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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與資料開放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的

文∕王豫煌、莊庭瑞、林誠謙、嚴漢偉

前言

    許多溪流整治和河川環境營造景觀工程破壞了全國溪流、河川的自然原貌

與生態，而引起關心溪流、河川生態的公民團體的批評 。2006-2024年間，全

國溪流、河川、區域排水治理工程、環境營造等相關計畫經費預算超過臺幣

5,446億元(表1)；2017-2019年間，流域綜合治理、前瞻水環境建設、重要河

川環境營造等計畫，加上林務局、水土保持局各機關年度公務預算，整體龐大

的工程經費更加劇了對溪流、河川及周邊殘存自然環境的破壞。

摘要

    許多溪流治理工程和前瞻建設水環境建設計畫已嚴重破壞了殘存的溪流自

然環境與生態功能，不僅浪費公共稅收，更衍生出許多必須改善的生態環境問

題。雖然公共工程委員會已規範要求中央機關(或地方政府接受中央補助工程

建造經費超過50%)的新建公共工程必須執行生態檢核，但因為執行機關忽視資

訊公開和民眾參與，而招致公民團體的嚴厲批評，並要求改善生態檢核資訊公

開與資料開放的作為。儘管公共工程委員會已重新修訂並頒布生態檢核注意

事項，增加有關資訊公開的條文；但是，目前仍缺乏明確的要求應開放工程範

圍、關注區域、細部設計平面配置圖等必要的空間資料，主管機關也沒有保存

與共享生態檢核資料的開放平台，對於資訊公開和公民參與不會有實質的改

進。我們建議公部門必須從內部妥善管理資料的基本責任和公民參與監督公共

事務需求的角度，來認真看待生態檢核資料的管理與開放。我們提出了必須開

放的生態檢核資料類型，並建議執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的過程，可藉由支持和

運用既有的開放資料平台，來保存能夠協助政府本身和公民瞭解各項公共工程

實質內容和工程影響範圍的生態環境基礎資料，以落實公共工程友善生態環境

關鍵字∕前瞻水環境建設計畫、開放資料、公民參與、無人載具、資料管理、

        研究資料寄存所

和資訊透明公開的理念。

1.王豫煌。2018。誰謀殺了臺灣的溪流生態？。生態臺灣 59:21-27。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P1DQDUFoUxhmwHa_AWqOCxoFwWgb2O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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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6-2024年溪流、河川、區域排水治理工程相關計畫與預算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執行年度 預算(元)

加速辦理中央管河川急要段
治理與環境營造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2009-2012 ?

整體性治山防災計畫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年度業務 ?

國有林整體治山防災及
林道邊坡治理計畫

農委會林務局年度業務 ?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2006-2013 116,000,000,000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2009-2014 39,784,000,000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農委會林務局
2014-2019 66,000,000,000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2015-2020 60,000,000,000

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2015-2021 12,000,000,000

前瞻水環境建設水與發展
經濟部水利署,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農委會林務局,環保署

2017-2024 107,643,000,000

前瞻水環境建設水與安全
經濟部水利署,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農委會林務局
2017-2024 115,130,000,000

前瞻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
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營建署,
行政院環保署,農委會漁業署

2017-2024 28,000,000,000

    雖然，2017年開始執行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計畫時，公共工程委員會在

2017年4月25日頒訂「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規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執行公共工程計畫應辦理生態檢核作業，以減輕公共工程對環境生態的衝擊。

儘管生態檢核機制納入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但是，在執行第一、二批前瞻建

設水環境計畫過程中，所謂的公民參與和資訊公開都是在計畫已核定通過，甚

至已在施工階段，因未落實生態檢核機制，忽略工程位址及周邊區域的生態環

境議題，破壞原有的野生動物棲地與自然或文化景觀，遭媒體披露與公民團

體批評並要求停工，才進行形式上的公民參與和溝通；結果公民團體提出的修

正建議未被採納，工程主辦單位更是一意孤行的執行徹底破壞原有生態的環

境"營造"工程，不但嚴重浪費公共稅收，更製造了許多後續衍生的環境生態問

題。以較受大眾矚目的兩案件為例，臺中市沙鹿南勢溪環境營造計畫破壞了保

育類臺灣南海溪蟹的棲地及與在地文化景觀相依的自然溪流環境(圖1)，苗栗

縣卓蘭大安溪濕地公園也破壞了石虎、臺灣野兔及其他野生動物的棲地與重要

改進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針對前瞻建設水環境改善計畫未落實生態檢核、公民參與、資訊公開等嚴

