委由合格之代清除處理業者定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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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事先審查承包商所欲使用之灌漿液成分，確定非禁用品且污染性低者。 

(八) 加強工地管理，避免穩定液溢流或任意棄置。 

(九) 施工期間於工區放流口進行水質監測工作，以供改進環保措施之參考。 

(十) 將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納入工程契約，要求承包商依規劃內容確實執行。

此外，工區內亦將設置污水處理設備或流動式廁所，俾使減輕對鄰近河川水

體水質之影響。 

4.7 生態環境保護策略 

一、 規設階段： 

(一) 避免規劃過多混凝土硬舖面，以柔化環境景觀，並兼顧生態環境保育。 

(二) 規劃採用生態工法創造多孔性、透氣性、多樣性及復合性的生息環境。 

二、 施工階段： 

(一) 施工期間將要求施工單位禁止獵捕野生動物。 

(二) 施工時於工地將作好水保措施，並注意雨季時水土的沖刷問題，減少對工區

附近之城林濕地及大漢溪環境造成污染。 

(三) 剩餘土石方妥善處置與運送以防止二次污染。 

(四) 工區施工時避免破壞工區外非必要去除之植被，減少植被破壞面積，且於施

工完成儘速植生。 

(五) 本計畫開挖表土若屬可用土壤將盡量保留作為植栽或工程回填使用，惟若土

質無法利用將併同營建混合物送至土資場或掩埋場處理。 

(六) 辦理施工人員生態保育教育訓練，其訓練內容包括濕地保育法、野生動物保

育法相關法規、基本生態知識和當地自然資源和遇到野生動物的處理方式

等，以落實生態保護對策。 

三、 營運階段 

(一) 於施工期間已因施工干擾而使區內動物遷移至鄰近地區，因此將配合新北市

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維護良好之人工濕地等，提供良好棲地環境，吸引動

物遷移至此棲息生存。 

(二) 植栽優先選擇鄰近地區原生種進行適當植栽，可保留原有地方植被特色，增

添地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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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環境監測計畫 

一、 監測目的 

監測各環境項目變化趨勢，以研判受本工程影響情形及程度，作為必要時提

出改善、補救措施或適時調整施工計畫之依據，並可藉以建立施工前、施工期間及

營運期間 之環境品質資料庫。 

二、 監測內容 

本案將優先引用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自101年迄今仍持續進行城林人

工濕地內有關生態及水質監測資料，另有關水質及水域生態不足之處，則參考內政

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濕地生態環境監測系統標準作業程序」及國內環保相關法

規，研擬本案於補充監測之地點、頻率及內容。監測時間以施工前一季、施工中及

施工後一季為期，監測內容詳見表 4.8-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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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1  施工前中後之環境監測計畫 

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 監測頻率 監測內容 

工

區

監

測 

放流水水質 工區放流口 
至少二週 

進行一次 

1.溫度 2.生化需氧量 

3.化學需氧量 4.懸浮固體 

5.真色色度 6.pH值 

工

區

外

監

測 

河川水質 

大漢溪城林橋往

上(下) 游約 20公

尺處，共 2 處 

每季一次 

1.水溫 2.氨氮 

3.硝酸鹽氮 4.總磷 

5.生化需氧量 6.化學需氧量 

7. 懸浮固體 8. pH值 

9.大腸桿菌 10.溶氧量 

11.導電度  

水域生態 

大漢溪城林橋往

上(下) 游約 20公

尺處，共 2 處 

每季一次 

1. 魚蝦蟹類 

2. 水生昆蟲及其他大型無脊椎

動物 

3. 附著性藻類 

城

林

人

工

濕

地 

水質 
入流口及出流口

處，共 2 處 
每月一次 

1.溫度 2.pH值 

3.導電度 4.大腸桿菌 

5.溶氧量 6.生化需氧量 

7.氨氮 8.懸浮固體 

水陸域生態 

人工濕地內(含穩

定塘、開放水域

、生態池) 

每季一次 

1.植物 

2.鳥類、兩生類、爬蟲類、昆蟲

類 (蝴蝶、蜻蛉) 

3.魚類、水生昆蟲類 

註： 1.施工前後各進行一季監測，不含工區監測放流水水質。 

2.季節劃分：春季(3～5 月)、夏季(6～8 月)、秋季(9～11 月)、冬季(12 月～翌年 2 月)；兩季監

測之間宜隔 75天以上。 

3. 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自 101年迄今長期進行之城林人工濕地內有關水質及生態調查

資料可供本計畫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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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依「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及民

