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六  本次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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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湖山水庫營運階段環境監測及檢討分析」 

第 3 季報告審查意見暨辦理情形說明表 
民國 109 年 11 月 4 日 

審 查 意 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頁碼 

一、文委員一智  

1 部份工程項目已完工，新的工址也陸

續產生，請再地形平面圖上分別註明

各項監測項目之測站轉移情形(如本

季施工中之小水力發電、第二原水管

工程等)。 

感謝委員指教，已於第一章 1.4 節監測

位址中圖 1-4.2 註明空氣品質監測項目之測

站轉移情形。 

P.1-16 

2 多年以來本項報告書，一直以小比例

尺平面圖來表示測站位置，其實閱讀

者對測站位置並無法確切認知，建議

除了現行比例尺表示外，請再輔以較

大及較真實之平面圖文 (如利用

google earth)來明確顯示測站位置。 

感謝委員指教，針對空氣品質及噪音振

動大比例尺監測點位之確切位置，已補充於

圖 1.4-2 及圖 1.4-4；針對本季工區水質，已

補充於圖 1.4-5；針對交通量，已補充於圖

1.4-6；然其餘水質測點並非移動性質，故以

現行較大比例尺呈現上下游關係。 

P.1-15~16 

P.1-18~20 

3 當季三個月之測值在季報時，宜依據

實際測量時間及次數詳細記錄表及適

當圖示，紀錄表請放入附錄，數據變

化圖示宜放入本文中供讀閱。目前以

92 年至今之顯示圖表太冗長，建議如

封面計畫名稱，以「營運階段」來顯

示更精確之圖示。 

感謝委員指教，以將第二章之各歷年統

計圖(空氣品質：圖 2.1-3~2.1-14；噪音振動：

圖 2.2-6~2.6-7；水質水量：圖 2.3-13~2-47；

交通量：圖 2.4-1~2.4-2；水域生物：圖 2.5-1、

圖 2.5-3、圖 2.5-7、圖 2.5-9、圖 2.5-11、圖

2.5-13 ；陸域動物：圖 2.6-4~2.6-8 、圖

2.6-14~2.6-18、2.6-24~2.6-28)修正以「試營運

階段」來顯示更精確之圖示。 

P.2-22~32 

P.2-42~45 

P.2-65~86 

P.2-90 

P.2-148~150 

P.2-154~156 

P.2-160~162 

P.2-166~168 

P.2-172~174 

P.2-178~180 

P.2-184~186 

P.2-223~225 

P.2-229~231 

P.2-235~237 

4 對於目前施工狀態，如地點、施工車

輛、工程內容及因應環境保護之措施

(如防塵、抑塵措施、水質汙染防止措

施、噪音振動防止措施等)宜詳加說

明，以彰顯本工程對環境保護之重視

與污染防止作業內容。 

感謝委員指教，已於報告前言之前章節

補充「環境監測當日施工情形」，並於第一章

1.1 節工程進度中說明第二原水管及小水力

工程所執行之環境保護措施：「目前上述工程

所執行之環境保護措施分別第二原水管：做

防塵、抑塵及噪音監測防治；小水力發電：

每日定期灑水抑制揚塵，並於邊坡裸露區域

覆蓋帆布」。 

P.1-1 

5 對於報告書提出之「未來執行重點及

建議事項」宜具體說明改善項目及詳

細汙染地點（如裸露地形、農藥噴灑、

魚道淤壅改善等），在下一季監測時，

亦請針對上一季之建議事項是否已落

實改善，提出檢討對照，使建議事項

感謝委員指教，已確認並修正 3.3 因應

對策與建議，建請中水局各單位協助確認並

回覆各項辦理情形，以在第四季報告中補充

說明。 

P.3-20 



2 

 