重缺失，公民團體在2019年1月4日及14日於立法院分別舉行記者會與公聽會，

提出以下幾項主要建議：

的移動廊道(圖2)。



圖2.苗栗卓蘭大安溪濕地公園計畫範圍2017.12.14施工前衛星影像(左)及2018.12.21施工中無

人載具航拍正射影像  (右)。

圖1.臺中沙鹿南勢溪環境營造計畫範圍2017.12.20施工前衛星影像(左)及2018.06.02施工中無

人載具航拍正射影像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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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暫緩正在進行的水與環境、水與安全、水與發展計畫，檢討是否落實生態

    檢核機制；若無，應重新進行生態檢核程序，並確實執行生態調查，針對

    工程範圍及周邊的生態議題繪製關注區域圖、提出保育措施、重新規劃改

    善工程方案。

(2) 立即開放核定、設計及施工各階段的生態檢核資料，全面檢討各計畫工程

    的生態關注區域、規劃設計、生態保育措施，查核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

    自主檢查表。

(3)

2.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3.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5.前瞻水環境建設臺中市沙鹿區南勢溪環境營造工程航拍監測影像資料

6.前瞻水環境建設苗栗縣卓蘭鎮大安溪濕地公園航拍監測影像資料

http://webarchive.wra.gov.tw/fcp201505/fcp201505/fcp.wra.gov.tw/ct61f3.html?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c550

https://www.wra.gov.tw/6950/7169/7295/13905/project?planId=1080000001

https://www.pcc.gov.tw/cp.aspx?n=32BB0579480F53EC

https://data.depositar.io/en/

ctNode=5786&CtUnit=931&BaseDSD=7

dataset/tw_taichung_salu_nsr_20180602

計畫核定階段即應邀集生態保育專家及公民團體參與，落實生態檢核機制，

並就工程範圍周邊可能有保育類、瀕危物種(例如石虎、草鴞、巴氏銀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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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分布進行生態及棲地調查，並確認工程必要性；核定階段若無提出

個案內容：如各工程計畫內容、規劃設計方案、各階段生態檢核資訊

(含相關附件)、工程預期效益、執行成效及計畫區域致災紀錄等項目。

    立法院公聽會之後，公共工程委員於2019年5月10日針對公共工程生態檢

核機制發布修正函 ，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改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

項；監察院也針對卓蘭大安濕地公園案展開調查，並在2019年8月8日提案糾

正 。經過這些事件之後，我們再度檢視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其中有

    生態檢核實證資料，計畫不予審查。

(4) 第三批提報計畫必須確實依照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生態檢核機制進行生

    態調查，研擬保育措施，並及早開放計畫內容、生態檢核實證資料，並邀

    集生態保育專家與公民團體參與現勘。

(5) 全面落實資訊公開、資料開放。應立即完整開放前瞻水環境建設的水與環

    境、水與安全、水與發展等計畫所有已執行、執行中、已核定案件的工程

    明細資料清單。共同清單格式建議應包含以下欄位資料：計畫類別、主管

    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年度、計畫編號、工程地點所屬縣市、工程地點所

    屬鄉鎮、集水區、WGS84緯度、WGS84經度、工程項目、工程名稱、工程內

    容、預算金額、決標金額、案件陳請人、規劃設計廠商、規劃階段生態檢

    核廠商、施工廠商、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廠商、開工日期、完工日期、生態

    檢核資料集連結。

關民眾參與和資訊公開的主要規範如下：

  第十條：為落實公民參與精神，工程主辦機關應於計畫核定至工程完工過程

    中建立民眾協商溝通機制，說明工程辦理原因、工作項目、生態保育策略

    及預期效益，藉由相互溝通交流，有效推行計畫，達成生態保育目標。

  第十一條：工程主辦機關應將各階段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公開方式可包含刊

    登於公報、公開發行之出版品、網站，或舉行記者會、說明會等方式主動

    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公共工程之生態檢核資訊。

  第十二條：工程主辦機關應填具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並檢附生態檢核

    工作所辦理之生態調查、評析、現場勘查及保育對策研擬等過程及結果之

    文件紀錄。

  第十三條第二項：應辦理生態檢核之工程計畫，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

    立統一友善資訊公開平臺，應包含下列內容，並將資訊依工程作業階段適

    時公開。

  1.作業規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建立之生態檢核機制、作

    業手冊、計畫審核及管控機制。

  2.個案內容及查詢統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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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苗栗縣後龍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田寮圳水質現地處理設施工程座標位置(粗線圈)錯誤標示

