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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地點及環境概述 

計畫範圍位於新北市板橋區，為都市內之道路工程，周圍人為干擾大，生物

豐富度不高，植物資源以人工栽植為主，如圖 1，植物調查範圍為計畫區及周圍

20 公尺鄰近區，鳥類調查範圍為計畫區及周圍 200 公尺鄰近區。 

範圍內環境類型包含建物、道路、學校綠地與荒地，以建物所占範圍最多。

植物資源以行道樹、學校綠地為主，主要種植黑板樹、榕樹、茄冬、樟樹等，草

本植物多為行道樹底下生長之雜草。計畫範圍內鳥類資源多聚集於學校綠地，以

野鴿及珠頸斑鳩目擊率最高。 

氣象方面，採用板橋氣象站資料，其結果顯示，當地年均溫為 24.7 ℃，平

均氣溫最冷月份為 1 月(平均氣溫為 17.1 ℃)，最暖月份為 7 月(平均氣溫為 30.7 

℃)，最低溫出現於 1 月(8.4 ℃)，最高溫出現於 7 月(37.5 ℃)；雨量方面，本區

域雨量全年皆為極濕期，平均年雨量為 2,295 mm。依 Walter & Breackle(2002)之

方法繪製生態氣候圖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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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來源：國土測繪中心，2020 年 

圖 1、板橋區忠孝國中周遭人行及通學環境改善工程生態檢核作業範圍、調查

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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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板橋氣象站生態氣候圖(2011-2020) 

 

二、調查時間 

調查時間為 111 年 2 月 14 日，依據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2011）之季節劃分屬於冬季。 

 

三、調查方法 

調查項目分為陸域植物與陸域動物，陸域植物以計畫範圍及周圍 20 公尺為

調查範圍，陸域動物以計畫範圍及周圍 200 公尺為調查範圍(圖 1)，採沿線調查

法。陸域植物調查內容為植物名錄建立、行道樹座標建立與符合新北市樹保條例

之樹種進行定位、胸徑、樹高與樹冠幅之測定，並提供植栽建議；陸域動物調查

對象為鳥類。 

陸域生態調查範圍、方法及報告內容撰寫係參考行政院環保署公告之「動物

生態評估技術規範」(100.7.12 環保署綜字第 1000058655C 號公告)與「植物生態

評估技術規範」(91.3.28 環署綜字第 0910020491 號公告)。鳥類學名及特有屬性

依據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所公告最新版之鳥類名錄。保育等級依據農委會最新公告

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資訊(108 年 1 月 9 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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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陸域植物 

1. 鑑定及名錄製作 

植物名稱及名錄主要以「Flora of Taiwan 2nd Edi.」 (Huang et al, 1993-2003)

為基礎，分類系統採 Angiosperm Phylogeny Group IV ( APG IV)進行分類，並

參考密蘇里植物園 TROPICOS 名彙資料庫、The Plant List、TaiBIF 及臺灣物

種名錄等線上資料庫進行物種辨識與名稱確認。稀有植物之認定則依據「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中所附之臺灣地區稀有植物名錄。 

2. 行道樹調查 

工程進行範圍內，針對人行道上之行道樹進行座標定位，以利後續工程進

行。 

3. 珍貴樹木 

針對範圍內，檢視是否有符合「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中第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所列之標準者，其標準規範為：(1)樹齡 50 年以上。(2)離地高度 1.3

公尺處之樹幹直徑達 90 公分以上；若已分枝者，合併計算分枝直徑。(3)具地

方特性、歷史性或學術研究價值。將符合標準者進行胸徑、樹高、樹冠幅測定、

定座標及拍照。 

(二) 陸域動物 

1. 鳥類 

鳥類選用沿線調查法，沿現有道路路徑，以每小時 1.5 公里的步行速度前

進，以 Zeiss 10×42 雙筒望遠鏡進行調查，記錄沿途所目擊或聽見的鳥類及數

量，如有發現保育類或特殊稀有種鳥類，以手持 GPS 進行定位。調查時段白

天為日出後 3 小時內完成為原則，夜間時段則以入夜後開始，調查時間為 3 個

小時。鑑定主要依據蕭木吉等(2014)所著之「臺灣野鳥手繪圖鑑」。 

2. 指數計算 

(1) 歧異度指數 

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 (H’) = 



s

i

PiPi
1

log  

其中 Pi 為物種出現的數量百分比，s 為總物種數。當 H’值愈高，表示物

種數愈多或種間數量分配愈均勻，其多樣性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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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均勻度計算 

Pielou’s evenness index (J’) = s

PiPi
s

i

log

log
1






 

其中 Pi 為物種出現的數量百分比，s 為總物種數。當 J’值愈高，表示物

種數愈多或種間數量分配愈均勻，其多樣性愈高。各項指數之計算公式主要

參考 Wu (1999)及 Kreb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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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結果 