審 查 意 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頁碼 

能落實改善，也可釐清相關主管機關

之職責。 

二、李委員訓煌  

1 本季之監測如屬營運階段之監測，則

報告所敘述之「試營運期間」是否得

加修正，請再考量(因報告封面所續為

營運階段)。 

本計畫自 105 年 5 月起湖山水庫即展開

蓄水，目前亦進行第二原水管及小型水力發

電施工，未來待清水溪上游之水質水量保護

區劃設完畢且各工程完竣後，尚可進入營運

階段，故目前雖有同步執行施工及營運期間

之項目，惟仍歸屬為試營運期間，懇請委員

諒察。 

－ 

2 於 P 前-3 所敘之監測執行期間並無營

運期間，又執行監測單位缺「陸域植

物」之執行單位，請查明為必要之補

正。 

遵照辦理，已補充「陸域植物」之執行

單位於報告內文。 

P.前-3 

3 水質監測方面： 

(1) 於 P1-19 之途 1.4-5 敘為監測「樣

區」(報告內均稱測站)，於 P2-46

第 3 行敘出「清水溪流上游背景水

質」為「調查」，建議修正。 

(2) 報告內各水系均敘為流域是否妥

適？請再加斟酌。 

(3) 河川水質及工地水質之監測頻度

均為每月 1 次，而水庫水質僅每季

1 次，且只有 2 處測站，似缺比例

原則，如經費無虞，建議增加水庫

水質之監測努力量。 

(1) 感謝委員指教，圖 1.4-5 圖示標題已修正

為「本季湖山水庫工程地面水質監測測站

位置」。 

(2)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文字敘述。文中若

為敘述測點位置及其上下游關係之內

容，已改用「水系」表示；若為敘述測點

周邊環境與水質關係，則改以「流域」表

示。 

(3) 感謝委員指教，建請中水局再納入後續考

量。 

 

P.1-19 

 

 

P.摘-1~2、計

-2、1-2 

2-47~50 、

3-2、3-19 

 

 

4 P2-220及 P2-221之圖 2.6-2及圖 2.6-3

所敘之保育類分布圖，係指本季監測

有，建議加以證明。又歷年來之保育

野生動物分布圖有無可能另行加以繪

製？請評估考量。 

感謝委員指教，已於圖 2.6-2 及圖 2.6-3

標題補充「本季」一詞，以強調該圖為本季

保育類分布圖。而考量歷年各區各項物種多

樣且數量多，若皆彙整於圖中較不容易辨識

且易造成混淆，故本計畫將維持於年報中呈

現該年度所有保育野生動物分布。 

P.2-221~222 

5 以下可能為錯(誤)植或漏植之處，請

再加查明，並為必要之處理： 

(1) 學名之處理如 P2-92 之高身白甲

魚與台灣白甲魚 P2-102 及 P2-104

之扁蜉蝣，P2-114 及 P2-115 之菱

形藻(其中有加註種名之菱形藻為

谷皮菱形藻)，P2-115 及 P2-120 之

舟形藻(其中具完整學名之舟形

藻，經查 TaiBIF 之台灣物種名錄

有 2 個變種，惟均敘為海洋物種，

遵照辦理，相關修正說明如下： 

(1) 有關高身白甲魚與臺灣白甲魚之學名已

分別修正為高身白甲魚 (Onychostoma 

alticorpus)、臺灣白甲魚(O. barbatulum)。

另有關藻種部份，雷公坑溪上下游優勢皆

接修正為谷皮菱形藻(Nitzschia palea)，由

於該舟形藻為半淡鹹水之藻種，經確認淡

水域亦會出現。Navicula pupula 存在多種

變形，但是種內變種難以區分，故目前僅

鑑定至 Navicula pupula 為主。 

 

P2-92 、

P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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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頁碼 

請再加查明確認)。 

(2) 於 P2-24 之圖 2.6-34「原陸域動物

測線」之圖中敘有「調查」樣區(樣

線)。 

(3) 於 P2-215 之第 2 行至第 4 行敘

以：「但 N 測線第二原水管工

程………，車輛進出頻繁恐導致植

被種類減少………」。 

(2) 圖 2.6-34「原陸域動物測線」圖示已修正

為「動物監測測站」及「動物監測測線」。 

(3) 已經該段文字修正為：「…(略)，由於 N

測線沿線多處有第二原水管工程施

作…」。 

P.2-242 

 