在南投縣境內，顯示原座標資料有誤，需查核修正。

    (2)查詢統計：生態檢核執行成效統計分析資料。

  3.資源分享：(1)教育訓練課程資訊及教材。(2)落實生態檢核機制、公民參

    與、採用兼顧安全及營造生態環境工法或作法等之示範案例。

    若對照以上規範項目來檢驗目前經濟部水利署前瞻水環境建設行政透明專

計畫內容。

區水與環境 、水與安全 、水與發展 等計畫網站的內容，民眾並無法從這些

各別計畫的網頁連結內容獲得每項工程明確的空間範圍、生態調查、關注區域

圖、保育措施、工程設計平面配置圖等資料。各計畫網頁有關工程核定明細或

施工資訊的EXCEL檔案雖然有列出工程點位，但不完整；並且，一個點位座標

在網路地圖上無法呈現實際的工程範圍，甚至有些點位座標是錯誤的。在我們

彙整了水利署、漁業署、環保署、營建署的水與環境計畫工程施工資料，並重

新發布網路地圖之後 ，發現一些座標錯誤的問題，例如，後龍溪水環境改善

計畫田寮圳水質現地處理設施工程的位置標示在南投縣境內(圖3)；目前公開

的施工資訊仍有許多錯誤，相關單位應立即仔細查核資料的正確性，重新發布

正確的資料與能實際呈現工程範圍的網路地圖，並盡快開放各階段的生態檢核

資料，以利於大眾清楚的掌握全國前瞻建設水環境計畫工程實際的空間分布與

7.公共工程108年5月10日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8.監察院糾正苗栗卓蘭大安濕地公園案新聞稿

9.水與環境

10.水與安全

11.水與發展

12.

https://www.wra.gov.tw/6950/7169/105315/105316/119176/119184/

https://tinyurl.com/yy6rlpct (2019-08-10)

https://www.wra.gov.tw/6950/7169/105315/105318/119191/119192/

https://www.wra.gov.tw/6950/7169/105315/105317/119189/119190/

https://tinyurl.com/y438xknv前瞻建設水環境改善計畫第1、2批次工程2019-06施工資訊網路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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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訊公開的目的與效益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資訊公開的目的是要讓任何關心公共事務的民眾可隨時

以最簡便、最低障礙的方式取得有用的資料和資訊，來瞭解各項公共工程的必

要性及其對環境生態的影響，以及工程主辦單位採取相應友善生態的保育措施

和工程設計。將生態檢核資料完整公開在開放的網路平台是促進公民參與最直

接、有效率的方法，也是公共工程透明化的最佳證明——因為，並非每一位關

心生態環境議題的公民都有時間或機會參加所有的說明會和現場勘查活動；就

算受邀參加活動的公民團體代表或專家委員，常常也是在參加會議當下或前幾

日才能獲得工程計畫相關的簡略簡報內容，而不可能在事前對工程計畫範圍和

細節內容有充分的瞭解。在資訊不對等的狀況下，耗費半天時間的公民參與活

動，往往難以聚焦討論和獲得有效的共識，公民團體所提建議被擱置或忽略，

造成這類因應規範要求而舉辦形式上的溝通說明會、現勘活動等，可能也只是

    在我們協助地方政府執行生態檢核工作的過程中，也發現一個現象：因為

人員的升遷調動，一件工程計畫可能歷經好幾位承辦人員——若缺乏妥善的計

畫資料管理，在人事調動、業務交接過程中，各工程計畫相關的治理規劃報

告、生態檢核等資料有可能遺失，或者，新的承辦人員一時之間找不到。若在

工程計畫開始即要求妥善管理資料，並保存於開放的平台，資料管理與開放的

過程會促使各工程主辦單位正視資料管理的重要性，最終受益最多的還是公

必須開放的生態檢核基本資料

    雖然，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十三條第二項有列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在統一的友善資訊平台公開哪些資料，但概括性的規範文字依然沒有明確指出

哪些工程計畫、規劃設計方案、生態檢核資料能真正的有助於公民參與。主管

機關和工程主辦單位應該站在民眾的角度來思考，提供哪些資料才能讓民眾

容易瞭解工程的實際空間範圍、生態環境議題、保育措施與相應的工程設計；

同時，也思考如何完整保存工程計畫資料，以利於業務的銜接、工程效益分析

檢討，及未來相關工程案例的參考運用。基於以上考量，我們建議各階段的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至少必須開放以下類型的資料，對於公民參與和工程計畫資料

格式統一的工程明細資料與工程範圍網路地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工

程明細資料至少應採用公民團體建議的基本共通欄位，包含計畫類別(前

瞻水環境建設或其他)、計畫項目(水與環境、水與發展或其他)、主管單

位、執行單位、執行西元年度、工程地點所屬縣市、工程地點所屬鄉鎮、

管理才可能有實質的幫助：

  1.