(一) 陸域植物 

1. 植物種類及統計 

本調查範圍為人行道周邊 20 m 範圍，位於都市中，環境皆為已開發，植

被多為人工栽植，行道樹樹種有：黑板樹、黃花風鈴木、榕樹、木棉、茄冬、

陰香、樟樹、白千層、小葉桑等，學校周圍與附近住家栽植之灌叢有：裂葉福

祿桐、鵝掌蘗、細葉雪茄花、馬拉巴栗、月橘、馬纓丹、白雪粗肋草、觀音宗

竹、瓊麻、朱蕉、虎尾蘭等植物，其餘自生之雜草則記錄竹葉草、小馬唐、短

葉水蜈蚣、土半夏、霧水葛、光果龍葵、車前草、五蕊油柑、三角葉西番蓮、

薜荔等植物。 

調查範圍共記錄植物 34 科 51 屬 55 種；其中草本植物共有 19 種(佔 34.55 

%)、喬木類植物共有 22 種(佔 40.00 %)、灌木類植物共有 10 種(佔 18.18 %)、

藤本類植物則有 4 種(佔 7.27 %)；在屬性方面，原生種共有 23 種(佔 41.82 %)、

歸化種共有 21 種(佔 38.18 %)、栽培種則有 11 種(佔 20.00 %)，未記錄特有種；

就物種而言，裸子植物 1 科 1 屬 1 種、雙子葉植物 26 科 36 屬 40 種、單子葉

植物 7 科 14 屬 14 種，未記錄蕨類植物。(植物名錄見附錄一，植物歸隸特性

統計詳見表 1)。 

 

表 1、板橋區忠孝國中周遭人行及通學環境改善工程生態檢核植物歸隸特性表 

歸隸特性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總計 

類別 

科數 1 26 7 34 

屬數 1 36 14 51 

種數 1 40 14 55 

生長習性 

草本 0 12 7 19 

喬木 1 20 1 22 

灌木 0 5 5 10 

藤本 0 3 1 4 

屬性 

原生 1 18 4 23 

特有 0 0 0 0 

歸化 0 17 4 21 

栽培 0 5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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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稀特有植物 

本次調查範圍內，未記錄特有植物。珍貴稀有植物依據《2017 臺灣維管束

植物紅皮書名錄》，記錄極危等級(CR)之蘭嶼羅漢松，但屬栽植於學校內之植

物，未發現珍貴稀有之野生植物。 

3. 珍貴樹木 

本次調查範圍內未發現符合「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範之珍貴樹

木。 

4. 行道樹調查 

計畫區內共計 52 棵行道樹，樹種為黑板樹、黃花風鈴木、榕樹、木棉、

樟樹、茄冬、陰香、白千層、小葉桑等 9 種，座標點如表 2 與圖 3 所示，目前

皆生長良好，但編號 13~19 及 32~49 所採用之修剪法為斷頭式修剪，將來重新

長出枝條較為脆弱，易有落枝情形造成行人安全，需特別注意。另外工程進行

時，應避免壓折枝條導致斷裂，建議應先行修剪受影響枝條，如不慎折斷枝條

應將傷口修齊，使其快速癒合。各樹木植株照如附錄二所示。 

 

表 2、板橋區忠孝國中周遭人行及通學環境改善工程生態檢核之行道樹座標清

冊 

編號 物種 TWD97_X TWD97_Y 

1 黑板樹 296525 2766394 

2 黑板樹 296546 2766397 

3 黃花風鈴木 296560 2766400 

4 黑板樹 296567 2766401 

5 榕樹 296580 2766403 

6 榕樹 296603 2766407 

7 榕樹 296612 2766410 

8 榕樹 296617 2766411 

9 榕樹 296623 2766412 

10 榕樹 296636 2766414 

11 榕樹 296645 2766416 

12 榕樹 296648 2766408 

13 榕樹 296650 2766397 

14 榕樹 296651 2766391 

15 榕樹 296652 2766384 

16 榕樹 296652 2766379 

17 榕樹 296653 276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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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物種 TWD97_X TWD97_Y 

18 榕樹 296654 2766368 

19 榕樹 296655 2766359 

20 榕樹 296660 2766335 

21 榕樹 296662 2766328 

22 榕樹 296663 2766323 

23 榕樹 296664 2766316 

24 榕樹 296665 2766309 

25 榕樹 296666 2766301 

26 木棉 296670 2766324 

27 榕樹 296667 2766290 

28 榕樹 296669 2766284 

29 榕樹 296671 2766276 

30 樟樹 296672 2766266 

31 榕樹 296675 2766253 

32 茄冬 296669 2766239 

33 茄冬 296664 2766238 

34 茄冬 296660 2766237 

35 茄冬 296655 2766236 

36 茄冬 296651 2766235 

37 茄冬 296647 2766235 

38 茄冬 296639 2766234 

39 陰香 296635 2766233 

40 樟樹 296632 2766232 

41 茄冬 296628 2766232 

42 茄冬 296625 2766231 

43 茄冬 296622 2766230 

44 茄冬 296615 2766229 

45 白千層 296613 2766228 

46 茄冬 296608 2766227 

47 小葉桑 296606 2766227 

48 茄冬 296604 2766227 

49 茄冬 296599 2766226 

50 茄冬 296572 2766221 

51 樟樹 296567 2766220 

52 樟樹 296564 276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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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來源：國土測繪中心，2020 年 

圖 3、板橋區忠孝國中周遭人行及通學環境改善工程生態檢核之行道樹分布圖 

 

(二) 陸域動物(鳥類) 

本計畫沿線生態調查共記錄鳥類 3 目 5 科 11 種(表 3)，包括鳩鴿科的野鴿、

珠頸斑鳩、金背鳩、紅鳩；鷺科的黑冠麻鷺；鴉科的樹鵲、喜鵲；鵯科的白頭

翁；八哥科的白尾八哥、家八哥、黑領椋鳥。計畫範圍內皆為都市環境，自然

度低，記錄鳥類皆為常見種，且能適應人類生活環境。鄰近區學校因樹木較多，

是主要鳥類棲息環境。 

1. 優勢物種 

調查記錄鳥類以野鴿最為優勢，佔 32.71 % (35 隻次)，其次為珠頸斑鳩，

佔 23.36 % (25 隻次)，多聚集於鄰近區住宅與學校。 

2. 特有性 

本期記錄特有亞種金背鳩、樹鵲、白頭翁等 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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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育類 

