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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地面積、位置及地籍資料 

一、前言 

「濱海旅遊廊帶亮點打造計畫-扇鹽地景園區」環教區開發案

(以下簡稱本工程或計畫)因位於國家級濕地「七股鹽田重要濕地(國

家級)」，爰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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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送相關文件及圖說徵詢主管機關

意見。 

二、基地位置、面積及地籍資料 

本計畫位於臺南市將軍區鯤鯓里，計畫範圍皆位於非都市計畫

區土地，涉及土地包含將軍區山子脚段3656及3658地號(詳圖 1、圖 

2)，共計2筆，用地面積為11,220㎡。此兩筆土地及既有12棟構造物

(青鯤鯓鹽工宿舍或七股鹽場減資建物群，2009年8月24日登錄為歷

史建築，主管機關為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於本計畫基地範圍外)

已由臺南市佳里地政事務所110年8月3日所登記字第1100068700號變

更登記為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管理(詳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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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基地 

 
資料來源：臺南旅遊網，本計畫繪製 

圖 1 計畫基地位置圖 

 

資料來源：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圖 2 計畫土地使用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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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計畫用地範圍土地清冊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 管理者 面積(M2) 使用分區 備註 

將軍區 山子脚段 3656 中華民國 
臺南市政府

觀光旅遊局 
5,555 一般農業區  

將軍區 山子脚段 3658 中華民國 
臺南市政府

觀光旅遊局 
5,665 一般農業區  

三、七股鹽田重要濕地(國家級)基本資料 

資料來源：七股重要濕地(國家級)106年12月保育利用計畫書(草案) 

圖 3 七股鹽田重要濕地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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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鹽田重要濕地位於臺南市西南側沿海，北起將軍漁港南側

堤防，東以南25-1、南25及堤防為界，並排除鯤鯓漁港；南至七股

潟湖北堤堤防，西側海域至等深線6公尺處，包含青山沙洲、網仔寮

沙洲及頂頭額沙洲等，總面積達3696.75公頃。其中的七股潟湖則為

全臺灣最大的海岸潟湖。自七股鹽灘於2002年5月停止曬鹽，所有廢

棄鹽田及相關水路，皆有紅樹林生長，而目前頂山里及篤加里亦成

為黑面琵鷺的重要棲地。「七股鹽田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

(草案)(106年12月)」(以下簡稱保育利用計畫)，將七股鹽田重要濕

地保育利用計畫依其使用現況及保育利用規劃構想，劃設為生態復

育區、環境教育區、其他分區(詳圖 4)，並擬定各分區之允許明智

利用項目(詳表 2)。 

本計畫位於台61線以西之青鯤鯓扇形鹽田內，其分區屬於環境

教育區(一)，依保育利用計畫所允許之明智利用項目為「提供環境

展示、解說、體驗使用之重要基地，並設置必要設施。」而其共同

管理規定與分區管理規定如下： 

(一) 共同管理規定 

1.本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鹽業及建物等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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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於環境教育區內，選擇自然、人文優美景觀或生態豐富地

區設置觀景、眺望及觀察設施或解說教育設施。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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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因應緊急事件，得設置動物緊急搶救醫

療設施。 

4.有關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之舢舨、漁筏兼營娛樂漁業者，依

「臺南市潟湖區舢舨漁筏兼營娛樂漁業管理自治條例」及「臺

南市四草水域觀光管筏管理自治條例」辦理。除合於濕地保育



臺南濱海旅遊廊帶-扇鹽地景園區設置案                                                                          濕地徵詢文件 

5 

法或漁業法之使用者外，於重要濕地內以生產、經營或旅遊營

利為業者，應依「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經營管理許可收費

回饋金繳交運用辦法」申請及辦理。 

5.濕地範圍內之水門使用，除水利權責單位外，台江國家公園管

理處於進行濕地明智利用經營管理時，若有需要得向水利權責

單位申請，並協調水利權責單位使用時機。 

6.禁止任何污染水質之行為。未來新增計畫排放之污水，應符合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規定。 

7.有關海岸防護、河川整治及防洪水利設施之設置，經水利及相

關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以進行，同時副知所屬主管機關。 

8.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各級道路之維護、必要之公共服務設施、

公用設備及為保護環境必要之相關設施，皆依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相關法規辦理，同時副知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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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丟擲垃圾、傾倒垃圾、任何事業廢棄物，包括農漁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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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於濕地上空進行干擾野生動物之行為，如放風箏、天燈、拖

曳傘、廣告氣球、熱氣球、遙控飛機、空拍機或輕航機等。 

(3)其他經台江管理處公告管制事項。 

(二) 分區管理規定 

1. 區內合法建築物或工程設施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得

報經台江管理處許可後辦理。 

2. 區內供環境展示、解說使用所設置之必要設施，其外型設

計、建材與色彩應與自然環境調和且應避免過多人工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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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3. 區內現有之扇形鹽田舊鹽工宿舍、觀海樓及網子寮沙洲上供

遊客上岸處等，營造在自然環境中進行教育有關於環境的

知識、態度、技能等場域，並實踐永續環境的教育功能。 

 
資料來源：七股重要濕地(國家級)106年12月保育利用計畫書(草案) 

圖 4 七股鹽田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功能分區示意圖 

本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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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劃設區域級管理目標 

功能 

分區 
編號 

面積 

(公頃) 
劃設區域 管理目標 

生態復育

區 

生復一 278.88 扇形鹽田 1. 為本濕地生態復育

區。 

2. 為復育濕地多樣性生

態環境，以容許生態復

育及研究使用為限。 

3. 持續監測本濕地各種

生態資料。 

生復二 349.28 
台61以西、鯤鯓聚落南 

側之公有鹽田 

生復三 396.06 
台61以東、頂山聚落西 

側之公有鹽田 

生復四 358.07 
台61以西、觀海樓以北 

之公有鹽田 

生復五 5.64 海寮紅樹林 

環境教育

區 

環教一(本計畫) 0.64 扇形鹽田舊鹽工宿舍 

提供環境展示、解說、

體驗使用之重要基地，

並設置必要設施。 

環教二 1.00 頂山聚落南側 

環教三 2.48 觀海樓 

環教四 4.39 網仔 

其他分區 

其他一 

(海域) 
757.39 等深線6公尺內之海域 

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

得為農業、漁業、鹽業

及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

用。 

其他二 

(沙洲) 
379.76 

青山港沙洲、網仔寮沙 

洲及頂頭額沙洲 

其他三 

(潟湖) 
997.24 七股潟湖之牡蠣養殖區 

其他四 

(台61、堤防、

南水道) 

66.04 
台61道路、生復二及生復四

外圍堤防、南航道 

其他五 

(台61以東鹽田) 
70.55 

台61以東、大寮大排以南之

公有鹽田 

其他六 

(碼頭服務區) 
29.33 

六孔碼頭服務區、南灣 

馬頭服務區 

合  計 3696.75 
  

資料來源: 七股重要濕地(國家級)106年12月保育利用計畫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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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內容 

一、計畫緣起及目的 

鹽田是臺灣經濟、地景生態、人文風光與民生必須的產物，鹽

田生態孕育著這片土地，如同礦業、林木業，曾是我們共同經濟發

展的印記。青鯤鯓扇形鹽田(又稱七股鹽場第一工區)所在之七股鹽

場，是臺灣製鹽總廠在臺灣所設的六大鹽場中最大者，也是臺灣鹽

業史上最後一個鹽場，民國91年5月最後一次收鹽後，七股鹽場與臺

灣338年的曬鹽史一同結束，而在鹽田土地閒置後，周邊靠鹽營生的

村落亦受到影響，逐漸沒落。 

隨著鹽業工人遷離，鹽工宿舍兩旁的環境疏於管理，除了逐漸

被銀合歡物種入侵、早期製鹽的引水道河岸也逐漸崩壞，影響現地

物種棲地與濕地生態環境外，缺乏管理同時也造成偏遠地區有外人

闖入之社會問題(如108年9月闖入燒炭自盡事件)，因此考量安全及

棲地雙重管理問題，因此亟待開發管理，以彰環教使用及管理之

責。 

爰此，臺南市政府於109年12月17日透過109年第2次大臺南轄區

內國家公園及國家風景區機關業務合作協調聯繫會報中提案辦理

「台61沿線觀光旅遊軸帶觀光亮點計畫」，並達成合作辦理之決議，

並持續透過推動小組工作會議進行賡續討論。後續於110年1月15日

於台61沿線觀光旅遊軸帶觀光亮點打造計畫推動小組第1次會議中達

成由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統籌旅遊軸帶及觀光亮點規劃及進行扇

形鹽田地景活化再利用等作業分工，是為本計畫環境教育區開發使

用之緣由。而在整體開發使用的構想上，於前期規劃時便邀請 NGO

團體(台灣濕地保護聯盟、台南鳥會)一同參與，並將 NGO 團體之意

見一併納入整體開發中，同時兼顧環境教育使用需求及濕地棲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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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等面向。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 環教(一)全區規劃平面配置圖 

 

二、計畫概述與設計原則 

(一) 計畫概述 

藉由已完成清除危害棲地物種銀合歡與環境整理，結合本次推

動的設置步道與服務設施等環境教育解說設施、修復扇形鹽田地景

地貌、設置鹽田生態入口意象暨生態監測設施等，採用生態復育與

環境解說作為，使民眾瞭解扇形鹽田的歷史風華與欣賞眺望全區環

境景觀，吸引遊客近海、敬海、與海相迎，喚醒人與製鹽及人與海

洋的連結，並串接周邊旅遊動線，帶動當地觀光促進經濟發展。 

 

