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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流域河川情勢調查計畫主要內容為生態調查

及民眾參與，二河局希望今年在民眾參與這個部分，

能有不一樣的嘗試、突破，尤其是新竹苗栗區域的

NGO跟在地公民科學家，大家都長期密切關注當

地生態及人文資產。因此，二局想透過招開工作坊，

找大家來討論這個計劃，是否可能透過資訊共享的

方式，讓大家可以互惠交流。



本計畫將進行連續4個季次(本年度3-4季次與明年

度1-2季次)之生態與水質調查，但調查次數有限，

故若長期關注頭前溪的在地NGO或相關公民團體，

能提供過去相關水質、生態資訊共享交流，可使相

關調查資料有更完整的整合與呈現。



本計畫之調查成果擬分成兩階段呈現

◆第一階段為計畫執行期間，擬透過本計畫之網頁，

即時呈現調查所得之重要物種的位置分布與水質

情況

◆第二階段為計畫完成後，會將完整的調查成果提

供予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進行彙整，再由水利

署於相關網頁統一呈現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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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與目的

早期
面向

近年
轉變

預期
成果

•偏重治水、利水、防洪減災

•重視河川生態保育

•補充現有生態資料不足
•推廣河川事業、河川管理、
棲地保育、提供生態工程參考依據

水工構造物

(橫向與縱向)

河道沖淤

(or擺動)

土地利用

型態改變

生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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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 頭

前

溪

油 羅
溪

上

坪

溪

行政區 新竹縣、市境內

臨近

流域

北鄰鳳山溪流域、東接大漢溪流域南界大安溪

流域、西鄰客雅溪和中港溪流域

支流
上坪溪 雪山山脈之鹿場大山(標高2,616公尺)

油羅溪 李棟山(標高1,913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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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川概要、流域概要、流量及水質、
河川型態、既有生態調查及前期情勢
調查成果

基本資料蒐集

現地調查計畫研擬

➢ 調查樣站、樣區、期限、頻度及方法

河川環境調查

➢ 河川環境因子、構造物、及河川空間
利用分布調查、河川棲地調查與分析

生態調查

➢ 水、陸域生物調查及生態保育課題探討。

河川環境管理之分析與建議

➢ 歷次情勢調查比較、情勢調查成果分析與評估、
生態影響區位評估、河川環境管理與治理及生態
保育措施規設計應注意事項。

協助辦理平台研商

➢ 至少2場民眾參與溝通平台或訪談或活動說明
計畫工作辦理情形(如工作坊、共學營…)。

持續協助辦理資訊公開

➢ 協助各階段成果、民眾參與、平台研商、
會議辦理情形等相關資訊，公佈供各界週
知與查詢。

◆工作項目與內容 (民國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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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資源盤點(文獻彙整)

➢ 鳥類12目31科67種
哺乳類6目6科11種
兩生類1目5科6種
爬蟲類1目4科8種
昆蟲類3目8科37種

➢ 魚類5目15科38種
蝦蟹類1目5科25種
螺貝類6目6科7種
水棲昆蟲8目19科

➢ 植物性浮游生物5門41屬64種
附著性藻類5門32屬63種

資料來源：集水區友善生態環境資料庫、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河川環境資訊平台、
eBird、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環境營造規劃(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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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現地調查