本期未記錄任何保育類鳥類。 

4. 環境概述及結果 

本計畫範圍皆為都市環境，人為擾動頻繁，環境單一，自然度低，因此鳥

類種數不多，且皆為常見鳥種，施工過程不影響鳥類活動。市區亦有不少外來

種鳥類棲息，比例為 45.46 %。 

表 3、板橋區忠孝國中周遭人行及通學環境改善工程生態檢核鳥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遷徙屬性 數量(隻次) 

鴿形目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普 35 

鴿形目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chinensis   留、普 25 

鴿形目 鳩鴿科 金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orii Es  留、普(orii)/過、稀 7 

鴿形目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humilis   留、普 3 

鵜形目 鷺科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留、普 1 

雀形目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formosae Es  留、普 7 

雀形目 鴉科 喜鵲 Pica serica    引進種、普 8 

雀形目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Es  留、普 10 

雀形目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普 6 

雀形目 八哥科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tristis   引進種、普 3 

雀形目 八哥科 黑領椋鳥 Gracupica nigricollis    引進種、局普 2 

3 目 5 科 11 種 3 種 0 種 

種類合計(種) 11 

數量合計(隻次) 107 

歧異度指數(H’) 0.85 

均勻度指數(J’) 0.82 

註 1：特有性一欄「Es」為特有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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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道樹植栽建議 

(一) 樹木修剪 

1. 補償修剪 

為提高樹木存活率，施工過程應對樹木進行補償修剪，除了符合施工動線

需求減少樹木損傷，也能減少植栽水分蒸發量。補償修剪首先須運用「不良枝

判定修剪法」之後，再實施「疏刪修剪法」、「短截修剪法」後，再將各部枝條

的老葉摘除，如有新生嫩芽呈現萎凋時亦應即時摘除，若遇有開花或結果時，

其花與果應經評估後剪除。 

 

表 4、不良枝定義對照表 

名稱 定義說明 處置原則 形成原因 不良影響 

1. 病 蟲 害

枝 

係指已有病害或蟲害所感

染或危害嚴重的枝條，恐有

高度傳染之虞，若使用藥劑

防治時，其效果亦會不彰或

治療後也難以成為正常的

枝條者。 

無法防治成功時，

可判定立即修除。 

一般常因植栽樹冠的通風

或採光不良引發病蟲害之

姿生與寄宿，或有外力導致

之傷口而感染病原菌所致。 

持續感染或侵害而傷及植栽

器官組織，嚴重時個體會因

此死亡，且會傳播感染影響

周邊植栽。 

2. 枯乾枝 

係指枝條已呈現枯乾或死

亡或腐朽或斷裂者，已無法

提供即恢復其正常機能者。 

可判定立即修除。 因先前的病害或蟲害之危

害、或因日照不足所導致的

落葉而形成枯枝、或因外力

傷害而使枝幹枯死或斷裂、

或因養分水分的輸送障礙

等因素導致枝條呈現死亡

及枯乾情況者。 

將成為病蟲害源的寄宿淵

藪，並影響美感有礙觀瞻，大

型枝條恐有掉落傷人之公安

危險顧慮。 

3. 分蘗枝 

係指在「結構枝」及幹基根

部上所好發萌出的新生而

短小枝芽、或已成熟長成的

枝條者；由於其無法與既有

枝條呈現合理配置的非結

構性枝條。 

若屬無須充作修補

用枝時，可判定立

即修除。 

常在生長旺季時期或是植

栽幹體內部或外部受到損

傷時，因為養分與水分的積

蓄而形成不定芽所萌生的

新生枝芽者稱之。 

分蘗枝具有妨礙植栽營養的

輸送分配、且會造成相互競

奪與破壞樹體的外型美觀之

虞，因此這種不良枝須於尚

未成熟時就應即刻剪除。 

4. 幹頭枝 

係指在先前的整枝修剪操

作不良後，所留下宿存的幹

頭部位再度萌生新的枝芽

者。 

應連同宿存幹頭一

併修除必要時須進

行擴創手術。 

主要是人為的操作不當，未

能在修剪時自脊線到領環

的正確下刀所導致。 

幹頭會因萌生多芽而形成多

枝，並使枝葉密集生長而遮

蔽日照、影響通風易生病蟲

害，及易使落葉堆積。 

5. 徒長枝 

係指枝條呈現較直立向上

伸長、樹皮較光滑、節間距

離較長、枝條較粗大之徒長

現象的特徵者。 

非作為更新復壯用

枝時，或不用作修

補用枝時，即可判

定短截或立即修

除。 

常因植栽營養過剩良好、或

日照集中於某處或生長旺

季時，故促使萌生能力強

盛、生長極端快速所致。 

徒長枝若未修剪時將會強勢

的競奪植栽大量的養份與水

份，進而影響其它莖葉花果

籽部位的生長弱勢與不良。 

6. 下垂枝 

係指枝條所生長呈現的角

度明顯與其它枝條的生長

角度，有極大的下垂角度之

差異者。 

得配合人車使用空

間大小予以短截修

剪，或判定立即修

除。 

常因為新生芽的萌生方向

角度較為朝下、或因成長過

程中受外力或枝葉重量影

響，而逐漸形成枝條向下狀

態。 

後續將嚴重影響整體樹型結

構的美觀，並且產生「形體偏

重現象」，容易產生倒伏及有

礙觀瞻之不良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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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定義說明 處置原則 形成原因 不良影響 

7. 平行枝 

係指兩兩枝條的成長的方

向與位置，一枝條位於正上

方(即稱為「平行上枝」)，另

一枝條位於正下方(即稱為

「平行下枝」)，形成兩兩上

下平行不相交的生長情況

時稱之。 

判定修除可視現況

留存：平行上枝或

下枝何者較能填補

樹體空間?較為健

壯?較能平衡偏重

現象? 