(二) 設計原則 

在恢復生態棲地及活化閒置空間後，環教區之服務設施也將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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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空間供有意推動生態、環境教育的 NGO 團體進駐，吸引更多民間

力量投入活化濕地功能，並結合地方地理特色及人文風情，提供偏

鄉地區新的機會與蛻變，讓將軍沿海一帶恢復蓬勃生機。 

而具體規劃面向及設計原則概分以下兩大面向，分述如下： 

1. 濕地棲地修復面向(已完成) 

經前期與 NGO 團體一同現勘研商環教區開發使用之規劃，目視

可見環境區域內環境疏於管理，不僅早期製鹽的引水道河岸嚴重崩

壞，周邊也遭人傾倒大量營建廢棄物，而祼露地更是被強勢入侵種

銀合歡佔據成林，且已威脅到因製鹽引水道崩壞而形成之潮間帶生

態及紅樹林(詳圖 6)。 

銀合歡具強大的繁殖力，據研究每年每平方公尺可生產8,000顆

種子，且具有毒他作用的含羞草素，能夠嚴重破壞競爭對象苗木，

又具有耐旱性，被列入世界百大惡性入侵物種之一，有「世紀綠

癌」之稱。 

祼露地銀合歡成林(一) 祼露地銀合歡成林(二) 

銀合歡與自然形成之潮間帶相對位置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空拍成果 

圖 6 環教(一)現況環境空拍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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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環教(一)開發推動在硬體設施尚未完成規劃前，即

依行政院農委會訂定之「外來入侵種管理行動計畫」進行申請並奉

核(內政部110年12月10日內授營濕字第1100818858號函)，目前已完

成外來入侵種銀合歡之管理與防除工作，經111年1月13與 NGO 團體

再次會勘後，確認移除成效良好(詳圖 7)。 

確認潮間帶狀況 確認移除後成果 

已完成外來種移除之護岸 潮間帶情況保持良好 

圖 7 外來種移除後與 NGO團體現勘組圖 

 

藉由清除危害棲地物種銀合歡與環境修復整理，加強生態復育

功能與改善既有棲地，將未來做為提供民眾使用的環境教育分區奠

基友善棲地，未來可發展潮間帶生態觀察及濕地環境教育基地。 

 

2. 環境教育使用面向(本次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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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務設施 

在完成水岸修復及外來種移除後，本次賡續申請具有環

境教育所需之服務性設施，並以既有構造物範圍作為設施設

置的優先選擇(北側、右岸)，減少因設施興建開發可能造成

的環境破壞。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8 右岸服務設施配置圖 

(2) 生態觀察平台 

保留左岸因護岸毀損而自然演替形成之潮間帶及紅樹

林，以最小破壞的樁基礎結合架空步道進行左右岸連結，保

持既有完整性，同時兼具近距離觀察之平台。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9 左岸服務設施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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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生植栽 

為避免銀合歡萌蘗及增加民眾於場域內之舒適度，補植

原生植栽如白水木、土沉香、黃槿、草海桐、枯里珍、苦林

盤、日本女貞、桃金孃等進行競爭演替，並將場域作適度區

隔，以免強風烈日影響環教區的使用體驗。 

 

整體環教區規劃依據保育利用計畫環境教育區所允許之明智利

用項目辦理，本計畫主要範圍處於扇形鹽田最東南側角隅區域。為

因應明智利用項目本案施工法皆以友善區域生態及環境施作；另請

生態檢核廠商依「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施工前、中、後之

檢核。 

 

(三) 施工工期概算： 

本計畫分析整體工程所需工期約180日曆天，本案位於「七股鹽

田重要濕地(國家級)」範圍內，爰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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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送相關

文件及圖說徵詢濕地主管機關意見，待本計畫徵詢資料審查通過後

再行施工。 

 

三、用水來源及排水規畫 

扇形鹽田周圍有多處水門開放進排水不影響濕地內生態原生環

境，而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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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施工

期間施工人員產生之生活污水，將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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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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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基地現況說明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位於將軍鯤鯓里扇形鹽田內，周邊土地使用分區為非都

市計畫區之一般農業區，為非都市計畫區之甲種建築用地及鹽業用

地之國有土地。 

 

表 3 本計畫涉及之已登錄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編號 
土地標示 

使用分區 用地類別 備註 
縣市 區域 地段 地號 

1 臺南市 將軍區 山子脚段 3656 一般農業區 甲種建築用地  

2 臺南市 將軍區 山子脚段 3658 一般農業區 鹽業用地  

 

  
圖 10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情形 圖 11 本計畫土地使用類別 

  
圖 12 土地使用現況(3656地號) 圖 13 土地使用現況(3658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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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扇形鹽田與周邊景點及交通要道相對位置圖 

 

二、鄰近區域人文、交通路網圖及景觀位置 

臺鹽於1975年開闢，以鹽工宿舍為核心向外發散成扇形鹽田，

是臺灣最美且最有特色的鹽田，但從開闢到轉為機械化曬鹽，短短

不過十年，加上許多曬鹽勞務原屬於短期工作，只有在產鹽旺季才

會募集當地居民協助收鹽，所以並未如臺區與南鹽區的鹽工落地生

根，形成世代。91年曬鹽結束後，很快就人去樓空，目前已廢曬，

須從空中俯瞰才可一窺扇形鹽田紋理之美。 

 

(一) 人文面向： 

1. 歷史建築 

區內範圍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歷史建築共計1處，為七股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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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減資建物群。 

表 4 範圍內歷史建築一覽表 

資產

名稱 

主管機

關 / 管

理人 

位置 指定/登錄理由 種類 公告日期

文號 

七股

鹽場

減資

建物

群 

臺 南 市

政府/國

有 財 產

署 

將軍區鯤

鯓里253-

286號；

七股區頂

山里25-

30號 

1.鹽業以往是台灣重要的產業，此一製鹽

工業遺跡，為台灣近代史之重要證據。 

2.對台灣鹽業發展具有歷史意義，若不保

存，對產業地景的保存是一種損失。 

3.獨特之產業設施，統合規劃其觀光資

源，足以彰顯台灣鹽業發展史。 

產業

設施 

98/8/24府

文資字第
0980199845A

號 

參考資料：七股重要濕地(國家級)106年12月保育利用計畫書(草案) 
 

  
圖 15 七股鹽場減資建物群於98年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 

 

2. 廟宇 

區內廟宇有鎮海將軍廟，鄰近周邊尚有吉安宮及朝天宮，而青

鯤鯓聚落居民尤以朝天宮為主要信仰中心。 

3. 漁港 

濕地範圍周邊主要以將軍漁港、青山漁港為主要港埠，各有不

同文化風情及漁港生活特色，將軍漁港偏觀光旅遊、休憩為主，而

青山漁港則屬於舊聚落型態漁港，展現傳統生活特色及早期捕魚生

活樣態。 

4. 聚落及活動中心 

將軍區大部分為自原有漁村聚落轉變而成之鹽村聚落，自1936

年日治時期日人開闢七股鹽場，從聚落形成之初即從事傳統捕撈及



臺南濱海旅遊廊帶-扇鹽地景園區設置案                                                                          濕地徵詢文件 

17 

養殖活動，為了生計，馬沙溝、青鯤鯓、龍山等鄰近聚落居民產業

型態逐漸改變為典型曬鹽維生的鹽村。 

  
將軍漁港 將軍漁港漁貨拍賣 

  
青鯤鯓聚落 馬沙溝濱海遊憩區 

圖 16 區內漁港、聚落與人文活動情形 

 

(二) 交通面向： 

將軍漁港東側一公里處有台61線穿越，在將軍25-1鹽興橋段設

有交流道一處，往台17線南25-1及南26道路寬敞行車通暢。 

(三) 景觀面向： 

將軍區在地景觀由北到南由北到南有生態公園、馬沙溝3D 彩繪

村、馬沙溝舊漁港、馬沙溝濱海遊憩區、北航道河濱公園、扇形鹽

田、台鹽舊工宿舍、鎮海將軍廟…等。 

鄰近周邊的將軍漁港及青山漁港，琳瑯滿目的漁獲在港邊拍賣

的熱鬧景象，一直是在地許多遊客心中的印象，此起彼落的拍賣聲

為漁港每日的常態景象，假日更是人聲鼎沸，車流人潮不間斷。黃

昏時分，漁港從喧囂轉為靜謐，平緩的海面映成一片金黃，漁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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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行駛其中，令人徜徉在海港的自由浪漫當中。目前將軍漁港有固

定船班前往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的東吉島，更增添濃濃的海上旅

行氛圍。將軍溪紅樹林區其優良之生態條件，成為保育鳥種在嘉南

平原殘存之較佳棲息地之ㄧ。 

 

三、基地所在水系與集水區範圍 

基地周邊主要水系為將軍溪，目前的發源地為臺南市六甲區之

集水大渠，而河水的來源大多為區域性的排水。從上游到下游總共

包含了六甲、官田、下營、麻豆、學甲、佳里、北門及將軍等八個

區，最後在將軍區的蘆竹溝北岸出海，全溪總長為24.2公里、流域

面積有16,918公頃、集水區面積有211.97公頃。計畫基地位於將軍

溪下游感潮段，非主要集水區域。 

 
資料來源：台南縣管區域排水將軍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 

圖 17 基地所在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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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地環境文獻蒐集 