 

P.2-216 

6 以下事項值得再加以監測，並注意後

續之評析： 

(1) 固床工魚道監測未發現任何魚種

之可能原因，允宜加強追蹤與評

析。 

(2) 據 P2-53 所敘按「環保署全國環境

水質監測資訊網」資料，湖山水庫

優養化程度屬優氧狀態，除可能採

樣所敘外，建議加強與評析。 

(1) 感謝委員指教，固床工魚道自監測以來

即鮮少監測到魚類，推估主要原因係魚

道設施小且魚道內水流速過快所致。目

前魚道監測尚須持續蒐集較多資料，以

利後進行追蹤與評析。 

(2) 感謝委員指教，已加補充說明：差異主

要來自透明度(湖南壩址測值：1.8m；環

保署測值：1.0m)與葉綠素 a(湖南壩址測

值：7.9μg/L；環保署測值：9.5μg/L)

兩參數，其中環保署採樣前一日湖山水

庫有降雨情形，故推測受擾動之水體影

響透明度測值，而葉綠素 a 測值推測主

要受藻類生態之變動性大所影響。 

－ 

 

 

 

 

 

P.2-53 

三、何委員東輯  

1 湖山壩址水質監測CTSI指標 49.53接

近 50 優養，請補充說明後續做法。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說明改善建議：

目前庫區內各測值均可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

標準及保護人體健康基準，惟部分測項如總

磷、總氮及葉綠素 a 等仍無相關法規限值，

由於前述項目主要與水庫進流水質有一定相

關性，因此建議持續追蹤雲林縣政府及嘉義

縣政府針對第二階段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劃設

進度，進而落實自來水法第十一條(禁止或限

制左列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及實施清水

溪上游沿線點源及非點源污染管制與削減之

相關措施，減少相關污染物質進入庫區(如氨

氮、磷)，防治水庫優養化。對於農地及果園

等非點源污染防治工作，參考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集水區非點源污染

削減現地處理調查規劃」，石門水庫曾於集水

區範圍內利用既有農地辦理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LID)示範規

劃，顯示設置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之設置，

對於降雨逕流中之懸浮固體及總磷有良好之

去除效果，且評估 LID 工法具有佔地小、分

散控制、經濟性佳、多目標性、維護便捷、

P.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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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頁碼 