常因為兩兩新生枝芽，後續

所萌生形成的枝條生長方

向角度，恰巧成為上下平行

狀態。 

其兩兩上下平行的枝條，其

「平行上枝」會影響「平行下

枝」的日照採光，而「平行下

枝」會競奪「平行上枝」的養

分水份，日久常兩敗俱傷。 

8. 交叉枝 

係指兩兩枝條，呈現略為 X

狀的交叉接觸者稱之。 

較瘦小或已受損之

枝條者，可判定立

即修除。 

常因為兩兩枝條的生長方

向角度，恰巧成為 X 狀的交

叉接觸，或因兩兩徒長枝持

續生長成 X 狀交叉接觸所

致。 

其交叉接觸會使韌皮部受損

而影響養份輸送、或因受傷

枯乾破壞整體美觀，也會使

樹冠枝葉密度增加影響採光

與通風，易形成病蟲害源滋

生淵藪，並且會干擾其它枝

條生長的空間。 

9. 叉生枝 

係指位於兩兩「同等優勢枝

條」之中央部位所萌生的單

一或多數枝條者稱之。 

可判定立即修除，

必要時須進行擴創

手術。 

常因為兩兩同等優勢枝條

中間萌生新芽，並持續萌發

生長而成。 

其最終將使枝條密度增加而

影響樹冠內部的採光與通

風，而形成病蟲害源寄宿淵

藪，並危害樹木生長；且會破

壞同等優勢枝條的結構性，

使其易受風力或外力侵害而

斷折或岔裂。 

10. 陰生枝 

係指位於兩兩枝條之兩外

側位置，如同腋下部位所萌

生的單一或多數枝條者稱

之。 

可判定立即修除。 常因為兩兩枝條之兩外側

如同腋下部位所萌生新芽，

並持續萌發生長而成。 

陰生枝會競奪上方枝條的營

養水分與生長空間，且會影

響整體樹型結構的美觀，也

容易產生植栽「形體偏重現

象」。 

11. 逆行枝 

係指枝條呈現出先由正常

方向生長後，再發生方向改

變的逆行方向生長，故呈現

出枝條迴轉彎折的奇特生

長現象者，稱之。 

可判定立即修除，

或予以短截修剪成

側枝狀態。 

常因原生長方向正常的新

芽或枝條，在成長階段或因

外力或因氣候干擾，而使其

發生逆行方向改變，造成枝

條迴轉彎折的奇特生長現

象。 

逆行枝將嚴重影響整體樹型

的美觀，並干擾其它枝條的

合理生長空間，大型枝條於

其構造上恐有易生斷折、掉

落傷人之公安危險之虞。 

12. 忌生枝 

係指枝條呈現了直接向樹

冠中心方向生長的極端不

良之忌諱生長型態者，稱

之。 

可判定立即修除，

或予以短截修剪成

側枝狀態 

一般正常的新生芽所萌生

方向是背向樹冠中心部位

而向外開張生長，但是忌生

枝是在幼芽萌發初期即發

生向樹冠中心方向生長的

情況。 

忌生枝會造成樹體枝條密

集、樹冠內部枝葉密度增加、

嚴重影響整體樹型結構美

觀。 

資料來源：景觀樹木移植種植技術規則(中華民國景觀工程公會全國聯合會，2014) 

 

2. 樹型修剪 

施工過程中，如樹木正值移植與種植適期，可進行較大幅度之修剪，即樹

型調整，各樹種移植適期如表 5 所示，修剪時不可採用斷頭式修剪，應採用三

刀法修剪(圖 4)，並於分枝圈領外圍切除(圖 5)，傷口需平整，使其未來傷口癒

合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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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各樹種移植與種植適期 

樹種 移植種植適期 

黑板樹 12-2 月、4-9 月 

黃花風鈴木 12-2 月、4-9 月 

榕樹 4-9 月 

木棉 12-2 月、4-9 月 

樟樹 2-4 月 

茄冬 12-3 月 

陰香 2-4 月 

白千層 2-4 月 

小葉桑 12-3 月 

資料來源：景觀樹木移植種植技術規則(中華民國景觀工程公會全國聯合會，2014) 

 

 

圖 4、三段修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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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適當修剪位置 

 

(二) 植穴改良 

1. 植穴大小 

通常可依據各樹種的根生特性(淺、中、深)，決定挖掘植穴的大小。以樹

木的幹基部(與地面正常接觸的部位)之直徑大小的 6-10 倍作為判斷挖掘植穴

直徑大小的依據。 

依根生特性可分為： 

(1) 具有開張型樹冠，根生多為淺根性，以幹基部直徑大小的 10 倍為挖掘植

穴直徑。 

(2) 具有圓形樹冠，根生多為中根性，以幹基部直徑大小的 8 倍為挖掘植穴直

徑。 

(3) 具有尖錐型樹冠，根生多為深根性，以幹基部直徑大小的 6 倍為挖掘植穴

直徑。 

如幹基部呈現不對稱，或是因地形、地質差異，則依據實際現況判定調整。

另外植穴的深度則須視根系生長狀況現場判定調整。 

2. 土方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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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改良作業主要目的是為了改良土方能成為所設計選用的植栽樹種，能