眾參與準則」  第四條第一~六項內容對照說

明 

綜合前述章節之環境調查結果及濕地保護措施之擬定，同時依據「濕地影響說明書認

定基準及民眾參與準則」第四條第一~六項規定，下述將依序說明本計畫工程無需擬具濕

地影響說明書之理由，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對照說明表 

應擬具濕地影響 

說明書之情形 
對照說明 

一、有干擾（騷擾）重要

濕地內重要物種及

破壞其繁殖地、覓

食地、遷徙路徑或

其他重要棲息地之

虞。 

(1)參考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107至 108年度淡水河流

域重要濕地(含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委託管理案成果報告書」

指出淡水河流域內的鳥種數量上最具優勢的為家燕，幾乎所

有濕地空域都可以見到此鳥種飛行覓食，其餘數量較多的鳥

種依序為黃頭鷺、埃及聖䴉、白頭翁、麻雀、小白鷺、家八

哥、野鴿、夜鷺及白尾八哥。在前述的優勢鳥種中，黃頭鷺、

埃及聖䴉、小白鷺及夜鷺在關渡自然保留區的紅樹林中組成

了大量的繁殖群落。除此之外，臺灣每年有 20多種雁鴨科

來臺度冬，其中以小水鴨族群數最多，要了解臺灣雁鴨科族

群概況，小水鴨是最適合的監測物種。而小水鴨亦是過去淡

水河流域濕地環境中數量最龐大的冬候鳥種類之一，但近十

年來的數量從極盛期的上萬隻銳減至 2016 年調查僅剩 400 

餘隻，過去以大漢溪、新店溪匯入淡水河一帶區域為分布熱

點的情形也不復見。雖然小水鴨族群數下降是全球因素，但

相關生態專家認為亞洲小水鴨族群減少，和開發、濕地開

墾、獵捕壓力、棲地減少、氣候變化等因 素相關，當然也

與當地自然演替的力量有關。 

(2)另參考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108年度新北巿高灘

地人工濕地經營管理與功能效益分析計畫期末報告（定稿）」

之城林濕地 108年度 4季生態調查結果，共記錄到 42 種 443

隻次的鳥類，其中數量最多的為白頭翁的 119 隻次，第二級

保育類(珍貴稀有)鳥類有八哥，第三級保育類(一般保育)鳥

類有紅尾伯勞，多發現為空中飛行或樹枝上停歇，為飛行覓

食狀態，本計畫對其影響尚屬輕微。 

(3)施工期間所採取之減輕措施及防護對策如下： 

 施工期間將要求施工單位禁止獵捕野生動物。 

 工區施工時避免破壞工區外非必要去除之植被，減少植



臺北捷運萬大線(第二期工程)委託技術服務 DQ125設計標 

濕地明智利用徵詢資料 第五章  內容對照說明 

5-2 
O:\ADMIN\0080B(3288N)-北捷局萬大二期 DQ125細設標\09-1-提送文件\042-城林濕地徵詢\01 第一次提送\正式提送版\濕地明智利用徵詢初稿 0080B.doc 