本計畫為瞭解周圍生態環境現況，透過蒐集近期相關計畫，針

對現地環境狀況評估可能造成之影響，彙整「108-109年度七股鹽田

重要濕地(國家級)生態及水質基礎調查計畫」(社團法人台灣黑面琵

鷺保育學會，2020)、「七股鹽田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內政部，

2017)等文獻資料如下： 

(一) 鳥類 

根據108年12月至翌年4月之鳥類調查結果，顯示扇形鹽田以鷸

科、鴴科、鷺科及鷗科等水鳥為主，又以黑腹濱鷸及東方環頸鴴為

最多，另曾記錄到6種保育類鳥類(包含 II 級保育類小燕鴴、黑翅

鳶、魚鷹、紅隼；III 級保育類大杓鷸、紅尾伯勞)，但未記錄到黑

面琵鷺，另比對受關注的黑面琵鷺及冬候鳥棲息熱點(圖 21)，扇形

鹽田並非熱點範圍。 

每次調查平均紀錄到500~1000隻次，自5月起降到300隻次，

8~11月單次調查平均紀錄僅200隻次，整體以度冬鳥類為主，以鳥類

平均密度而言，青鯤鯓鹽田為熱區，依次為南鹽鹽田、扇形鹽田、

臺區鹽田(圖 22)，而以豐度指數來看，以南鹽鹽田豐度最高，分析

發現豐度指數熱區的分布恰與累計數量及平均密度的分布相反，多

數累計數量及平均密度高的樣區，其豐度指數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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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8年台江國家公園及其週緣地區黑面琵鷺數量調查 

圖 18 曾文溪以北調查區黑面琵鷺使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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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黑面琵鷺族群分布 2019年11月黑面琵鷺族群分布 

  
2019年12月黑面琵鷺族群分布 2020年1月黑面琵鷺族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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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黑面琵鷺族群分布 2020年3月黑面琵鷺族群分布 

  
2020年4月黑面琵鷺族群分布 2020年5月黑面琵鷺族群分布 

資料來源：108年台江國家公園及其週緣地區黑面琵鷺數量調查 

圖 19 曾文溪以北調查區黑面琵鷺使用地點 



臺南濱海旅遊廊帶-扇鹽地景園區設置案                                                                          濕地徵詢文件 

23 

  

  
參考資料：七股重要濕地(國家級)106年12月保育利用計畫書(草案) 

圖 20 七股鹽田鳥類重要棲地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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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8-109 年度七股鹽田重要濕地(國家級)生態及水質基礎調查計畫 

圖 21 各樣區鳥類平均密度熱區圖 

扇形鹽田 

南鹽鹽田 

青鯤鯓鹽田 

臺區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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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8-109 年度七股鹽田重要濕地(國家級)生態及水質基礎調查計畫 

圖 22 各樣區鳥類豐度指數(SR)熱區圖 

扇形鹽田 

南鹽鹽田 

青鯤鯓鹽田 

臺區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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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域生態 

根據文獻資料顯示，扇形鹽田曾記錄到17科32種魚類，優勢種

為頭紋細棘鰕虎，其次為雜交吳郭魚，另紀錄13科24種蝦蟹類、12

科15種螺貝類，以栓海蜷、扁跳蝦、雙齒近相手蟹為優勢族群，無

特有種及保育類，外來種則有2科2種，為雜交吳郭魚及斧形殼菜

蛤，而從物種組成來看，兩處水門樣點(QS1、QS5)的魚類組成相

近，但與其他3處樣點不同，而鹽田內的樣點(QS2、QS3)環境相似，

因此物種組成相似，而 QS4為鹽田水流出口，因此與鹽田內的魚類

較為相似，各樣點分布位置詳見圖23。另依據108年9月至109年6月

之水質調查分析結果顯示，僅 QS4水質與其他樣點略有差異，可能

是其流通狀況較其他樣點差所影響，但扇形鹽田整體水質相似度達

90%以上，顯示鹽田內水質變化不大，大多屬未(稍)受至輕度汙染的

狀況，但總磷偏高。而計畫所在的位置，為整個扇形鹽田的出水

口，同時也受上游漚汪排水及下游西南航道，兩處排水道所影響，

營養鹽來源豐富，水流流通較差，需注意避免優養化的發生。 

 
資料來源：108-109 年度七股鹽田重要濕地(國家級)生態及水質基礎調查計畫 

圖 23 「七股鹽田重要濕地生態及水質基礎調查計畫」扇形鹽田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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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施工前生態調查 

為瞭解計畫周邊生態環境現況，於110年10月進行環境現況調

查，調查區域如下圖。調查區域以中央水道為界，以北為雜木林，

水際線為人工建物；以南為泥灘濕地，水際線為較接近自然狀態的

泥地潮間帶，此區至南側道路為止皆為完整而連續的海岸環境。 

 

 
圖 24 調查區域圖(黃色框線之內) 

(一) 水域生物 

本調查共紀錄水域與濱水動物共 22 科 32 種，包含魚類 7

科 10 種、甲殼類 11 科 18 種、軟體動物 4 科 4 種(表 5、表 

6)。其中台灣旱招潮蟹是台灣特有屬、種，在台灣僅呈點狀分

布，其餘皆為台灣西海岸常見物種。保育類或紅皮書物種部

分，由於台灣之紅皮書物種評估主要聚焦在淡水魚及陸地生物

(楊正雄等，2017)，因此海水魚類與絕大多數的海洋生物類群

皆屬於未評估(NE)。而本調查的甲殼動物與軟體動物，亦未被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評估(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2021)，因此在世界紅皮書類別亦屬於未評估(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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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旱招潮蟹的保育等級雖未被正式評估，但學界公認此為濕

地蟹類中非常瀕危的一種。 

 

表 5 實際調查之生物總計 

 科數 種數 特有種 紅皮書物種 外來種 

魚類 7 10 0 0 0 

甲殼類 11 19 1 0 0 

軟體動物 4 4 0 0 0 

 

表 6 實際調查之生物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特有 

類別 

保育 

等級 

臺灣紅皮書 

類別 

世界紅皮書 

類別 

總計 

(隻) 

虱目魚科 Chanidae 虱目魚 Chanos chanos 無 一般 NE LC 15 

鯔科 Mugilidae 鯔 Mugil cephalus 無 一般 NE LC 65 

鯛科 黃鰭鯛 Acanthopagrus latus 無 一般 NE LC 2 

鯡科 環球海鰶 Nematalosa come 無 一般 NE LC 20 

 銀漢魚 Leuresthes tenuis 無 一般 NE LC 100* 

金錢魚科 Scatophagidae 金錢魚 Scatophagus argus 無 一般 NE LC 1 

笛鯛科 Lutjanidae 銀紋笛鯛 Lutjanus argentimaculatus 無 一般 NE LC 5 

鰕虎科 Gobiidae 深蝦虎 Bathygobius sp.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1 

 彈塗魚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無 一般 NE LC 40 

 爪哇擬蝦虎 Pseudogobius javanicus 無 一般 NE LC 8 

梭子蟹科 Portunidae 鈍齒短槳蟹 Thalamita crenata 無 一般 NE NE 15 

 欖綠青蟳 Scylla olivacea 無 一般 NE NE 1 

方蟹科 Grapsidae 白紋方蟹 Grapsus albolineatus 無 一般 NE NE 1 

 方形大額蟹 Metopograpsus thukuhar 無 一般 NE NE 5 

地蟹科 Gecarcinidae 凶狠圓軸蟹 Cardisoma carnifex 無 一般 NE NE 30 

相手蟹科 Sesarmidae 雙齒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bidens 無 一般 NE NE 18 

 近親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affine 無 一般 NE NE 27 

大眼蟹科 Macrophthalmidae 萬歲大眼蟹 Macrophthalmus banzai 無 一般 NE NE 18 

弓蟹科 Varunidae 似方假厚蟹 Pseudohelice subquadrata 無 一般 NE NE 2 

 秀麗長方蟹 Metaplax elegans 無 一般 NE NE 1 

沙蟹科 Ocypodidae 台灣旱招潮蟹 Xeruca formosensis 無 一般 NE NE 4 

 弧邊管招潮蟹 
Tubuca arcuata (De Haan, 

1835) 
無 一般 NE NE 

7 

 北方丑招潮蟹 Gelasimus borealis 無 一般 NE NE 20 

 賈瑟琳丑招潮蟹 Gelasimus jocelynae 無 一般 NE NE 1 

 乳白南方招潮蟹 Austruca lactea 無 一般 NE NE 60 

地蟹科 Gecarcinidae 凶狠圓軸蟹 Cardisoma carnifex 無 一般 NE NE 1 

海蟑螂科 Ligiidae  奇異海蟑螂 Ligia exotica 無 一般 NE NE 24 

槍蝦 Alpheidae 槍蝦之一種 Alpheidae sp.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2 

對蝦科 Penaeidae 近緣新對蝦 Metapenaeus ensis 無 一般 NE NE 4 

骨螺科 Muricidae 蚵岩螺 Cronia fenestrata 無 一般 NE NE 3 

牡蠣科 Ostreidae 葡萄牙牡蠣 Crassostrea angulata 無 一般 NE NE 100* 

海蜷螺科 Potamididae 燒酒海蜷 Batillaria zonalis 無 一般 NE NE 100* 

骨螺科 Muricidae 蚵岩螺 Reishia clavigera 無 一般 NE NE 3 

物種數小計(種) - - - - 33 

數量小計(隻) - - - - 704 

NE: 未評估；LC: 暫無危機；*數量高於100，以100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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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陸域植物 

於110/10生態調查中共發現植物21科41屬42種(表 7)，其中

8種喬木，3種灌木，5種藤木，26種草本，包含28種原生種，13

種歸化種，1種栽培種(表 8)。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物佔絕大

部分(61.9%)，而植物屬性以原生物種最多(66.7%)。本次調查

發現土沉香(易受害 VU)及欖李(接近威脅 NT)等兩種易受害植

物，無發現特有種植物。 

經由現場調查後，本區植被大致可分為草生灌叢、人工建

物及海域等類型，調查範圍內植被分佈零星，各類植被概況及

主要組成分述如下： 

(1) 草生灌叢(自然度 2) 