淪為背書性質，而遭受公民團體質疑或拒絕參加。

部門——因為資料管理和開放而提升了行政效率和治理透明度。



    工程名稱、工程內容、工程起點十進位WGS84緯度、工程起點十進位WGS84

    經度、預算金額、決標金額、案件陳請人、提案規劃廠商、提案核定階段

    生態檢核廠商、設計廠商、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廠商、施工廠商、施工階段

    生態檢核廠商、開工日期、完工日期、計畫工程空間範圍Google Maps網

  2.計畫提案核定階段生態檢核資料：計畫範圍的空間資料(例如，KML、KMZ

    或SHP格式的線或面的向量資料)、最新的無人載具航拍高解析正射影像與

    地表高程模型資料、初步生態勘查(名錄、分布)資料、初步的關注區域圖

    (以KML、KMZ或SHP格式呈現潛在關注物種重要棲地或重要文化景觀實際空

    間範圍的向量資料)、前期規劃或治理計畫報告、現勘紀錄、公民團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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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資料寄存所是中央研究資訊科學研究所莊庭瑞研究員的研究團隊，為

了保存與共享研究資料所建立的協作開放平台。為落實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並強調生態檢核資料管理與開放的必要性，社團法人臺灣石虎保育協會在2018

年執行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委託的前瞻水環境建設水與安全計畫生態檢核工作，

使用研究資料寄存所保存與開放生態檢核基本資料

13.政府開放資料平台                  14.研究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https://data.gov.tw/

建置能夠提供以上類型資料的開放平台。此外，公民團體為了要瞭解各項公共

工程的相關資訊，已花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到不同的網站蒐集並整理雜亂的資

料、過濾錯誤的資訊，公共工程委員會還要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需自行建

置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平台。不同單位有不同的思維邏輯和行政包袱，各自建立

平台不僅浪費公共稅收，未來的運作和維護機制只會讓生態檢核資訊公開更加

混亂而窒礙難行。為有效率的開放生態檢核資料，我們建議各機關應積極利用

現有的開放資料平台，例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或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

生態監測資料(無人載具航拍正射影像與地表高程模型、水質、物種名錄、

    路地圖連結、生態檢核資料集連結。

    供的建議及實際執行情形、提案計畫書。

  3.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資料：包含細部生態勘查(名錄、分布)資料、細部關注

    區域圖、生態保育方案、工程設計平面配置圖、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現

    勘紀錄、公民團體提供的改善建議及實際執行情形。

  4.施工階段生態檢核資料：保育措施自主檢查月報表、異常通報處置紀錄、

    生物分布紀錄等)。

  5.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資料：生態監測資料包含無人載具航拍正射影像、

    地表高程模型、水質、物種名錄、生物分布紀錄等。

    至於生態檢核資料的公開平台，目前仍沒有一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

所 ，來保存與開放以上建議的各項公共工程生態檢核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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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開始運用此平

台來保存和開放

四件治理工程設

計階段相關的生

態檢核資料 (圖

4)，做為生態檢

核資訊公開的示

範案例。第一、

二批前瞻水環境

建設計畫未落實

資訊公開，而招

致批評和檢討，

我們也已在2019

年1月11日苗栗縣

「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第一次

生態諮詢會議、

1月14日前瞻建設

水環境改善計畫

立法院公聽會，

及2月22日水利署

直轄市政府生態

檢核工作第一次

檢討會議中建議，目前主管機關和地方政府沒有保存和開放生態檢核資料的網

路開放平台，可以善加運用研究資料寄存所來促進公共工程資訊的透明與公開。

圖4.2018年台中市前瞻水環境建設水與安全計畫生態檢核資料集。

    目前，研究資料寄存所已累積95份生態檢核資料集 ；利用Google 資料集

搜尋服務(Dataset Search )查詢生態檢核也可以找到40份保存於研究資料寄

存所的資料集。但是，因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並未明確規範必須公開

的資料類型與格式，大部份資料集的內容缺少工程範圍和生態調查的空間資

料，對於促進公共工程生態檢核的資訊公開和公民參與並沒有實質的幫助。未

來，公共工程委員會應明確指定必須開放的空間資料，並要求執行生態檢核的

廠商，必須在舉辦各階段的工程現勘會議或說明會至少一星期之前，將資料上

傳至開放平台，便於民眾在會議前可以利用網路和地理資訊工具來瞭解工程內

容的實際空間範籌與相關的生態環境議題，盡可能消除資訊落差，以提升會議

討論的效率和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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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使用Google Earth Pro套疊、瀏覽臺中市豐原北坑溪治理工程範圍、生態關注區域、細部