入滲效果好、設計靈活、生態景觀等優點，

故建議亦可運用植生滯留槽 LID 之技術改善

非點源污染。同時，中水局可強化倡導集水

區民眾選擇具有環保標章的無磷清潔劑，並

向農民進行農業管理教育宣導，如合理化施

肥及用藥安全等，以提升集水區水質。 

2 固床工魚道無監測到魚類，除水流速

快及維修工程影響外，請再說明水流

方向改變是否水流速度變快，是否有

因應方式，有無清淤需求？ 

感謝委員指教，固床工魚道自監測以來

即鮮少監測到魚類，推估主要原因係魚道設

施小且魚道內水流速過快所致。依據本計畫

需求，目前每年僅辦理 2 次魚道監測作業，

後續將持續監測，俟收集較多資料後再提出

因應對策。 

另依本計畫長年執行監測成果，桶頭攔

河堰魚道因長期受上游清水溪泥沙沉積影

響，當閘門打開時水體會有大量泥沙流入攔

河堰中，且魚道內排砂不易，故常有泥沙淤

積情形，故建議辦理清淤的測站應為「桶頭

攔河堰魚道」。 

－ 

3 P2-204 引述中，P2-212 外來種鳥類目

前是否有移除需要？ 

感謝委員指教，白腰鵲鴝於民國 87 年首

次在臺灣野外發現，其習性為樹洞築巢，並

捕食蚯蚓、蜥蜴、兩棲類等動物，白腰鵲鴝

會與與本土鳥類(如黃嘴角鴞、頭烏線)搶奪地

盤與食物來源。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曾於 99 年委託雲

林縣野鳥協會辦理白腰鵲鴝移除計畫，依據

雲林縣野鳥協會調查結果，雲林縣為白腰鵲

鴝數量最多的地方。參考林務局 99 年「台灣

中部外來入侵鳥種白腰鵲鴝移除計畫」，計畫

執行期間，透過霧網及錄放法誘捕方式，白

腰鵲鴝在成體、幼鳥、雛鳥及蛋上，數量有

略為減少。然而，自前述計畫結束後，林務

局無再針對白腰鵲鴝進行大規模移除計畫與

族群調查，故白腰鵲鴝實際數量尚無法確認。 

本計畫每年均有監測到白腰鵲鴝的記

錄，其數量尚屬穩定，目前雖未有明顯的影

響，但以長遠及生態角度而言，仍建議儘早

進行移除工作，以抑制其數量快速增長。 

－ 

4 鳥類之遷徒屬性，歸類中白鷺為夏季

稀有，冬天普遍。 

感謝委員指教，依據中華民國野鳥 109

年公告的「2020 年台灣鳥類名錄」，係以數量

最多且較先出現的季節作為代表，另從該名

錄可知，中白鷺學名由 Mesophoyx intermedia

改為 Ardea intermedia，臺灣居留屬性為「夏

季稀有，冬天普遍」之物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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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頁碼 

5 魚類監測人員均盡可能相同 P2-100，

建議各類生態監測人員均有鑑識能力

需求，建議均應盡可能相同。  

遵照辦理，本計畫執行生態監測作業

時，各類生物鑑識人員均盡可能由固定人員

執行監測工作，以維持相同之鑑識標準。 

－ 

6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鳥類監測結果

本季種類最多，數量較 106、107、108

年少，近年逐漸減少，建議補充說明

文字描述 P2-212「鳥類種類緩慢增加」

數量變化之原因？ 

感謝委員指教，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

監測測線包含 M 及 N 測線，與過去監測資料

相比，M 測線因環境穩定且鮮少干擾， 

M 測線種數及數量皆能維持穩定；N 測線近

幾季因受第二原水管工程影響，致使種數及

數量有略為減少情形。如若合併 M 及 N 測

線，儘管整體數量較以往漸少，但種數仍有

增加情形。 

P.2-214 

7 蝴蝶幼蟲食草建議增列鳳蝶幼蟲食草

馬兜鈴科植物。 

遵照辦理，已將馬兜鈴科植物補充於本

報告第三章。另外，目前監測雖未見馬兜鈴

科植物，但鳳蝶科蝶類仍偶可見紅紋鳳蝶及

長尾麝香鳳蝶等物種，不排除鄰近區域有少

量的馬兜鈴科植物。 

 

P.3-24~25 

 

8 參考文獻請增列 2020 年台灣鳥類名

錄。 

遵照辦理，已將「2020 年台灣鳥類名錄」

補充於本報告參考文獻。 

參-1 

四、林委員伯雄  

1 109 年度湖山水庫營運階段環境監測

及檢討分析季報告(109 年 7 月至 109

年9月)之計畫執行進度及報告撰寫內

容大致皆符合合約之需求。 

感謝委員肯定。 － 

2 摘要部份之(三)水庫水質 CTSI<40 應

更正為貧養，而目前 CTSI 皆小於 50，

應屬於普養狀態，亦請更正文字誤植

(參閱 P2-53)。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改為「湖山壩址測

站 CTSI 指標值為 49.53，而湖南壩址測站

CTSI 指標值為 46.46，水庫屬普養狀態

(CTSI<40 為貧養狀態，40≦CTSI≦50 為普養

狀態，CTSI>50 則為優養狀態)。」。 

P.摘-2 

3 摘要部份之摘-3 頁次之英文縮寫，請

定義 IBI、FBI、GI、SI 全英文及中文

翻譯。 

感謝委員指教，有關各項指標 (IBI、

FBI、GI、SI 等)之英文及中文翻譯，以及計

算方法皆詳述於本報告第一章。考量閱讀完

整性及避免讀者混淆，相關計算及比對成果

調整於第二章呈現較為詳盡，故將不另於摘

要進行說明。 

－ 

4 第二章目前流量於本季無法量測，亦

請於 P2-57 加註原因(表 2.3-2)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已於表 2.3-1 註解部分補