此類植被主要分布於道路旁，自生型物種多為陽性植物，

如血桐、銀合歡、大花咸豐草、馬鞍藤及番仔藤等。 

(2) 海域(自然度 1) 

分佈於基地中間，可見漲退潮之潮汐變化，其上有生育紅

樹林植被。 

(3) 人工建物(自然度 0) 

包含了房舍、道路、空地等，是自然度最低之區域，本區

幾無植物覆蓋。 
表 7 植物物種歸隸特性統計 

物種 

歸隸特性 

蕨類植

物 

裸子植

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合

計 

類

別 

科數 1 0 18 2 21 

屬數 1 0 30 10 41 

種數 1 0 31 10 42 

型

態 

喬木 0 0 8 0 8 

灌木 0 0 2 1 3 

藤本 0 0 5 0 5 

草本 1 0 16 9 26 

屬

性 

特有 0 0 0 0 0 

原生(非特

有) 1 0 20 7 28 

歸化 0 0 10 3 13 

栽培 0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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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植物名錄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

等級 

蕨類植物 金星蕨科 Cyclosorus parasitica (L.) Farw. 密毛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番杏科 Tetragonia tetragonoides (Pall.) Kuntze 番杏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oq.) Griseb. 空心蓮子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茵陳蒿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ster subulatus Michaux var. subulatus 帚馬蘭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大花咸豐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var. canadensis 加拿大蓬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Galinsoga quadriradiata Ruiz & Pav. 粗毛小米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Sonchus oleraceus L. 苦滇菜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Lepidium virginicum L. 獨行菜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木麻黃科 Casuarina equisetfolia L. 木麻黃 喬木 栽培 NA 

雙子葉植物 藜科 Chenopodium virgatum Thunb. 變葉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藜科 Suaeda nudiflora (Willd.) Moq. 裸花鹼蓬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Lumnitzera racemosa Willd. 欖李 喬木 原生 NT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pes-caprae (L.)  Sweet. subsp. 

Brasiliensis (L.) Oostst 
馬鞍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千根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xcoecaria agallocha L. 土沉香 喬木 原生 VU 

雙子葉植物 豆科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煉莢豆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Canavalia rosea (Sw.) DC. 濱刀豆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tiliaceus L. 黃槿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楝科 Melia azedarach Linn. 楝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防己科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千金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foetida L.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毛西番蓮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Richardia scabra L. 鴨舌癀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山欖科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 大葉山欖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Avicennia marina (Forsk.) Vierh. 海茄苳 喬木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Fimbristylis cymosa R. Br. 乾溝飄拂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Forsk.) Stapf 巴拉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var. major 

(Nees)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灌木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porobolus virginicus (L.) Kunth 鹽地鼠尾粟 草本 原生 NA 
註：1.本名錄係依據黃增泉等(1993-2003)所著之 Flora of Taiwan製作。 

2.植物紅皮書：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17)，共可區分為滅絕(Extunct，

EX)、野外滅絕(Extunct in the wild，EW)、地區滅絕(regional extunct，RE)、嚴重瀕臨滅絕(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臨滅絕(Endangered，EN)、易受害(Vulnerable，VU)、接近威脅(Near Threatened，NT)、安全(Least concern，LC)，

資料不足(DD)，未評估(NE)，不適用(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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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陸域動物 

哺乳類調查共記 3 科 5 種 11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 5。其

中臭鼩及鼠科小獸類出現在基地內外之草生地及灌木叢周圍，東亞家

蝠則出現於各類型棲地上空。本區哺乳類動物之種類及數量均少。 

鳥類調查共記錄到 12 科 20 種 71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

6。由於基地周邊植被相多屬人為開發環境，故所發現之鳥類多為適應

人為干擾之物種。調查紀錄顯示本區鳥類相主要由水鳥所組成主要分

布於沿海灘地、及廣闊鹽田區域。其餘均為台灣西部平原、低海拔丘

陵普遍常見物種。 

兩棲類調查共記錄到 1 科 1 種 2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

7。由於基地內外水域鹽度較高，欠缺適合兩棲類動物生存之淡水環

境，因此所記錄到的物種隻數均少且皆屬普遍常見物種。 

爬蟲類調查共記錄到 1 科 1 種 3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

8。基地內外棲地類型大多為廣闊鹽田，僅有部分灌叢與草生地適合爬

蟲類動物棲息，故所記錄到的物種隻數皆少且均屬普遍常見物種。 

本次調查共發現台灣特有亞種動物則有 3 種(大卷尾、褐頭鷦鶯、

白頭翁)。 

本次調查共發現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 1 種(紅尾伯勞)。

紅尾伯勞大多棲息於調查範圍內之草生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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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哺乳類名錄(續) 

科 中名 學名 稀有類別 特有類別 

 

110/11 

重複1 重複2 重複3 最大值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C   2 2 2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C  5 3 2 5 

鼠科 月鼠 Mus caroli C  2   2 

鼠科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C  1 1  1 

鼠科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C   1  1 

物種數小計(S) - - - 5 

數量小計(N) - - - 11 

註： 

1.哺乳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2008台灣物種多樣性Ⅱ.物種名錄」(邵廣昭等, 2008)、臺灣蝙蝠圖

鑑(鄭錫奇等, 2010)、台灣哺乳動物(祁偉廉, 2008) 

出現頻率  C:普遍 

表 10 鳥類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台灣族群生態屬性 同功群 
特有 

類別 

保育 

等級 

110/11 

重

複 

1 

重

複 

2 

重

複 

3 

最

大

值 

鷺科 蒼鷺 Ardea cinerea 冬、普 水域泥岸游涉禽   2 3  3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留、不普/夏、 

普/冬、普/過、普 

水域泥岸游涉禽 
  7 5 4 7 

鷺科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普/冬、稀/過、稀 水域泥岸游涉禽   3 2 4 4 

長腳鷸科 高蹺鴴 Himantopus himantopus 留、不普/冬、普 泥灘涉禽   4 6 2 6 

鴴科 東方環頸鴴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留、不普/冬、普 泥灘涉禽   2  1 2 

鴴科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dubius 留、不普/冬、普 泥灘涉禽   1 2 1 2 

鷸科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冬、普 泥灘涉禽   2 1 2 2 

鷸科 青足鷸 Tringa nebularia 冬、普 泥灘涉禽    1 1 1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普 草原性陸禽   3 4 3 4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留、普 草原性陸禽   6 7 5 7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普 樹林性陸禽   3 4 2 4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冬、普/過、普 草原性陸禽  III 2 1 2 2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留、普/過、稀 草原性陸禽 Es  1  1 1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夏、普/冬、普/過、普 空域飛禽   4 3 1 4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普 空域飛禽   4 3 2 4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留、普 樹林性陸禽 Es  2 1 1 2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留、普 草原性陸禽 Es  5 4 1 5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普 草原性陸禽   3 2 2 3 

八哥科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引進種、普 草原性陸禽   5 3 1 5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普 草原性陸禽   3 1 1 3 

  物種數小計(S)     19 18 19 20 

  數量小計(N)        71 

註：  

1.鳥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2014年台灣鳥類名錄(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鳥類紀錄委員會, 2014) 

特有類別  E:特有種  Es:特有亞種 

2.鳥類生態同功群主要係採用林明志(1994)之定義，並參考尤少彬(2005)、池文傑(2000)、戴漢章(2009)研究 

A:空域鳥類, OW:開闊水域鳥類, SM:泥灘涉禽, SMTG:水岸陸禽, T:樹棲陸禽, TG:草原陸禽, WS:水域泥岸涉禽, WSG:水岸高草

游涉禽 

3.保育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103年7月2日農林務字第1031700771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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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瀕臨絕種之第一級保育類(Endangered Species) 

Ⅱ: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Rare and Valuable Species) 

Ⅲ: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Other Conservation-Deserving Wildlife) 

 

表 11 兩棲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出現頻率 

 

110/11 

重複1 重複2 重複3 最大值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C 2 1 1 2 

物種數小計(S)    1 

數量小計(N)    2 

註： 

1.兩棲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2008台灣物種多樣性Ⅱ.物種名錄」(邵廣昭等, 2008)、台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

(第二版)(呂光洋等, 2002)、台灣兩棲爬行類圖鑑(向高世等，2009)，賞蛙圖鑑-台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楊懿如, 2002) 

出現頻率  C:普遍 

 

表 12 爬蟲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普遍度 特有類別 

 

110/11 

重複

1 

重複

2 

重複

3 

最大

值 

壁虎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Schlegel, 1836 C  3 1 2 3 

物種數小計(S)    1 

數量小計(N)    3 

註： 

1.爬蟲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2008台灣物種多樣性Ⅱ.物種名錄」(邵廣昭等, 2008)、台灣兩棲爬行動物圖

鑑(第二版)(呂光洋等, 2002)、台灣兩棲爬行類圖鑑(向高世等，2009) 

出現頻率  C:普遍  L:局部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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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影響衝擊分析及環境保護政策 