符合其樹種特性的需求，並且具有理想栽培介質所具備的物理性、化學性、生

物性等良好條件。植穴內的土壤條件，如果確認無法配合所設計植栽的需求時，

即須將他處良好的「栽培介質」移入到定植點區域，進行全部或部份的土方客

填改良作業。所採用的客填土方之土壤介質材料，應為富含有機質，且具有排

水佳、透氣性良好、PH.值符合植栽所需的良好特性，得取自工地以外之可耕

地土壤或山坡地開採土壤或地表表層土壤等皆可，使用前須先送樣且經業主委

託單位或設計監造單位代表所同意認可。所採用的客填土方之土壤介質材料，

不可含有：礫石、泥塊、黏土塊、雜草根莖或其他有毒或有礙生長的雜物。為

了客填土方改良能達到上述理想栽培介質所具備的的良好條件，若需施用其它

園藝用介質材料、有機質肥料或相關土壤改良物質時，其前述各物質應與原土

方材料進行充分的拌合使用。一般的「客填土方」是以大部分植物所適合的「砂

質壤土」團粒構造組合標準，即：粘粒 10~20％、坋粒 15~30％、砂粒 50~70

％。 

3. 穴底拌合基肥 

為了使植栽定植後能於生長初期能充分獲取適當的養分以持續正常發育，

應酌量給予「基肥」，並將肥料施用於植栽穴中並與栽培介質做充分拌合作業

者稱之「穴底拌合基肥」。基肥種類應以緩效性的有機質肥為宜，並配合各種

植栽所需肥料的特性(氮、磷、鉀)(表 6)予以選擇適當的肥料種類與施用量作為

基肥，並與土壤充分拌合。基肥應優先選用「有機質肥料」，且應選擇完全腐

熟的堆肥或廄肥類的有機物質；其製品亦有粉劑、粒劑、液劑；但以選用粒劑

肥為宜。 

 

表 6、主要肥料三要素作用一覽表 

主要肥料三要素 主要促進作用 

氮肥(N) 葉部及(地上)莖的生長與發育 

磷肥(P) 開花及結果的生殖生長與發育 

鉀肥(K) 根部及(地下)莖的生長與發育 

資料來源：景觀樹木移植種植技術規則(中華民國景觀工程公會全國聯合會，2014) 

 

(三) 固定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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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架固定作業 

避免植栽定植後於根系未生長發育完整的期間，或因風力或其它外力影響

使其倒伏、或鬆動而損傷新生根生組織，進而影響其生長發育，因此必須以「支

架固定」植栽，以替代根部原有的「支持作用」。其材料種類建議使用：桂竹

或孟宗竹等為支架的主架材料，可兼具生態與環保的雙重助益，具有易取得性、

便利性。「支架固定作業」後，應於每年 5~6 月間進行檢查，亦即：每年的夏

季颱風季節來臨前，或是 10~11 月間的秋冬季東北季風來臨前，在此時期予以

檢查或更換重立，亦可藉此防治病蟲害。支架材料規格常施以桂竹三支組立方

式，其長度應近於植栽全高度的 1/2，綁紮固定位置應於植栽全高度的 1/3 以

上位置；「立地角度」宜以 45 度～60 度間，將能有效的抵擋風力的吹襲；支架

架設之「平面角度」則宜成「等邊三角形」即成 120 度夾角，其中一角須迎向

風面。支架（索）固定時，其與樹幹（枝）之接觸部位，須加墊布塊或草蓆環、

麻布塊、不織布等軟質襯物以隔離保護固定之，以防苗木幹部的接觸性傷害。 

2. 植穴集水坑 

植栽一旦扶正覆土定植完成之後，並且也已經支架固定作業完成後，即可

依植栽穴的直徑大小，於地面上以圓鍬即時續作環狀土丘成為蓄水用的「集水

坑」。 

3. 修飾整枝修剪 

其目的可使植栽的整齊性提高、使整體觀瞻更具美觀、適當的「修飾修剪」

更可減少水分蒸散，故能提高成活率，施以整體末梢心芽剪除，能促成整體萌

芽或開花的整齊性提高。另一目的主要是將植栽工程期間所產生的汙損、斷折、

磨傷等不良枝葉，予以修剪去除，因此切勿修剪過度。 

4. 輔助藥劑施用 

植栽進行移植或種植的作業過程中，於整枝修剪或根端切削處理後，其傷

口過大部位可以「傷口保護藥劑」予以塗佈。其材料是以「三泰芬 5%粉劑」

稀釋 500 倍（若是「三泰芬 25%粉劑」稀釋 2500 倍水溶液混合石灰調勻即可

塗佈傷口進行保護。 

(四) 日常維護 

1. 澆水灌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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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栽一經種植完成之後，皆須立即給予充足的澆水灌溉水量，以供應植栽