充說明: 流速小於偵測極限 0.03m/s 時，流量

即無法量測；其中社興橋、全仔社橋及鹿窟 3

號橋之流量因現地環境因素，故無法量測。 

P.2-54~55 

5 表 2.3-1 之文字應放大提高解析度方

便閱覽，目前各項次可以水質之分析

項目，各測站之數值屬相對穩定合乎

標準，除懸浮固體之總磷，部份測值

超標，不符法規標準，請於文字敘述

感謝委員指教，表 2.3-1 已提高辨識度。

關於河川水質之監測結果，已進行整合性的

分析：「本季河川水質於梅林溪及清水溪流域

皆有部分懸浮固體及總磷測項超標情形。梅

林溪流域部分，北勢坑溪上游與南勢坑溪上

P.2-54~55 

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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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頁碼 

中 P2-52 及 P2-53 中呈現。 游引水隧道出口上游測站，推測分別係受第

二原水管工程擾動與桶頭地區降雨沖刷，而

導致懸浮固體有超標之情形。清水溪流域部

分，監測前一天兩流域皆有降雨紀錄，因計

畫區鄰近區域地質較脆弱，易受雨水沖刷導

致懸浮固體測值升高；歷次數據顯示，降雨

後或是豐水期間易有懸浮固體異常偏高之情

形。針對總磷測值常有不符合乙類水體水質

標準之情形，分析主要污染來源係為鄰近農

田使用之肥料，於降雨後受雨水沖刷淋溶導

致磷份溶入水體所致。」；而水庫水質之監測

結果，各測項均能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

及保護人體健康基準。 

6 P2-91 建議將水域生物監測指標 IBI

予以明確定義，(英文中文及指標數值

意義)方便閱覽。 

感謝委員指教，有關魚類生物綜合指標

法(Index of Biotic Integrity，IBI)主要以魚類監

測結果經計算後，反映棲地環境品質的狀

態，其英文及中文翻譯，以及計算方法皆詳

述於本報告第一章 1.5 節「品保/品管作業措

施概要」中，故不另於第二章進行說明。 

－ 

7 P2-100 二、水庫區本季監測成果 IBI

指數為 22-24 為水質極差，建議提供

一段文字敘述反應此一指標之反映水

質之意義，摘要部份亦應略加敘述(以

上為魚類 IBI)。 

感謝委員指教，本季水庫區 3 站 IBI 計

算結果為「水質極差」，係指監測過程中有監

測到中低耐污性魚類，顯示水質大致良好，

但因庫區兩處取出水工附近測站因棲地高度

人工，使得魚類僅由少數高耐污性且對棲地

環境容忍度高的魚類大量生存。另本季引水

隧道出口附近測站之棲地環境，因溪流型態

轉變為湖泊型態，且有大量外來種入侵至本

測站，使得整體生物環境較為轉差。前述相

關 IBI 水質意涵已補充至本報告第 2 章。 

考量閱讀完整性及避免讀者混淆，相關

計算及比對成果調整於第二章完整呈現，故

不另於摘要進行說明。 

P2-92~94、

P2-100~101 

8 若以水生昆蟲之指標，則呈現水質極

佳之狀態 (FBI 指數)，亦建議綜合性

評論，上述之代表性指標差異及其意

義(P2-100~P2-108)。 

感謝委員指教，水質指標(FBI)係以「水

生昆蟲」對水質耐受性進行計算，根據不同

科或種水生昆蟲對污染之忍耐程度，從低至

高給予 1~10 之忍耐值，並考慮該科昆蟲在整

個水棲昆蟲群聚中之相對數量，合計生物指

數，並用以評估水質。由於僅透過水生昆蟲

反映出水質狀態，為單一指標，較無法直接

全面說明整體水質狀況。 

P.2-102~103 

P.2-108~109 

9 P3-2 有關總磷超標之現象，建議宜提

出明確之建議，對水庫總磷及未來可

能影響水質優養化，提出改善計畫降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說明改善計畫如

下：近幾年清水溪流域測點常有懸浮固體與

總磷測值超標之情形，建議中水局加強推動

P.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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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頁碼 