應擬具濕地影響 

說明書之情形 
對照說明 

被破壞面積，且於施工完成儘速植生。 

 高架橋基樁鑽設於敏感地點將優先考慮使用基樁工法中

之全套管等低噪音工法。 

 未來施工監測若有超出營建工程低頻噪音標準，將考量

採減少施工機具、採用低噪音型或小型機具、縮短施工

時間、對施工機具噪音源進行包覆或設置可移動型吸音

屏障等減輕措施以降低影響。 

 施工區之廢棄物將集中貯存，並要求施工承商定期處

理，嚴禁任意焚燒或丟棄，避免影響濕地生物活動。 

 辦理施工人員生態保育教育訓練，其訓練內容包括濕地

保育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相關法規、基本生態知識和當

地自然資源和遇到野生動物的處理方式等，以落實生態

保護對策。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及說明，因本計畫屬橋梁工程，濕地範

圍內已儘量減少落墩，相對產生之影響較小。此外亦擬定水質

及生態等各項環境保護措施及監測計畫，可有效降低施工期間

之干擾，故不致有對重要濕地內重要物種產生干擾（騷擾）及

破壞其繁殖地、覓 食地、遷徙路徑或其他重要棲息地之虞。 

二、有污染、減少或改變

重要濕地內之水

質、水量或水資源

系統之虞。 

(1)水質方面： 

 營建工地須實施逕流廢水污染削減措施，並於施工前檢

送「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查

經核准後始進行施工。 

 於施工規範中規定承商須於工區排水出口設置洗車台及

沈澱池，車輛清洗廢水經沈澱池處理後，將部分回收作

為工區灑水使用，剩餘部分始進行排放，並將定期清除

沈澱之泥砂。 

 施工機具產生之廢機油、潤滑油等責成承商集中收集，

收集桶儲存區將設置防溢堤，以防止機油洩漏污染水體

水質，並委由合格代清除處理業者處理。 

 工區開挖期間，儲備塑膠布、不織布或草蓆，以便暴雨

時覆蓋裸露地面。 

 施工期間於工區放流口進行水質監測工作，以供改進環

保措施之參考。 

(2)水量及水資源方面： 

 施工期間用水項目及來源屬臨時性用水型態，主要用途

為運 輸車輛、作業機具之清洗及施工人員生活用水，用

水量不多， 擬採用水車供應或取用當地自來水，無需另

外取用地下水及濕地水資源。 

 維持鄰近水資源利用情形，施工期間則配合上述措施之

執 行，以減少對其之影響。 



臺北捷運萬大線(第二期工程)委託技術服務 DQ125設計標 

濕地明智利用徵詢資料 第五章  內容對照說明 

5-3 
O:\ADMIN\0080B(3288N)-北捷局萬大二期 DQ125細設標\09-1-提送文件\042-城林濕地徵詢\01 第一次提送\正式提送版\濕地明智利用徵詢初稿 0080B.doc 

應擬具濕地影響 

說明書之情形 
對照說明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及說明，本工程施工期間用水需求小，

並透過執行各項之水質環境保護措施及監測計畫，能有效降低

廢、污水的排放，以維持該區水資源的利用。故不致對城林人

工濕地有污染、減少或改變重要濕地內之水質、水量或水資源

系統之虞。 

三、挖掘、取土、填埋、

堆置、變更重要濕

地地形地貌或減少

其水域面積，有影

響天然滯洪功能之

虞。 

(1)本計畫為橋梁工程，故有開挖、回填、掘除等作業，而為避

免該作業產生之土石方及廢棄物等影響濕地環境，擬定之保

護措施如下： 

 施工產生之工程餘土及沈砂池所截流之污泥，儘量予以

再利用，並考量優先作為整地回填材料。經初估本工程

基礎工程所產生之餘方約為 16,953 立方公尺。有關經許

可使用所產生之剩餘土石方仍將依河川管理辦法第二十

八條第一項規定採河川局同意之地點攤平，然實際仍依

河川局指示辦理。 

 施工期間屬大量廢棄物將委託合格公民營廢棄物清理處

理機構清除、處理，並依規定提出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報

當地環境保護局核備。 

 路線施工開挖期間若發現廢棄物堆積，將依「有害事業

廢棄物認定標準」進行分類，再依據「廢棄物清理法」

規定進行妥善處理。 

 (2)本計畫會使用部分高灘地區域進行施工，但會依相關規定

回復原貌，故對地形地貌影響幅度非常輕微。 

 

        綜合上述，本工程雖需進行挖掘、取土、填埋、堆置等作

業，為避免土石方影響濕地環境，已擬定相關保護對策以減輕

其影響；此外，城林人工溼地總面積約 284,052.45平方公尺，

本計畫新建高架橋面積跨越濕地之臨時影響面積約 6,601.91平

方公尺，約占濕地總面積 0.23%，永久影響面積約 1,318.82平

方公尺，約占濕地總面積 0.05%，初步研判本計畫對形地貌影

響幅度非常輕微。並無改變濕地之水域面積，亦不影響河川既

有功能。故整體而言，本工程並未對濕地之功能產生影響之虞。 

四、有危害該重要濕地之

明智利用之虞。 

(1)依據濕地保育法第四條第四項對「明智利用」之定義，係指

在濕地生態承載範圍內，以兼容並蓄方式使用濕地資源，維

持質及量於穩定狀態下，對其生物資源、水資源與土地予以

適時、適地、適量、適性之永續利用。 

(2)施工期間藉由執行各項擬定之水質及生態等保護措施， 能

有效降低該階段產生對週遭環境之干擾與影響程度，完工後

則能回復至與現況相同。 

 生物資源：本計畫採行各項生態保護對策應能有效降低

工程對各保育類動物的干擾，限縮工程干擾於橋梁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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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擬具濕地影響 

說明書之情形 
對照說明 

工區附近等，減少對生物的影響。 

 水資源與土地：施工期間用水項目及來源屬臨時性用水

型態，主要用途為運輸車輛、作業機具之清洗及施工人

員生活用水，用水量不多，擬採用水車供應或取用當地

自來水，無需另外取用地下水及濕地水資源。維持鄰近

區域對水資源利用情形， 施工期間則配合上述措施之執

行，以減少對其之影響。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及說明，本工程不致有危害該重要濕地

之明 智利用之虞。 

五、有破壞或威脅該重要

濕地受評定之其他

重要價值之虞。 

(1)經物化、生態環境等相關資料蒐集分析後，本工程並無破壞

或威脅城林人工濕地受評定之其他重要價值之虞。 

(2)此外本計畫為跨河橋梁工程，無法採用開發迴避之方案，因

此透過研擬減輕衝擊措施等方式，能有效降低施工期間之

干擾，故不致 威脅、破壞或改變濕地既有之功能。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認有必要之開

發或利用行為。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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