的生理與生長所需；且應根據不同植栽樹種與不同的基地條件，進行適期、適

量的灌溉，以保持土壤中的有效水分。每次澆水灌溉時，應視植栽生長的情況、

植栽基盤條件、土壤介質保水特性、觀察季節與氣候的變化，適期適度澆水以

保持土壤介質能有適當的濕潤狀態與含水量。澆水灌溉 應遵照：「澆則澆透」

的原則；夏季秋季宜在上午及下午進行，冬季春季宜在中午前後時間進行。 

2. 疏芽疏枝修剪 

植栽在維護管理期間(亦稱為「養護期」)，如果不去理會枝條末端的大型

傷口所萌發的密集多量不定芽，時隔日久之後將會影響樹冠內部的採光與通風

條件、滋生病蟲害、影響植栽正常生長發育，因此必須進行疏芽疏枝修剪作業。 

3. 植穴基盤管理 

「植穴基盤管理」是在植栽的日常維護管理(養護期)期間內，採取定期性

的依循植栽種植的植栽穴直徑幅度的區域範圍內，進行覆蓋補充流失的土壤、

或土壤硬化後的翻鬆表土、或是集水坑的復原或整平、以及日常的清除雜草等

作業。 

4. 生長評估追肥 

維護管理期間應針對植栽需肥特性，採取「生長狀態評估」後再適時給予

「追肥」作業，且得以翻攪拌合方式將「有機質肥」與土壤進行充分拌合施用

於土壤中。各種追肥施給作業之通則：應配合植物種類之需肥特性，如「氮(N)」、

「磷(P)）」、「鉀(K)）」及「微量元素」之適當適量的供應；且應以「少量多次」

及「少化學性多有機質」的原則進行作業。 

5. 植栽健康管理 

植栽的「健康管理」有：植栽營養的均衡、植栽生長環境的舒適、植栽生

育發展空間的適宜…等，因此，日常的適度施肥、整枝修剪、適地適種、正常

給水…等，便成為植栽病蟲障害防治的重要作業。 

 

以上資料來源皆取至中華民國景觀工程公會全國聯合會於 2014 所編制之景

觀樹木移植種植技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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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態檢核 

(一) 受關注物種 

關注物種定義：a.列入臺灣維管束植物與陸域脊椎動物紅皮書之國家極度

瀕危(NCR)、國家瀕危(NEN)、國家易危(NVU)、國家接近受脅(NNT)之物種。

b.保育類動物。c.蝴蝶與蜻蛉：印度大田鱉、夸父璀灰蝶、朱環鼓蟌等。d.其他

部分種類雖非保育類或稀有、侷限物種，但在地方具有特殊生態課題(如梭德氏

赤蛙的季節性大量路殺)等。(林務局，2019) 

計畫範圍未記錄保育類鳥類，但依據特有生物中心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網

頁中臺灣生物資料庫集合之搜尋結果，計畫範圍內可能出現之保育類物種有黑

鳶、野鵐、黃鸝等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黑鳶常於山區與河口區域往返，因此

調查範圍內有機會遇見黑鳶於上空飛行，野鵐與黃鸝則以有綠地環境之區域出

現機會最高，如：忠孝國中與後埔國小，但兩校園的綠地小且干擾大，出現機

率不高。 

(二) 施工中生態影響評估與對策 

1. 影響評估 

(1) 施作人員產生之垃圾可能遭鳥類翻找覓食，如鳩鴿科、八哥科、鴉科鳥類

等。 

(2) 施作過程中對行道樹造成之損傷可能增加行道樹日後感染病蟲害之風險。 

(3) 已遭斷頭式修剪之樹木，雖日後截斷處能長出茂盛枝條，但其結構較脆弱，

易有落枝風險。 

(4) 部分行道樹樹穴過小，且根系遭水泥覆蓋，一段時間後可能造成樹勢衰弱，

有倒塌危險。 

2. 對策 

(1) 施工過程中，施作人員產生之垃圾應自行清理，勿堆積於易遭鳥類翻食之

區域。 

(2) 受損傷之行道樹應將傷口處修齊，因撕裂傷對樹木癒合時間所需較久，期

間易遭病蟲害感染。 

(3) 斷頭式修剪之樹木日後需勤加維護，風雨季節來臨時需注意是否有危險枝

條落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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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系遭水泥覆蓋之樹木，因目前觀察工程可能僅為過渡階段，後續需注意

將其樹穴附近之水泥清除，水泥碎削不可堆積於樹穴中，讓根系有其呼吸

與生長空間。 

(三)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表單 

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定稿）」，

本計畫於設計階段辦理生態檢核應填寫表單包括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生態專業人員意見記錄表、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生態監測紀錄表(表 7-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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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或工程

名稱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板

橋區忠孝國中周遭人行及通學環

境改善工程生態檢核 

階段(請勾選)： 

□可行性評估 □規劃 □環評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階段 

計畫或工程

期程 
 

可行性評估廠

商 
 

規劃廠商  

環評廠商  

主辦機關 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設計廠商 
杜風工程服務股

份有限公司 

監造單位或廠

商 
 

承攬廠商  

養護管理單位  

基地位置 

縣(市)：新北市 

省道編號：  

里程樁號：  

附近地名：新北市立忠孝高中 

計畫或工程經

費 
 

環境敏感區

位 
是否位於生態敏感區(請依附件勾選)：□是    ■否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重點項目 備註 

設

計

階

段 

是否蒐集、整合生態專業人員及相關單位意見，確認工程範圍及週

邊環境之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表8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與生態

及工程人員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表9、表10 

是否辦理施工前生態監測，蒐集生態現況背景資料？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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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表 8、生態專業人員意見記錄表 

工程名稱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板橋區忠孝國中周遭人行及通學環境改

善工程生態檢核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蔡順明/高級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1年 3月 4日 

參與項目 

■現地勘查 □說明會 

□訪談 □公聽 □座談會 

□其他＿＿＿＿＿ 

參與日期 民國 111年 2月 14日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蔡順明 高級計畫專員 陸域動物/陸域植物 

意見摘要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蔡順明/高級計畫專員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1. 行道樹樹穴不良，樹幹遭斷頭式修剪。  

 