低，非點源之貢獻並與 CTSI 及 ATSI

指標互相比對，持續關注此一優養化

趨勢。 

第二階段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劃設，進而落實

自來水法第十一條及實施相關非點源污染削

減措施。對於農地及果園等非點源污染防治

工作，參考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石

門水庫集水區非點源污染削減現地處理調查

規劃」，石門水庫曾於集水區範圍內利用既有

農 地 辦 理 低 衝 擊 開 發 (Low Impact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LID)示範規劃，顯示

設置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之設置，對於降雨

逕流中之懸浮固體及總磷有良好之去除效

果，且評估 LID 工法具有佔地小、分散控制、

經濟性佳、多目標性、維護便捷、入滲效果

好、設計靈活、生態景觀等優點，故建議亦

可運用植生滯留槽 LID 之技術改善非點源污

染。同時，中水局可強化倡導集水區民眾選

擇具有環保標章的無磷清潔劑，並向農民進

行農業管理教育宣導，如合理化施肥及用藥

安全等，以提升集水區水質。 

五、鉅樺工程顧問公司  

1 P1-2 河川水質水量，摘要補充北勢坑

溪何種測值偏高？ 

感謝委員指教，已將「北勢坑溪上游於

7、8 月份採樣前該地區均無降雨情形，惟於

採樣時發現水質略有混濁，推測上游溪水將

先前二原水管工程所淤積於河道之泥沙沖刷

至水體中，導致本季測值偏高。」修正為「北

勢坑溪上游於 7、8 月份採樣前該地區均無降

雨情形，惟於採樣時發現水質略有混濁，推

測上游溪水將先前二原水管工程所淤積於河

道之泥沙沖刷至水體中，導致本季懸浮固體

測值偏高。」。 

P.1-2 

2 P2-55、表 2.3-1，註 6 月份誤植，環

保署水質測站資料總磷數為每一季第

一個月有測值，請說明僅列 8 月數值

的原因？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表 2.3-1 註 6 敘述

為「瑞草橋自 109 年 2 月起停止監測，改用

環保署水質測站資料替代，本次資料為 109

年 7 月 8 日及 109 年 8月 12 日環保署之監測

成果。」，並增加瑞草橋 7 月數據以便比對總

磷測值。 

P.2-55 

3 P2-101 與歷年同季和上季相比，可發

現 108 年度 Q2→Q3 水庫水位與 109

年度 Q2→Q3 有相同變化，內容部份

敘述數量增加為外來種，隨水位升高

而進入此測站，P2-149、P2-152 但在

108 年度 Q2→Q3 數量卻是減少的，

是否在監測上有發現外來種比例及數

量有較往年多，108 年提到後續枯水

感謝委員指教，108 年第 3 季至第 4 季

期間，引水隧道出口測站因水庫滿水位，致

使該處水域首次由溪流型態轉變為湖泊型態

之靜止水域，當時該測站已發現許多外來

種，而原有大量的原生種也近乎消失或移棲

自他處，故魚類數量有較為減少情形。繼 108

年後，本年度引水隧道出口測站水域環境再

次呈現為靜止水域，棲地型態出現轉變的情

P.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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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頁碼 