本計畫工程內容主要為環教區服務設施建置、生態觀察平台及原生植

栽，因作為環教區使用，屬於人為活動頻繁之區域，由於施作範圍距受關

注的黑面琵鷺及冬候鳥棲息熱點(圖 21)，較遠，且環教區並非熱點範

圍，因此在施工過程中除將環境干擾程度降至最低外，保護既有棲地生態

環境著重於施工階段臨時性環保措施，包括空氣污染防制、噪音防制、水

質、廢棄物清理及生態等。以下則就上述項目進行分析說明，並提出減輕

對策，以納入後續環境保護工程設計之參考，另針對工程規劃考量生態保

護措施，茲分述如下。 

一、主要施工行為之影響及生態保護措施 

本案工程對施工環境採用規避措施如下： 

(一) 服務設施： 

1. 工程施作期間應避免機具傷及剩餘樹木，並移植保護既有歪斜泡

於引水道中之土沉香，植移過後禁止擾動樹冠下方大面積之底質

環境，以免土壤夯實或傷及根系，影響移植後樹木生長。 

2. 施工期間禁止對野生動物之濫捕及濫殺行為，避免因人為因素減

少野生動物族群數量。 

3. 施工車輛運行易產生揚塵，定時對施工道路及車輛進行灑水降低

揚塵量，避免植生表面遭揚塵覆蓋。 

4. 工區車輛於工區周圍速限每小時30 公里以下，降低野生動物遭到

路殺的可能性。 

5. 工程設計減少開挖量體、縮短工期，施工應使用既有道路做為施

工便道，不另行開闢施工便道，不影響濕地入滲面積，並降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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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對潮間帶及周邊區域的干擾 

6. 配合冬候鳥季節妥善安排工程施作時間，避免影響棲息，應於早

上8 點後及下午5 點前施工為宜，盡量避免夜間施工。 

(二) 生態觀察平台 

1. 生態觀察平台及架空步道整建時以樁基礎為底，採用預力混凝土

PC 樁，使用靜壓法打設以減輕對濕地範圍水質及動物生態之影

響。 

2. 使用架空步道不減少濕地入滲面積，同時保留既有潮間帶之生態

環境。 

3. 施工後將餘土堆置於高灘及周邊，使其因潮汐而自然攤平回復，

減輕對招潮蟹的影響。 

4. 施工期間避免藥劑化學污染，減少因食物鏈的生物累積間接影響

高階層之物種。 

(三) 原生植栽 

1. 採用原生植栽，並使用植栽取代可能之欄杆及相關阻隔需求。 

2. 延長保固期，確保新植樹種可與銀合歡競爭。 

二、空氣品質 

施工階段所產生之空氣污染物多源自整地作業所造成之土壤擾動揚

塵，惟因其排放高度較低，且顆粒物質較重，易沉降至地表面，影響範圍

多侷限於施工作業面及其附近數十至數百公尺範圍內地區，其對環境品質

之影響係屬短期及可逆性，可能造成空氣污染物排放之各種作業應包括： 

(一) 施工面 

本案之主要工程項目包括整地工程、基礎工程、植栽工程等，將產生

大量粒狀污染物逸散至大氣中，導致懸浮微粒濃度增加，惟因揚塵粒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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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易沉降至地表，且施工期間將採行灑水等相關防制措施以減少揚塵，影

響範圍多侷限於施工作業面附近地區。 

(二) 運輸作業 

運輸過程之空氣污染源主要包括運輸車輛所排放廢氣及車輛行駛道路

所引起之塵土飛揚。一般而言，包括施工材料與挖填土 方等運輸車輛多

為柴油重型卡車，所排放廢氣包括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氮氧化物、硫

氧化物及粒狀污染物等為主。依據本計畫之工程內容及環境特性，可採行

之減輕不利影響對策包括： 

1.陸域工區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設置施工圍

籬，底下設置防溢座，減少風吹揚塵逸散。 

2.暫置工料如具有逸散性粉塵，將採塑膠布或不織布或防塵網覆蓋，

並予以灑水抑塵。 

3.施工道路舖設鋼板、混凝土、瀝青混凝土、粗級配或其他具有相同

效果之粒料，以防止道路揚塵。 

4.規劃行車動線，避免施工車輛長時間停等或機具怠轉排放空氣污染

物。 

5.選用性能良好之施工機具、排氣檢驗合格之運輸車輛等，並使用合

法油品及要求廠商施工機具排氣須符合法規標準。 

6.要求逸散性運輸車輛車斗以密閉貨箱或防塵網(布)覆蓋，減少揚塵

逸散。 

7.於陸域工區出口設置洗車設施，駛出工地之土方載運或相關車輛，

將先清洗輪胎及車體等，以免塵土帶到區外影響空氣品質。 

8.陸域施工作業面進行灑水。 

9.依環保署公告之「指定空氣品質惡化預警期間之空氣污染行為」之

規定，若有連續2日以上 PM10、PM2.5濃度達一級預警以上(AQI 指

標達150以上)時，配合其規範辦理、執行相關管制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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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配合環評審查結果，於施工期間合併執行空氣品質監測作業。 

三、噪音振動 

施工階段噪音振動影響大致可分為二類，一類為各施工面施工機具操

作所產生之噪音振動，第二類為工程材料運輸車輛行駛所產生之噪音振

動。施工機具噪音振動自作業面向工區外四周傳播，其影響程度視施工工

法、機具種類與數量以及音源與受體距離而定，主要影響範圍控制侷限於

工區附近；而運輸車輛之噪音與振動影響區 域為運輸道路沿線，影響時

間為日間時段。針對施工階段 可採行之減輕對策包括： 

1.採用低噪音振動施工方法，減輕施工噪音及振動。 

2.工區施工機具優先選擇低噪音振動者，以減輕施工機具噪音對環境

之衝擊。 

3.避免高噪音之施工機具多輛同時運轉或長時間之怠速，以降低施工

機具合成噪音之影響。 

4.施工車輛行駛於區外道路，須遵照道路限速並嚴禁亂鳴喇叭。 

5.於陸域工區周界設置施工圍籬，阻絕部分營建噪音。 

6.施工車輛及機具定期保養檢修，以維持良好運轉狀況。 

7.除必要之安全性、連續性之工程須於夜間繼續施工外，其餘施工作

業以日間為主，避免干擾工區附近環境之安寧。 

8.做好敦親睦鄰及事前說明之工作，若接到居民之陳情或抱怨，即時

處理並配合調整施工方式以降低噪音影響。 

9.於工區周界設置即時噪音顯示板，以了解工區噪音變化情形。 

10.配合環評審查結果，於施工期間合併執行噪音振動監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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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態 

(一) 候鳥季避免重機具施工 

本計畫基地範圍因其環境特色，周邊常可吸引大量冬候鳥、春秋過境

岸鳥前來此群聚度冬、過境棲息，過境水鳥之季節性遷徙與棲地利用，為

本計畫基地範圍重要生態議題。因水鳥易受工程與人類干擾其活動或棲

息，主要工項應於10月前盡可能完成，應避免於鳥類群聚與鳥類大量遷徙

的季節時(10月始至隔年4月間)尚有重機具施工，其餘時間則應儘量降低

工程噪音與人為、重機具的干擾等影響因素，具體作法有查證機具定檢、

配備噪音檢測裝置等。工程規劃時在空間上避免於魚塭、廢曬鹽田、草澤

地等濕地環境上設置工程土石等材料暫置場，應以既有道路或人工鋪面為

主，以免破壞周邊濕地水質，同時應留意水土保持與減少揚塵，嚴格管控

工程噪音、水質與空氣品質。 

(二) 招潮蟹棲地減輕擾動 

基地範圍內的泥灘地為良好的招潮蟹棲地，工程雖已規劃減輕擾動的

樁基礎配合架空步道工法，但仍應進一步限縮減少機具所能利用之範圍，

並於施工後將餘土堆置於高灘及周邊，使其因潮汐而自然攤平回復，減輕

對招潮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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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及民眾參與準則」第四條一

～六項內容對照說明 

依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及民眾參與準則第四條規定 

項次內容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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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棲地之虞。 

誠如本徵詢資料圖1 計畫基地範圍、圖2 七股鹽田保

育利用計畫(草案)功能分區與基地位置套繪圖、圖

3~5 鳥類棲息熱點與基地關係位置圖，引用上述圖說

來印證。本案在國家重要濕地內功能分區屬環教一

區域內。本案施工無涉及周邊鳥類及魚類之重要棲

地，對生態之干擾程度低。 

二、有污染、減少或改變重要濕

地內之水質、水量或水資源

之虞。 

1.水質方面，廢污水處理措施摘要如下： 

(1)本計畫施工機具與車輛產生之廢油及維修廢液規

定施工包商需統一並妥善收集後送委託合格之待

處理業者處理，避免污染扇形鹽田水域水質。 

(2)不定期檢視路面，若發現油污應立即以吸油材質

迅速處理，避免受沖刷而直接流入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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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另外取用地下水，另施工期間施

工人員產生之生活污水，將由設置的流動廁所進

行收集，並定期委由合格代清理業者進行外運處

理，不直接排放。並透過執行各項之水質保護措

施，能有效降低廢、污水的排放，以維持該區水

資源的利用，故不致對扇形鹽田濕地有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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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於扇形鹽田濕地範圍內，外來種移除、營建

廢棄物移除及整地工程採用挖填平衡施工，其餘現

場挖掘、取土、填埋、堆置等作業不影響地形地

貌，並無改變濕地之水域面積，對河道輸砂及通洪

功能亦不影響。故整體而言，本工程並未對濕地滯

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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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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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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扇形鹽田及舊鹽工宿

舍)活化再利用，及恢復受入侵種銀合歡影響之土

地的生態，本案規劃設計內容有外來種移除、營

建廢棄物移除、解說教育基礎服務設施、設置入

口意象、步道、解說教育休憩亭及鹽工宿舍外廣

場空間整理等，不失暨有地形地貌。其中基礎服

務設施空間及鹽工宿舍外廣場空間整理屬環教一

區域內(扇形鹽田及舊鹽工宿舍)非主要生態系

統。本案施工工法皆以友善區域生態及環境施

作，確保濕地損害降至最低；另請生態監測廠商

訂定監測計畫執行相關調查及檢測能有效降低該

階段產生對週遭環境及產業之干擾與影響程度，

完工後則能迅速回復至與現況相同。 

2.依據濕地保育法第五條為維持生態系統健全與穩

定，促進整體環境之永續發展，加強濕地之保

育及復育，各級政府機關及國民對濕地自然資

源與生態功能應妥善管理、明智利用，確保濕

地零淨損失其保育及明智利用原則如下： 

(1)依七股鹽田保育利用計畫(草案)功能分區檢視，

本案在國家重要濕地內功能分區為環教一。 

(2)環教一可做為提供環境展示、解說、體驗使用之

重要基地，並設置必要設施。 

(3)區內合法建築物或工程設施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修建，得報經台江管理處許可後辦理。 