表 9、生態評估分析記錄表 

工程名稱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板橋區忠孝國中周遭人行及通學環境改

善工程生態檢核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蔡順明/ 

高級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111年3月4日 

評析報告是否

完成下列工作 

■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生態影響預測、 

■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 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2.棲地生態資料

蒐集 

本計畫不屬於環境敏感地區(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自然保護

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一級海岸保護

區、重要濕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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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態棲地環境

評估 

本計畫為既有人行道改建計畫，位於都市中，人為擾動大，生

物豐富度低，附近綠地僅學校內有樹林草皮，關注物種出現率

低。 

4.棲地影像紀錄

(含拍攝日期) 

 
忠孝國中外圍人行道(111.2.14) 

 
忠孝國中外圍人行道(111.2.14) 

 
斷頭式修剪行道樹(111.2.14) 

 
樹穴不良(1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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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態關注區域

說明及繪製 

 
 

調查範圍內多為建物，優勢種以野鴿及珠頸斑鳩為主，物種較

少，且未發現生態關注物種，因此全歸類為低敏感度區域。 

6.研擬生態影響

預測與保育對

策 

1. 附近鳥類以鳩鴿科、八哥科、鴉科等居多，容易聚集於垃圾

堆中翻找食物，因此施作人員產生之垃圾應自行清理，勿暴

露於戶外而讓鳥類有翻食機會。 

2. 行道樹在工程施作過程可能會遭受損傷，因此施工前與施工

後均需進行修剪。 

3. 斷頭式修剪之樹木日後需勤加維護，風雨季節來臨時需注意

是否有危險枝條落枝情形。 

4. 根系遭水泥覆蓋之樹木，因目前觀察工程可能僅為過渡階段，

後續需注意將其樹穴附近之水泥清除，水泥碎削不可堆積於

樹穴中，讓根系有其呼吸與生長空間。 

7.生態保全對象

之照片 

 
忠孝國中外圍人行道之行道樹(111.2.14) 



24 
 

 
忠孝國中外圍人行道之行道樹(111.2.14) 

 
忠孝國中外圍人行道之行道樹(111.2.14) 

 

表 10、生態保育策略及討論記錄表 

工程名稱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板橋區忠孝國中周遭人行及通學環境

改善工程生態檢核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蔡順明/高級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111年3月4日 

解決對策項目 
施工期間對周圍生態之

影響 
實施位置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國中 

解決對策之詳細內容或方法(需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1. 垃圾應自行處理勿堆積。 

2. 受傷樹木應將傷口切齊。 

3. 已遭斷頭式修剪樹木未來會有落枝問題，應持續維護。 

4. 遭水泥覆蓋之樹穴應拆除，清空碎料。 

圖說：生態關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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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監測方式： 

每季調查鳥類種類、數量與保育類分布，植物則對行道樹進行監測。 

現勘、討論及研擬生態保育措施的過程、紀錄 

日期 事項 摘要 

111.2.14 生態調查 現勘，收集環境資訊，記錄生物種類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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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植物名錄 

一、裸子植物 

1. PODOCARPACEAE 羅漢松科 

1. Podocarpus costalis C. Presl 蘭嶼羅漢松 (喬木,原生) CR* 

二、雙子葉植物 

2.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2. Mangifera indica L. 檬果 (喬木,歸化) 

3. APOCYNACEAE 夾竹桃科 

3. Alstonia scholaris (L.) R. Br. 黑板樹 (喬木,歸化)  

4. Catharanthus roseus (L.) G. Don 長春花 (草本,歸化)  

5. Plumeria rubra L. 雞蛋花 (喬木,栽培) 

4. ARALIACEAE 五加科 

6. Polyscias fruticosa (L.) Harms 裂葉福祿桐 (灌木,栽培)  

7. Schefflera arboricola (Hayata) Merr. 鵝掌蘗 (灌木,原生) LC* 

5. ASTERACEAE 菊科 

8. Aster subulatus Michx. 掃帚菊 (草本,歸化)  

9. Bidens alba var. radiata (Sch. Bip.) R.E. Ballard ex Melchert 大花咸豐草 (草本,

歸化)  

10. Youngia japonica (L.) DC. subsp. japonica 黃鵪菜 (草本,原生) LC 

6. BIGNONIACEAE 紫葳科 

11. Handroanthus chrysanthus (Jacq.) S.O.Grose 黃金風鈴木 (喬木,栽培) 

7. CANNABACEAE 大麻科 

12. Trema orientalis (L.) Blume 山黃麻 (喬木,原生) LC 

8. CARICACEAE 番木瓜科 

13. Carica papaya L. 番木瓜 (喬木,歸化) 

9.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14. Mallotus japonicus (Spreng.) Müll. Arg. 野桐 (喬木,原生) LC 

10. LAURACEAE 樟科 

15. 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樟樹 (喬木,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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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YTHRACEAE 千屈菜科 

16. Cuphea hyssopifolia Kunth 細葉雪茄花 (草本,歸化) 

12. MALVACEAE 錦葵科 

17. Bombax malabaricum DC. 木棉 (喬木,歸化)  

18. Pachira macrocarpa (Schltdl. & Cham.) Walp. 馬拉巴栗 (喬木,歸化) 

13. MELIACEAE 楝科 

19. Toona sinensis (A. Juss.) M. Roem. 香椿 (喬木,栽培) 

14. MORACEAE 桑科 

20.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ér. ex Vent. 構樹 (喬木,原生) LC 