設計平面配置圖、無人載具正射影像。

生態檢核資料集範例

    以下就臺中市豐原北坑溪治理工程設計和施工階段，保存於中央研究院研

究資料寄存所的生態檢核資料集為例，來說明必須開放的基本資料內容，及其

對計畫主管與執行單位及公民參與的實質助益。

料集 ，以保存施工階段的生態檢核相關資料，並連結設計階段的資料集。

Earth圖磚的壓縮檔，並在個人電腦安裝Google Earth P ro軟體，即可使用Google

    北坑溪治理工程設計階段的生態檢核資料集 提供治理工程範圍圖層KMZ檔、

無人載具航拍正射影像、動植物名錄、關注區域圖及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生

態檢核成果報告；治理工程範圍圖層包含工程範圍、生態關注區域、細部設計

平面配置圖套疊影像等空間資料。民眾可以下載工程範圍KMZ及正射影像Google

Earth開啟這些空間資料；若調整無人載具正射影像的透明度，並選取細部設計

平面配置圖，就可以清楚的瀏覽生態關注區域、保育措施和工程設計的空間位

置(圖5)。我們也可以套疊Google Earth的歷史衛星影像，來比較、瞭解工程範

圍周邊近年的地景變化。北坑溪治理工程施工階段的生態檢核工作是由財團法

人生態工法基金會於2019年4月開始執行，並持續在研究資料寄存所建立新的資

15.107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

16.研究資料寄存所生態檢核資料集 (2019-08-20)

17.Google Dataset Search (2019-08-20)

18.

19.

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dataset/8751a

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8

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dataset?q=%E7%94%

https://toolbox.google.com/datasetsearch

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dataset/2019-wrs-tc-003

9F%E6%85%8B%E6%AA%A2%E6%A0%B8

2018臺中市豐原區北坑溪治理工程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2019臺中市豐原區北坑溪治理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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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無人載具已開始廣泛應用於生態環境監測與工程營建管理。北坑

溪治理工程從設計階段即採用無人載具航攝製圖產生高解析的正射影像與地表

高程模型，並將中央研究院網格計算中心處理無人載具航攝影像開放平台公開

完整資料的連結保存於資料集中，以便於公眾瀏覽和取用。目前，北坑溪治理

溪流與水資源

作者∕王豫煌 臺灣生態學會、社團法人臺灣石虎保育協會

      莊庭瑞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林誠謙、嚴漢偉 中央研究院網格計算專題中心

圖6.2019-04-09臺中豐原北坑溪施工階段生態檢核航拍

監測2D影像及3D模型資料。

結論

    生態檢核是避免不必要的公共工程，或減少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衝擊的行

政法規，為了讓生態檢核實際可行，我們提出必須明確規範應開放有助於民眾

監督公共工程的空間資料類型與格式，並舉例說明實際的應用與效益；我們也

建議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應盡可能支持和運用既有的開放資料協

作平台來管理與共享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資料，以提升政府治理的效率和透明，

落實資訊公開和公民參與。

工程已執行三次無人載具航

攝製圖作業。以施工階段為

例，我們可以在施工階段的

資料集中找到2019-04-09臺

中市豐原區北坑溪治理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航拍監測

的資料連結 ；此連結可以使

用 Google Chrome或 Firefox

網路瀏覽器瀏覽、下載2D正

射影像、地表高程模型及3D

點雲、材質網格模型(圖6)。

藉由生態檢核的過程累積這

些高解析的空間資料，不僅

有助於大眾清楚的看到工程

的實質內容及其對生態環境

的影響，更可以做為主管機

關和執行單位未來分析、檢

討工程效益的實證參考依據。

20.2019-04-09 臺中豐原北坑溪施工階段生態檢核航拍監測 http://webodm.twgrid.org:8000/public/task

/5938e513-c137-4bfd-90dc-f95fbbd5b529/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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