(4)區內供環境展示、解說使用所設置之必要設施，

其外型設計、建材與色彩應與自然環境調和且應

避免過多人工設施。 

(5)區內現有之扇形鹽田舊鹽工宿舍、觀海樓及網子

寮沙洲上供遊客上岸處等，營造在自然環境中進

行教育有關於環境的知識、態度、技能等場域，

並實踐永續環境的教育功能。。 

五、有破壞或威脅該重要濕地受

評定之其他重要價值之虞。 

本計畫施作位置為環教一，符合雲嘉南濱海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功能分區之第一種遊憩區之功能用途。

且經調查結果分析，本計畫對鄰近重要動植物干擾

小。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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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之開發或利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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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生態調查資料 

一、生態調查方法 

(一)陸域植物 

1. 調查方式 

於選定調查範圍內沿可及路徑進行維管束植物種類調查，包含原生、

歸化及栽植之種類。植物名稱及名錄製作主要參考「Flora of Taiwan」

(Huang et al., 1993-2003)。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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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中名，並註明生態資源特性(徐國士，1987，1980；許

建昌，1971，1975；劉棠瑞，1960；劉瓊蓮，1993)。稀有植物之認定則依

據文化資產保存法(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9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46151

號)中所認定珍貴稀有植物、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特有生物中心，

2017)，以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2002/3/28 環署綜字第 0910020491 號公告)所附「臺灣地區稀特有植物名

錄」。 

植被及自然度調查則配合航照圖進行判釋，依據土地利用現況及植物

社會組成分布，區分為 0~5 級。 

自然度 0—由於人類活動所造成之無植被區，如都市、房舍、道路、

機場等。 

自然度 1—裸露地：由於天然因素造成之無植被區，如河川水域、礁

岩、天然崩塌所造成之裸地等。 

自然度 2—農耕地：植被為人工種植之農作物，包括果樹、稻田、雜

糧、特用作物等，以及暫時廢耕之草生地等，其地被可能隨時更換。 

自然度 3—造林地：包含伐木跡地之造林地、草生地及火災跡地之造

林地，以及竹林地。其植被雖為人工種植，但其收穫期長，恒定性較高，

不似農耕地經常翻耕、改變作物種類。 

自然度 4—原始草生地：在當地大氣條件下，應可發育為森林，但受

立地因子如土壤、水分、養分及重複干擾等因子之限制，使其演替終止於

草生地階段，長期維持草生地之形相。 

自然度 5a—次生林地：皆為曾遭人為干擾後漸漸恢復之植被。先前或

為造林地、草生灌叢、荒廢果園，現存主要植被以干擾後自然演替之次生

林為主，林相已漸回復至低地榕楠林之結構。 

自然度 5b—天然林地：包括未經破壞之樹林，以及曾受破壞，然已演

替成天然狀態之森林；即植物景觀、植物社會之組成與結構均頗穩定，如

不受干擾其組成及結構在未來改變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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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域動物 

1. 哺乳類 

(1)痕跡調查法：A.調查路徑：沿調查範圍內可及路徑行進，調查人員

手持 GPS 定位所經航跡，如圖一所示。B.記錄方法：尋覓哺乳類之活動痕

跡，包括足跡、排遺、食痕、掘痕、窩穴、殘骸等跡相，據此判斷種類並

估計其相對數量。於夜間則以強力探照燈搜尋夜行性動物之蹤跡，並輔以

鳴叫聲進行記錄。C.調查時段：日間時段約上午 7~9 時，夜間時段約 7~9

時。 

(2)陷阱調查法：於每季(次)調查各使用 10 個臺灣製松鼠籠陷阱、20 個

薛曼氏鼠籠(Sherman’s trap)進行連續三個捕捉夜，陷阱佈設位置如圖一所

示。 

(3)訪查法：訪問調查地點附近居民有關當地野生哺乳動物之狀況，包

括種類、出現地點及動物習性等資料以作為參考。 

(4)蝙蝠調查法：針對空中活動的蝙蝠類，調查人員於傍晚至入夜期

間，觀察調查範圍內是否有蝙蝠飛行活動，若發現飛翔的蝙蝠，則藉由體

型大小、飛行方式，再配合蝙蝠偵測器(Anabat SD1 system)偵測到頻率範

圍辨識種類及判斷數量。 

(5)紅外線自動照相機調查：於適當地點共設置5架紅外線自動照相

機，設置位置如圖二所示。設置地點盡量選擇於獸徑、水域旁、橫倒木

邊。架設相機時注意拍攝角度需呈45度，焦距則設定於3~5公尺範圍。拍攝

結果計算各別物種之 OI 值，代表動物出現的頻度或相對數量。OI=(該相機

每物種有效照片數量總和/該相機工作時數) × 1000。 

(6)名錄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所記錄之哺乳類依據 A.台灣生物多樣性

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20)，B.鄭錫奇等所著「臺灣蝙蝠圖鑑」(2015)，C.

祁偉廉所著「台灣哺乳動物」(2008)、D.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之「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

錄」、E.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及林務局公布之「2017

臺灣陸域哺乳類紅皮書名錄」(2017)，進行名錄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

度、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2. 鳥類 

(1)調查方法：採用圓圈法，依據空照圖判釋，本區包括草生地、農耕

地、次生混合林竹林等植被類型，於不同植被類型選擇定點，如圖一所

示。每次調查均進行三次重複，而為避免重複計數所造成之誤差，數量呈

現取三次重複中最大數量。 

(2)調查時段：白天時段於日出後三小時內完成；夜間時段則於七點至

九點完成。 

(3)記錄方法：調查人員手持 GPS 定位，並在一地點停留 6 分鐘，記錄

半徑 100 公尺內目視及聽到的鳥種、數量、相距距離等資料；若鳥種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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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0 公尺之外僅記錄種類與數量。主要以目視並使用 10×25 雙筒望遠鏡

輔助觀察，並輔以鳥類之鳴唱聲進行種類辨識。有關數量之計算需注意該

鳥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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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

觀察時以大型探照燈輔以鳥類鳴聲進行觀察記錄。 

(4)輔助訪查：對當地居民或工人等進行訪查，了解是否有中大型鳥類

活動，以作為參考資料。 

(5)名錄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所記錄之鳥種依據 A.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鳥類紀錄委員會審定之「2020 年台灣鳥類名錄」(2020)、B.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於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之「陸域

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C.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及林

務局公布之「2016 臺灣鳥類紅皮書名錄」(2016)，進行名錄製作以及判別

其稀有程度、居留性質、特有種、水鳥別及保育等級等。鳥類生態同功群

主要係採用林明志(1994)之定義，並參考尤少彬(2005)、池文傑(2000)、戴

漢章(2009)研究。 

3. 兩棲爬蟲類 

(1)調查方法：採隨機漫步(Randomized Walk Design)之目視遇測法

(Visual Encounter Method)，並以徒手翻覆蓋物為輔，每次調查均進行三

次重複，而為避免重複計數所造成之誤差，數量呈現取三次重複中最大數

量。 

(2)調查時段：日間時段約上午8~10點，夜間時段約7~9點。 

(3)調查路徑及行進速率：沿調查範圍內可及路徑行進。 

(4)記錄方法：A.日間調查：許多爬蟲類都有日間至樹林邊緣或路旁較

空曠處曬太陽，藉此調節體溫之習性，因此採目視遇測法為主，徒手翻掩

蓋物為輔；兩棲類除上述方法，另著重於永久性或暫時性水域，直接檢視

水中是否有蛙卵、蝌蚪，並翻找底質較濕之覆蓋物，看有無已變態之個體

藏匿其下，倘若遇馬路上有壓死之兩爬類動物，亦將之撿拾、鑑定種類及

記錄，並視情形以70%酒精或10%甲醛製成存證標本。B.夜間調查：同樣採

目視遇測法為主，徒手翻掩蓋物為輔，以手電筒照射之方式記錄所見之兩

爬類動物。若聽聞叫聲(如蛙類及部分守宮科蜥蜴)亦記錄之。 

(5)名錄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所記錄之種類依據 A.臺灣生物多樣性

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9)，B.呂光洋等所著「臺灣兩棲爬行動物

圖鑑(第二版)」(2002)，C.楊懿如所著「賞蛙圖鑑-臺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

(第二版) 」(2002)、D.向高世等所著「臺灣兩棲爬行類圖鑑」(2009)、E.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108年1月9日以農林務字第1071702243A 號公

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F.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及林務局公布之「2017臺灣兩棲類紅皮書名錄」(2017)、「2017臺灣陸域爬

行類紅皮書名錄」(2017)，進行名錄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度、特有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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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等級等。 

 