21. Ficus elastica Roxb. ex Hornem. 印度橡膠樹 (喬木,栽培)  

22. Ficus microcarpa L.f. var. microcarpa 榕樹 (喬木,原生) LC* 

23. Ficus pumila L. var. pumila 薜荔 (藤本,原生) LC* 

24. Ficus religiosa L. 菩提樹 (喬木,歸化)  

25. Ficus superba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喬木,原生) LC 

15. MYRTACEAE 桃金孃科 

26.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喬木,歸化) 

16. OXALIDACEAE 酢漿草科 

27.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漿草 (草本,原生) LC 

17.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科 

28. Passiflora suberosa L. 三角葉西番蓮 (藤本,歸化) 

18. PETIVERIACEAE 蒜香草科 

29. Rivina humilis L. 數珠珊瑚 (草本,歸化) 

19. PHYLLANTHACEAE 葉下珠科 

30.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冬 (喬木,原生) LC* 

31. Flueggea virosa (Roxb. ex Willd.) Royle 密花白飯樹 (灌木,原生) LC 

32. Phyllanthus tenellus Roxb. 五蕊油柑 (草本,歸化) 

20. PLANTAGINACEAE 車前科 

33. Plantago asiatica L. 車前草 (草本,原生) LC 

21. RUBIACEAE 茜草科 

34.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藤本,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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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RUTACEAE 芸香科 

35. Murraya exotica L. 月橘 (灌木,原生) LC* 

23. SAPOTACEAE 山欖科 

36.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 大葉山欖 (喬木,原生) LC* 

24. SOLANACEAE 茄科 

37. Solanum americanum Mill. 光果龍葵 (草本,歸化) 

25. ULMACEAE 榆科 

38. Ulmus parvifolia Jacq. 紅雞油 (喬木,原生) NT* 

26. URTICACEAE 蕁麻科 

39. Pilea microphylla (L.) Liebm. 小葉冷水麻 (草本,歸化)  

40. Pouzolzia zeylanica (L.) Benn. & R. Br. 霧水葛 (草本,原生) LC 

27. VERBENACEAE 馬鞭草科 

41. Lantana camara L. 馬纓丹 (灌木,歸化)  

三、單子葉植物 

28. ARACEAE 天南星科 

42. Aglaonema crispum (Pitch et Manda) Nicols. 白雪粗肋草 (草本,栽培)  

43. Rhaphidophora aurea (Linden & André) Birdsey 黃金葛 (藤本,歸化)  

44. Typhonium blumei Nicolson & Sivad. 土半夏 (草本,原生) LC 

29. ARECACEAE 棕櫚科 

45. Rhapis excelsa (Thunb.) A. Henry 觀音棕竹 (灌木,栽培) 

30. ASPARAGACEAE 天門冬科 

46. Agave sisalana Perrine ex Engelm. 瓊麻 (灌木,歸化)  

47. Cordyline fruticosa (L.) A. Chev. 朱蕉 (灌木,栽培)  

48. Dracaena fragrans (Linn.) Ker-Gawl. 香龍血樹 (灌木,栽培)  

49. Sansevieria trifasciata Prain 虎尾蘭 (灌木,栽培) 

31. COMMELINACEAE 鴨跖草科 

50. Callisia repens (Jacq.) L. 舖地錦竹草 (草本,歸化) 

32. CYPERACEAE 莎草科 

51.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葉水蜈蚣 (草本,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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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USACEAE 芭蕉科 

52.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喬木,栽培) 

34. POACEAE 禾本科 

53. Axonopus compressus (Sw.) P. Beauv. 地毯草 (草本,歸化)  

54. Digitaria radicosa (J.Presl) Miq. var. radicosa 小馬唐 (草本,原生) LC 

55. Oplismenus compositus (L.) P. Beauv. 竹葉草 (草本,原生) LC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等級對照表 

已滅絕 

EX 滅絕 

EW 野外滅絕 

RE 地區滅絕 

受脅物種 

CR 極危 

EN 瀕危 

VU 易危 

低風險物種 
NT 近危 

LC 無危 

其他 
DD 數據缺乏 

NE 未做評估 

備註：「*」表示該種為原生種或特有種，但在當地為栽培植物、景觀植物或行

道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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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行道樹植株照 

   
1 黑板樹 2 黑板樹 3 黃花風鈴木 

   
4 黑板樹 5 榕樹 6 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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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榕樹 8 榕樹 9 榕樹 

   
10 榕樹 11 榕樹 12 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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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榕樹 14 榕樹 15 榕樹 

   
16 榕樹 17 榕樹 18 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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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榕樹 20 榕樹 21 榕樹 

   
22 榕樹 23 榕樹 24 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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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榕樹 26 木棉 27 榕樹 

   
28 榕樹 29 榕樹 30 樟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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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榕樹 32 茄冬 33 茄冬 

   
34 茄冬 35 茄冬 36 茄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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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茄冬 38 茄冬 39 陰香 

   
40 樟樹 41 茄冬 42 茄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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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茄冬 44 茄冬 45 白千層 

   
46 茄冬 47 小葉桑 48 茄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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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茄冬 50 茄冬 51 樟樹 

 

  

52 樟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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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環境照與生物照 

  
環境照-計畫區(成都街) 環境照-計畫區(重慶街) 

  
環境照-計畫區(校前街) 環境照-計畫區(成都街 20 巷) 

  
環境照-鄰近區巷弄 環境照-鄰近區建物 

  
生物照-喜鵲 生物照-黑冠麻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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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照-野鴿 生物照-金背鳩 

  
生物照-珠頸斑鳩 生物照-家八哥 

  
生物照-霧水葛 生物照-榕樹 

  
生物照-大葉山欖 生物照-舖地錦竹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