固定樣站 補充樣站

⚫參照河川型態分區，如感潮區、

平原區、丘陵區、山地區，每

區應設置固定樣站至少一站。

⚫每20公里，至少應設固定樣站

一站。

⚫主流至少佈設固定樣站三站。

⚫支流長度大於10公里時至少設

固定樣站兩站，小於10公里時

至少設固定樣站一站。

⚫河川流量、水質有明顯變化處，如堰壩址、

水力電廠尾水出口、支流匯流處、都市或工

業污染源注入處等，得增加補充樣站。

⚫河防建造物(如堤防、護岸、丁壩、防砂

壩、潛壩及固床工等)明顯影響河川環境

處，得增加補充樣站。

⚫兩固定樣站之距離超過10公里，或河床

高程落差超過100公尺，得增加補充樣站。

⚫有其他特殊考量之河段或地點。

流域 樣站編號 站名 樣站類型
樣站點位座標

X Y

頭
前
溪

頭1 竹港大橋 固定樣站 243657.85 2748701.70

頭2 新庄里 補充樣站 244583.51 2747846.52

頭3 溪州大橋 補充樣站 247948.14 2746495.57

頭4 頭前溪橋 補充樣站 249642.34 2746079.25

頭5 國道一號橋 補充樣站 251192.52 2745096.04

頭6 隆恩堰 固定樣站 253751.12 2743296.88

頭7 中正大橋 固定樣站 255886.27 2742084.33

頭8 國道三號橋 補充樣站 257526.43 2739253.75

頭9 竹林大橋 固定樣站 259380.37 2737772.28

上
坪
溪

上1 竹東大橋 固定樣站 260647.84 2735033.90

上2 東泰高中後方 補充樣站 260053.05 2733627.29

上3 燥樹排(上坪堰) 固定樣站 260263.10 2730857.72

上4 昌惠大橋(紅) 補充樣站 260739.22 2729329.59

上5 南昌橋 補充樣站 262549.50 2728001.81

上6 五峰大橋 固定樣站 262642.18 2726426.56

油
羅
溪

油1 油羅溪橋 固定樣站 262543.20 2735035.78

油2 增昌大橋 補充樣站 264999.37 2733218.04

油3 永豐大橋 補充樣站 267253.44 2733465.66

油4 新興大橋 補充樣站 269179.05 2732296.76

油5 麥樹仁 固定樣站 270711.09 2733551.40

油6 新樂大橋(紅) 固定樣站 275232.68 2736062.21

柯子

湖溪

柯1 員新橋 補充樣站 252487.36 2742385.2

柯2 關東橋 固定樣站 252689.76 2741499.2

◆樣站佈設

總計固定樣站 11處、補充樣站 12處、自動相機 2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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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現地調查

工作項目()

河川 頭前溪主流、油羅溪及上坪溪
年別 110年 111年

月份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豐水期(歷年雨量資料) 枯水期 豐水期(歷年雨量資料) 枯水期

前期資料蒐集彙整

水域生物調查

陸域生物調查

維管束植物調查

生態調查報告製作

類別 頻度 時程

陸域生物

陸域植物
一年調查期間至少二次

110/6、111/1豐水期及枯水期調查
鳥類 110/6、111/1繁殖季及非繁殖季調查
哺乳類(不含蝙蝠)

一年四季每季至少一次 110/6、110/9、111/1、111/4
兩棲類、爬蟲類
昆蟲類(蜻蜓)

水域生物

魚類、蝦蟹類
水生昆蟲

水域維管束植物 一年調查期間至少二次 110/6、111/1(豐水期及枯水期調查)
備註 調查頻度盡量避免以相鄰月份當作兩季的資料

◆調查期程 符合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需要連續4季之調查(二年度各2季次)

第一季
7/1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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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現地調查

項目 調查方法 搭配工具

植物
1.沿線調查法
2.樣區設置

1.樣竿
2.皮尺

哺乳類 穿越線法
1.紅外線自動相機
2.薛氏鼠籠
3.超音波偵測器

鳥類
1.穿越線法
2.圓圈法
3.定點觀察法

望遠鏡

兩棲類 穿越線法

爬蟲類
1.穿越線法
2.陷阱法
2.目視預測法

蛇夾

昆蟲
(蜻蜓、蝴蝶)

1.穿越線法
2.網捕法
3.目視預測法

蝶網

螢火蟲 穿越線法 細蝶網

植物調查 定點觀察法

架設紅外線自動相機 設置薛氏鼠籠

夜間調查 網捕法

◆生態調查方法

項目 調查方法 搭配工具

魚類
電器法
流刺網法
網捕法

背負式電魚器
流刺網
手拋網或待袋網

蝦蟹類 誘捕法 小型蝦籠

水生昆蟲 蘇伯氏網法 蘇伯氏網

螺貝類
水棲昆蟲網
直接目擊

水棲昆蟲網

環節動物
水棲昆蟲網
直接目擊

水棲昆蟲網

浮游藻類 採水 顯微鏡

附著性藻類 刷附藻
細銅刷或毛刷
顯微鏡

電器法 網捕法

誘捕法 刷附藻

蘇伯式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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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態調查成果彙整

◆保育及稀有物種分布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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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成果彙整

河川底質、水流棲地成果示意圖

正射影像示意圖

104年調查統計結果

◆河川空間利用分布與人工構造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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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河川環境管理分析與建議

現地調查成果
與調查地點資料

「河川情勢調查綜
合利用管理系統」

範本上傳

調查成果管理查詢

生態調查資料庫項目 資料庫介面與納入流程

◆河川情勢調查資料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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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協助辦理平台研商

在地居民訴求 意見交流

◆民眾參與溝通平台

規劃於7月~10月辦理兩場民眾參與說明會

邀請關注團體與地方意見領袖一同參與

110年
7月 8月 9月 10月

辦理2場次民眾參與說明會

縣
市

關注團體

新
竹
縣
市

新竹市高峰生態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蝴蝶保育學會

新竹縣芎林鄉鹿寮坑農村自然生態文化協會

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學會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新竹區漁會

台灣生態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乾淨水行動聯盟/我們要喝乾淨水
行動聯盟

新竹市竹塹社區大學吳老師

新竹市竹塹社區大學許老師

社團法人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台灣蝙蝠學會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新竹縣尖石鄉甕碧潭文化休閒生態保育產業協會

新竹縣生態休閒發展協會

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學會

社團法人新竹縣頭前溪城鄉好生活促進會

員山社區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協會

台灣河溪網

新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

新竹縣竹東社區大學

新竹縣竹北社區大學

生態議題現勘 保育團體參與

https://www.huf.org.tw/event/content/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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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協助辦理資訊公開

◆專案網頁製作

建置專案網頁，將規劃過程中階段成果及

民眾參與等相關資訊和成果報告上傳

提供各界查詢

https://wra02-touqian-river.mystriking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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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頁手冊與影片

◆6分鐘影片 ◆摺頁手冊



對於頭前溪流域周邊生態及人文資產的資訊，各單

位的參與及資源共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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