(三)水域生態 

1. 魚類 

(1)亞潮帶種類:以目視、網捕調查為主；(2)潮間帶種類: 於中央氣象局公告

之日、夜間乾潮時間，沿 50 米左右之穿越線，以目視與挖掘調查為主。得視現

地海況斟酌使用調查方法。以上物種分類鑑定參考沈世傑(1993)、小枝圭太與

何宣慶(2019)。 

2. 大型無脊椎動物 

主要包含蝦、蟹、軟體動物、棘皮動物等。配合此類生物習性，此項目為

夜間進行。(1)亞潮帶種類: 同上；(2)潮間帶種類: 日間調查方法同上、夜間則是

定點以望遠鏡頭觀察周圍大約50米範圍內之濕地生物；(3)陸域種類: 陸域甲殼

類(特指陸蟹類)具有降海生殖遷徙習性，故陸域種類亦會利用潮間帶環境為臨

時棲息地，因此於範圍內全線目視輔以採集調查。分類鑑定主要依據黃榮富

(1997)、邱郁文與蘇俊育(2019)、李政璋與邱郁文(2019)。 

 

 

圖 1、調查區域圖(黃色框線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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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調查結果評析 

(一)、環境描述 

調查區域以中央水道為界，以北為雜木林，水際線為人工建物；以南

為泥灘濕地，水際線為較接近自然狀態的泥地潮間帶，此區至南側道路為

止皆為完整而連續的海岸環境。 

(二)、生物概況 

1.水域生物 

本調查共紀錄水域與濱水動物共 22 科 32 種，包含魚類 7 科 10 種、

甲殼類 11 科 18 種、軟體動物 4 科 4 種( 

 

表 13、 

表 14)。其中台灣旱招潮蟹是台灣特有屬、種，在台灣僅呈點狀分

布，其餘皆為台灣西海岸常見物種。保育類或紅皮書物種部分，由於台灣

之紅皮書物種評估主要聚焦在淡水魚及陸地生物(楊正雄等，2017)，因此

海水魚類與絕大多數的海洋生物類群皆屬於未評估(NE)。而本調查的甲殼

動物與軟體動物，亦未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評估(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2021)，因此在世界紅皮書類別亦屬於未評估(NE)。台

灣旱招潮蟹的保育等級雖未被正式評估，但學界公認此為濕地蟹類中非常

瀕危的一種。 

 

表 13、實際調查之生物總計 

 科數 種數 特有種 紅皮書物種 外來種 

魚類 7 10 0 0 0 

甲殼類 11 19 1 0 0 

軟體動物 4 4 0 0 0 

 

表 14、實際調查之生物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特有 

類別 

保育 

等級 

臺灣紅皮書 

類別 

世界紅皮書 

類別 

總計 

(隻) 

虱目魚科 Chanidae 虱目魚 Chanos chanos 無 一般 NE LC 15 

鯔科 Mugilidae 鯔 Mugil cephalus 無 一般 NE LC 65 

鯛科 黃鰭鯛 Acanthopagrus latus 無 一般 NE LC 2 

鯡科 環球海鰶 Nematalosa come 無 一般 NE LC 20 

 銀漢魚 Leuresthes tenuis 無 一般 NE LC 100* 

金錢魚科 Scatophagidae 金錢魚 Scatophagus argus 無 一般 NE LC 1 

笛鯛科 Lutjanidae 銀紋笛鯛 Lutjanus argentimaculatus 無 一般 NE LC 5 

鰕虎科 Gobiidae 深蝦虎 Bathygobius sp.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1 

 彈塗魚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無 一般 NE LC 40 

 爪哇擬蝦虎 Pseudogobius javanicus 無 一般 NE LC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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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子蟹科 Portunidae 鈍齒短槳蟹 Thalamita crenata 無 一般 NE NE 15 

 欖綠青蟳 Scylla olivacea 無 一般 NE NE 1 

方蟹科 Grapsidae 白紋方蟹 Grapsus albolineatus 無 一般 NE NE 1 

 方形大額蟹 Metopograpsus thukuhar 無 一般 NE NE 5 

地蟹科 Gecarcinidae 凶狠圓軸蟹 Cardisoma carnifex 無 一般 NE NE 30 

相手蟹科 Sesarmidae 雙齒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bidens 無 一般 NE NE 18 

 近親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affine 無 一般 NE NE 27 

大眼蟹科 Macrophthalmidae 萬歲大眼蟹 Macrophthalmus banzai 無 一般 NE NE 18 

弓蟹科 Varunidae 似方假厚蟹 Pseudohelice subquadrata 無 一般 NE NE 2 

 秀麗長方蟹 Metaplax elegans 無 一般 NE NE 1 

沙蟹科 Ocypodidae 台灣旱招潮蟹 Xeruca formosensis 無 一般 NE NE 4 

 弧邊管招潮蟹 
Tubuca arcuata (De Haan, 
1835) 

無 一般 NE NE 
7 

 北方丑招潮蟹 Gelasimus borealis 無 一般 NE NE 20 

 賈瑟琳丑招潮蟹 Gelasimus jocelynae 無 一般 NE NE 1 

 乳白南方招潮蟹 Austruca lactea 無 一般 NE NE 60 

地蟹科 Gecarcinidae 凶狠圓軸蟹 Cardisoma carnifex 無 一般 NE NE 1 

海蟑螂科 Ligiidae  奇異海蟑螂 Ligia exotica 無 一般 NE NE 24 

槍蝦 Alpheidae 槍蝦之一種 Alpheidae sp.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2 

對蝦科 Penaeidae 近緣新對蝦 Metapenaeus ensis 無 一般 NE NE 4 

骨螺科 Muricidae 蚵岩螺 Cronia fenestrata 無 一般 NE NE 3 

牡蠣科 Ostreidae 葡萄牙牡蠣 Crassostrea angulata 無 一般 NE NE 100* 

海蜷螺科 Potamididae 燒酒海蜷 Batillaria zonalis 無 一般 NE NE 100* 

骨螺科 Muricidae 蚵岩螺 Reishia clavigera 無 一般 NE NE 3 

物種數小計(種) - - - - 33 

數量小計(隻) - - - - 704 

NE: 未評估；LC: 暫無危機；*數量高於100，以100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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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陸域植物 

於 110/10 生態調查中共發現植物 21 科 41 屬 42 種(表 3)，其中 8 種喬

木，3 種灌木，5 種藤木，26 種草本，包含 28 種原生種，13 種歸化種，1

種栽培種(表 4)。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物佔絕大部分(61.9%)，而植物屬

性以原生物種最多(66.7%)。本次調查發現土沉香(易受害 VU)及欖李(接近

威脅 NT)等兩種易受害植物，無發現特有種植物。 

經由現場調查後，本區植被大致可分為草生灌叢、人工建物及海域等

類型，調查範圍內植被分佈零星，各類植被概況及主要組成分述如下： 

(4) 草生灌叢(自然度 2) 

此類植被主要分布於道路旁，自生型物種多為陽性植物，如血桐、銀

合歡、大花咸豐草、馬鞍藤及番仔藤等。 

(5) 海域(自然度 1) 

分佈於基地中間，可見漲退潮之潮汐變化，其上有生育紅樹林植被。 

(6) 人工建物(自然度 0) 

包含了房舍、道路、空地等，是自然度最低之區域，本區幾無植物覆

蓋。 

 

表 3、植物物種歸隸特性統計 

物種 

歸隸特性 

蕨類植

物 

裸子植

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合

計 

類

別 

科數 1 0 18 2 21 

屬數 1 0 30 10 41 

種數 1 0 31 10 42 

型

態 

喬木 0 0 8 0 8 

灌木 0 0 2 1 3 

藤本 0 0 5 0 5 

草本 1 0 16 9 26 

屬

性 

特有 0 0 0 0 0 

原生(非特

有) 1 0 20 7 28 

歸化 0 0 10 3 13 

栽培 0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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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植物名錄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

等級 

蕨類植物 金星蕨科 Cyclosorus parasitica (L.) Farw. 密毛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番杏科 Tetragonia tetragonoides (Pall.) Kuntze 番杏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oq.) Griseb. 空心蓮子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茵陳蒿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ster subulatus Michaux var. subulatus 帚馬蘭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大花咸豐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var. canadensis 加拿大蓬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Galinsoga quadriradiata Ruiz & Pav. 粗毛小米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Sonchus oleraceus L. 苦滇菜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Lepidium virginicum L. 獨行菜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木麻黃科 Casuarina equisetfolia L. 木麻黃 喬木 栽培 NA 

雙子葉植物 藜科 Chenopodium virgatum Thunb. 變葉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藜科 Suaeda nudiflora (Willd.) Moq. 裸花鹼蓬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Lumnitzera racemosa Willd. 欖李 喬木 原生 NT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pes-caprae (L.)  Sweet. subsp. 