期持續追蹤。 形，大量的原生種同樣近乎消失或移棲他

處。然而，因有大量的外來種游入至本測站，

進而使得魚類整體數量呈現增加的狀態。 

4 P3-14 陸域植物第六行小花蔓澤蘭部

份應說明 109 年度現況。 

遵照辦理，本季各測站小花蔓澤蘭分布

狀況多為零星生長，未見大面積分布，已將

前述內容補充本季小花蔓澤蘭現況內容，詳

本報告第 3 章。 

P.3-14~15 

5 P3-24 陸域植物臺灣萍逢草已移至網

室生態池，待濕地水源穩定將在一至

濕地。 

感謝委員指教，已依建議修正為「目前

臺灣萍蓬草已移至網室生態池，待濕地水源

穩定將移植至濕地」，後續將持續監測臺灣萍

蓬草培育情形。 

 

P.摘-5 

P.2-254 

P.3-25 

六、湖管中心 

1 P.1-19，圖 1.4-5，「本季湖山水庫工程

地面水質監測樣區位置圖」中，水庫

集水區範圍過大請修正。 

感謝委員指教，依據中水局 92年提供之

正射影像圖，報告中圖例「水庫集水區範圍」

皆修正為：壩區範圍線。如空氣圖 1.4-1；噪

音振動圖 1.4-4；交通流量圖 1.4-6、、陸域動

物 及 植 物 圖 1.4-8~11 、 圖 2.6-34 、 圖

2.7-1~2.7-3。 

P.1-15 

P.1-18 

P.1-22~25 

P.2.6-34 

P.2-257 

P.2-259~260 

2 P.1-24，圖 1.4-10，「本季生態監測測

站位置圖」中，水庫淹沒區範圍過大

請修正。 

遵照辦理，參考湖山水庫工程計畫壩區

範圍圖，水庫淹沒區域係以壩區範圍進行繪

製，故將圖 1.4-10 圖示修正為「壩區範圍

線」，如下圖所示。 

壩區範圍線

 

P.1-24 

3 P.2-79~86，圖 2.3-33~47，各監測成果

比較圖中，縱軸標記符號及線條太過

擁擠。請善用空白處及更改縱軸範

圍，將縱軸高度拉高約莫 2 倍及適當

調整縱軸最大最小值等處理，提高符

號及線條分辨度。 

遵照辦理，已修正圖 2.3-33~47 歷次監測

結果比較圖之排版。 

P.2-79~86 

4 P.2-193，第三列，「……僅於 7 月 15、 遵照辦理，依委員建議將以「桶頭堰雨 P.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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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頁碼 

16 日分別降下 0.5mm、5.0mm，」漏

字請修正為，「……僅於 7 月 15、16

日分別降下 0.5mm、5.0mm 雨量，」。 

量月報」及「湖山上游引水路出口雨量月報」

作為本計畫監測期間雨量參考資料，故刪除

雲林站相關雨量說明。 

5 報告中有關雨量描述使用氣象局雲林

站資料，是否應使用湖山水庫「溢洪

道整流段左岸雨量計」及「引水隧道

出口處雨量計」之平均值使之較具代

表性? 

遵照辦理，由於本計畫陸域生態監測範

疇為水庫集水區、引水工程區及自然生態保

留及復育區，故選用鄰近氣象局雲林雨量站

作為雨量參考資料。依據實際監測地點，本

計畫將改以貴局「桶頭堰雨量月報」及「湖

山上游引水路出口雨量月報」作為後續本計

畫監測期間雨量參考資料。 

P.1-194 

6 P.2-257，圖 2.7-2，「湖山水庫-水庫集

水區陸域植物測站變更」中，水庫淹

沒區範圍過大請修正。 

遵照辦理，參考前期中水局提供之湖山

水庫工程計畫壩區範圍圖，原「水庫淹沒區

域」係以圖中「壩區範圍」進行繪製，故將

圖 2.7-2 圖示修正為「壩區範圍線」。 

P.2-259 

七、綜合決議 

1 艾奕康公司已於 109年 10月 7日將第

3 季工作成果報告送達本局，符合契

約書之相關規定：季工作成果報告須

於該季結束後 7 日內提出初稿。 

敬悉。 － 

2 經審查後，本案第 3 季報告原則認

可，請艾奕康公司依各專家及單位審

查意見修正補充後，在 11 月 20 日前

將報告修訂稿送達本局憑辦。 

遵照辦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