Brasiliensis (L.) Oostst 
馬鞍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千根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xcoecaria agallocha L. 土沉香 喬木 原生 VU 

雙子葉植物 豆科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煉莢豆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Canavalia rosea (Sw.) DC. 濱刀豆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tiliaceus L. 黃槿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楝科 Melia azedarach Linn. 楝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防己科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千金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foetida L.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毛西番蓮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Richardia scabra L. 鴨舌癀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山欖科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 大葉山欖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Avicennia marina (Forsk.) Vierh. 海茄苳 喬木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Fimbristylis cymosa R. Br. 乾溝飄拂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Forsk.) Stapf 巴拉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var. major 

(Nees)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灌木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porobolus virginicus (L.) Kunth 鹽地鼠尾粟 草本 原生 NA 
註：1.本名錄係依據黃增泉等(1993-2003)所著之 Flora of Taiwan製作。 

2.植物紅皮書：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17)，共可區分為滅絕(Extunct，

EX)、野外滅絕(Extunct in the wild，EW)、地區滅絕(regional extunct，RE)、嚴重瀕臨滅絕(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臨滅絕(Endangered，EN)、易受害(Vulnerable，VU)、接近威脅(Near Threatened，NT)、安全(Least concern，LC)，

資料不足(DD)，未評估(NE)，不適用(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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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陸域動物 

哺乳類調查共記 3 科 5 種 11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 5。其中臭

鼩及鼠科小獸類出現在基地內外之草生地及灌木叢周圍，東亞家蝠則出現

於各類型棲地上空。本區哺乳類動物之種類及數量均少。 

鳥類調查共記錄到 12 科 20 種 71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 6。由

於基地周邊植被相多屬人為開發環境，故所發現之鳥類多為適應人為干擾

之物種。調查紀錄顯示本區鳥類相主要由水鳥所組成主要分布於沿海灘

地、及廣闊鹽田區域。其餘均為台灣西部平原、低海拔丘陵普遍常見物

種。 

兩棲類調查共記錄到 1 科 1 種 2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 7。由於

基地內外水域鹽度較高，欠缺適合兩棲類動物生存之淡水環境，因此所記

錄到的物種隻數均少且皆屬普遍常見物種。 

爬蟲類調查共記錄到 1 科 1 種 3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 8。基地

內外棲地類型大多為廣闊鹽田，僅有部分灌叢與草生地適合爬蟲類動物棲

息，故所記錄到的物種隻數皆少且均屬普遍常見物種。 

本次調查共發現台灣特有亞種動物則有 3 種(大卷尾、褐頭鷦鶯、白頭

翁)。 

本次調查共發現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 1 種(紅尾伯勞)。紅尾

伯勞大多棲息於調查範圍內之草生棲地。 

 

表 5、哺乳類名錄(續) 

科 中名 學名 稀有類別 特有類別 

 

110/11 

重複1 重複2 重複3 最大值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C   2 2 2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C  5 3 2 5 

鼠科 月鼠 Mus caroli C  2   2 

鼠科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C  1 1  1 

鼠科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C   1  1 

物種數小計(S) - - - 5 

數量小計(N) - - - 11 

註： 

1.哺乳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2008台灣物種多樣性Ⅱ.物種名錄」(邵廣昭等, 2008)、臺灣蝙蝠圖

鑑(鄭錫奇等, 2010)、台灣哺乳動物(祁偉廉, 2008) 

出現頻率  C: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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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鳥類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台灣族群生態屬性 同功群 
特有 

類別 

保育 

等級 

110/11 

重

複 

1 

重

複 

2 

重

複 

3 

最

大

值 

鷺科 蒼鷺 Ardea cinerea 冬、普 水域泥岸游涉禽   2 3  3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留、不普/夏、 

普/冬、普/過、普 

水域泥岸游涉禽 
  7 5 4 7 

鷺科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普/冬、稀/過、稀 水域泥岸游涉禽   3 2 4 4 

長腳鷸科 高蹺鴴 Himantopus himantopus 留、不普/冬、普 泥灘涉禽   4 6 2 6 

鴴科 東方環頸鴴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留、不普/冬、普 泥灘涉禽   2  1 2 

鴴科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dubius 留、不普/冬、普 泥灘涉禽   1 2 1 2 

鷸科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冬、普 泥灘涉禽   2 1 2 2 

鷸科 青足鷸 Tringa nebularia 冬、普 泥灘涉禽    1 1 1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普 草原性陸禽   3 4 3 4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留、普 草原性陸禽   6 7 5 7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普 樹林性陸禽   3 4 2 4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冬、普/過、普 草原性陸禽  III 2 1 2 2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留、普/過、稀 草原性陸禽 Es  1  1 1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夏、普/冬、普/過、普 空域飛禽   4 3 1 4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普 空域飛禽   4 3 2 4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留、普 樹林性陸禽 Es  2 1 1 2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留、普 草原性陸禽 Es  5 4 1 5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普 草原性陸禽   3 2 2 3 

八哥科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引進種、普 草原性陸禽   5 3 1 5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普 草原性陸禽   3 1 1 3 

  物種數小計(S)     19 18 19 20 

  數量小計(N)        71 

註：  

1.鳥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2014年台灣鳥類名錄(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鳥類紀錄委員會, 2014) 

特有類別  E:特有種  Es:特有亞種 

2.鳥類生態同功群主要係採用林明志(1994)之定義，並參考尤少彬(2005)、池文傑(2000)、戴漢章(2009)研究 

A:空域鳥類, OW:開闊水域鳥類, SM:泥灘涉禽, SMTG:水岸陸禽, T:樹棲陸禽, TG:草原陸禽, WS:水域泥岸涉禽, WSG:水岸高草

游涉禽 

3.保育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103年7月2日農林務字第1031700771號公告 

Ⅰ:瀕臨絕種之第一級保育類(Endangered Species) 

Ⅱ: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Rare and Valuable Species) 

Ⅲ: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Other Conservation-Deserving Wildlife) 

 

表七、兩棲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出現頻率 

 

110/11 

重複1 重複2 重複3 最大值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C 2 1 1 2 

物種數小計(S)    1 

數量小計(N)    2 

註： 

1.兩棲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2008台灣物種多樣性Ⅱ.物種名錄」(邵廣昭等, 2008)、台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

(第二版)(呂光洋等, 2002)、台灣兩棲爬行類圖鑑(向高世等，2009)，賞蛙圖鑑-台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楊懿如, 2002) 

出現頻率  C:普遍 

 

 

表八、爬蟲類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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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中名 學名 普遍度 特有類別 

 

110/11 

重

複1 

重

複2 

重

複3 

最

大

值 

壁虎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Schlegel, 1836 C  3 1 2 3 

物種數小計(S)    1 

數量小計(N)    3 

註： 

1.爬蟲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2008台灣物種多樣性Ⅱ.物種名錄」(邵廣昭等, 2008)、台灣兩棲爬行動物圖

鑑(第二版)(呂光洋等, 2002)、台灣兩棲爬行類圖鑑(向高世等，2009) 

出現頻率  C:普遍  L:局部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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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環境照與生物照 

 
現地環境 

 
現地環境 

 
現地環境 

 
現地環境 

 
現地環境 

 
現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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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環境 

 
現地環境 

 
現地環境 

 
現地環境 

 
生物照-土沉香(VU) 

 
生物照-欖李(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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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旱招潮蟹棲息地 

 
台灣旱招潮蟹棲息地 

 
多種濕地生物棲息地 

 
多種濕地生物棲息地 

 
陸蟹棲息地 

 
陸蟹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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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狠圓軸蟹 

 
欖綠青蟳 

 
秀麗長方蟹 

 
雙齒擬相手蟹 

 
乳白南方招潮蟹群 

 
乳白南方招潮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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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旱招潮蟹 弧邊管招潮蟹 

 
北方丑招潮蟹 

 
賈瑟琳丑招潮蟹 

 
銀漢魚 

 
彈塗魚 

 
爪哇擬蝦虎 

 
蚵岩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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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濕地環境管理與緊急應變計畫 

一、濕地環境管理 

(一)區域水質方面管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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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需另外取用地下水。 

2.本計畫施工機具與車輛產生之廢油及維修廢液規定施工包商需統一並

妥善收集後送委託合格之待處理業者處理，避免污染水域水質。 

3.不定期檢視路面，若發現油污應立即以吸油材質迅速處理，避免受沖

刷而直接流入水體。 

(二)廢棄物方面管理 

1.工區內設置垃圾收集桶以收集施工人員產生之垃圾，禁止隨意丟棄，

收集後運離工區處理。 

2.營建廢棄物等將委由清運處理，清運時間規劃避開交通尖峰時段(上

午11~12時及下午16~17時)，以減輕對鄰近道路交通的負面影響。 

3.清運車輛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辦理。 

(三)空氣品質方面管理 

1.定期清除表面殘留塵土，以抑制塵土逸散。 

2.於工區出入口之行車路面及裸露空地進行適度的灑水；另依地表現況

如氣候炎熱或風速較大時，則提高灑水頻率，以降低塵土飛揚的情

況。 

3.工區裸露面、物料等堆置區覆蓋防塵布、防塵網等並定時灑水，同時

加強施工區周圍環境清潔與維護工作，確保不致造成揚塵逸散情形工

區內設置警示帶、交通錐或交通警示筒等阻隔設施，明確區分裸露

地、堆置區及車行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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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區出入口設置移動式車輛(加壓)沖洗設備，運送車輛與工程車輛駛

離工區前，確實清洗(掃)車身及輪胎，使其表面不得附著污泥。 

5.運送車輛管制使用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緊密覆蓋，其邊緣應延

伸覆蓋至車斗上緣以下，防止運送途中載運物溢散掉落情形。 

6.施工機具及運輸車輛，定期保養維護，並依「車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

準」規定使用合格油品降低對空氣品質之污染。 

7.將環保措施相關規定內容納入承包商之契約中規範，並於工程契約中

明訂罰則。 

二、緊急應變計畫 

(一)工程施工期間，如遇地震、颱風、洪水等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緊急

事故可能危及人民生命財產或公共設施安全，即須採取緊急應變時，

即速予以妥善處理，以減輕其損害至最低程度，颱風、豪雨防災準備

檢查依據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點辦理。 

(二)本工程之災害防救緊急應變重大事故如有人員傷亡(職災)時，將通 

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三)本工程接獲事故與災害通報後，應依據事故與災害之通報系統，立即

通報各相關單位，並採取應變措施，同時督導、協助承包商執行緊急

救援行動。 

(四)本工程對災害善後之處理工作，除督促承包商按照契約與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法、營造綜合保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等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外，另於事故善後處理完竣三日內編製災害檢討報告陳報本局備查。 

(五)對於每一事故災害之發生原因及詳細處理經過，詳予調查、分析檢討

及探求改善措施。災後之改善措施亦將列為日後安全衛生檢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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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緊急應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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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前期諮詢許可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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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台61線沿線觀光旅遊軸帶觀光亮點打造計畫推動小組第1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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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地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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