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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一、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秉
生態保育、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之原則，以積極
創造優質之環境，爰訂定本注意事項。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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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督導各工程計畫執行
時落實生態檢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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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應包含
下列內容，並將資訊依工程作業階段適時公開：

3https://lawweb.pc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49

https://lawweb.pc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49


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計畫輔導顧問團、
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及生態檢核工作經費
計畫名稱 年度 中央補助經費 地方自籌經費 總經費

縣市政府水環境
改善計畫輔導顧
問團

2017-2018 76,984,000 18,751,000 95,735,000

2019-2020 105,450,000 26,255,000 131,705,000

縣市政府水環境
改善空間發展藍
圖規劃

2021-2022 103,910,000 22,770,000 126,680,000

縣市管河川及區
域排水整體改善
計畫生態檢核

2018 43,050,000 10,137,000 53,187,000

2019-2020 86,300,000 20,498,000 106,798,000

2021-2022 90,176,000 20,585,000 110,761,000

總計 2017-2022 505,870,000 118,996,000 624,8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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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flwe.wra.gov.tw/cl.aspx?n=8130
https://flwe.wra.gov.tw/cl.aspx?n=8802

https://flwe.wra.gov.tw/cl.aspx?n=8130
https://flwe.wra.gov.tw/cl.aspx?n=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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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2b1Zk4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Q7rLk2

https://reurl.cc/2b1Zk4
https://reurl.cc/Q7rL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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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7yGDql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Q7rLlb

https://reurl.cc/7yGDql
https://reurl.cc/Q7rLlb
https://reurl.cc/7yGDql
https://reurl.cc/Q7rLlb


depositar的生態檢核資料集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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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 993 * 100% = 48%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資料品質與執行廠商素質
•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未明確規範應公開的
資料類型、格式

• 各機關無資料管理規範
• 各機關亦無資料管理開放平台
• 資料品質普遍非常差
• 廠商專業素質
• 資訊不公開
• 阻礙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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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管理
• 資料=數位資產
• 資料管理=數位資產管理
• 公共稅收的計畫產出資料是公共資產
• 資料管理是維護公共資產的基礎工作
• 公共資產是全民共有，應開放共享
• 資料管理方案(Data Management Plan, DMP)應
為執行公共計畫的基本工作項目

• FAIR data: 
Findable, Accessible, Interoperable, Reusable

• 示範案例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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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
ecocheck_taichung_201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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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9年度台中市
生態檢核工作計畫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
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11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108-109年度苗栗縣生態檢核工作計畫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
ecocheck_miaoli_2019-2020 12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miaoli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miaoli_2019-2020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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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omap.hccepb.gov.tw/

https://ecomap.hccepb.gov.tw/
https://ecomap.hccepb.gov.tw/
https://ecomap.hccepb.gov.tw/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
計畫資料集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hcc_tcr_ecomap_2020 14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hcc_tcr_ecomap_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hcc_tcr_ecomap_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hcc_tcr_ecomap_2020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
計畫資料集
2020-09-13 新竹市頭前溪無人載具航攝影像

15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hcc_tcr_ecomap_2020-03

https://reurl.cc/2b1Zpr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hcc_tcr_ecomap_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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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tes.google.com/view/2019-eco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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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tes.google.com/view/2021graa-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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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修正草案研商會議 (2021-08-25)

19https://reurl.cc/OkVLqD

https://reurl.cc/OkVLqD


生態檢核必要公開的資料
項次 資料名稱 類型

建議
格式

建議可運用的資料
保存/開放協作平台 功能

1 前期規劃或治理計畫報
告、整體工作計畫書、
提案至施工階段說明會
簡報

文字圖片 pdf 研究資料寄存所 描述工程計畫或前期治
理計畫詳細內容。

2 計畫工程範圍 空間向量 kml 研究資料寄存所 明確標示工程範圍的路
徑或多邊形，kml檔可下
載套疊及導航，利於網
路地圖瀏覽或現勘定位。

3 各階段設計平面配置圖
Google Earth影像套疊

空間影像 kmz 研究資料寄存所 利用Google Earth套疊
設計平面配置、工程範
圍、關注區域，以便瞭
解工程內容及生態友善
設計的實際空間位置。

4 基本設計、細部設計、
施工與竣工圖說

文字影像 pdf 研究資料寄存所

5 生態檢核自評表 文字圖片 pdf 研究資料寄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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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必要公開的資料
項次 資料名稱 類型

建議
格式

建議可運用的資料保存/
開放協作平台

功能

6 關注區域圖 空間向量 kml
gpkg

研究資料寄存所 明確標示工程範圍內的生
態關注區域，下向量檔可
載進一步套疊分析，瞭解
關注區域的實際位置。

7 工程範圍生物分
布資料

影像
文字

jpg
csv

影像及分佈資料發布於
iNaturalist、GBIF
研究資料寄存所保存外
部資料連結

運用公民科學協作開放平
台收集和共享工程範圍的
生物出現觀察紀錄資料。

8 工程範圍生物名
錄

文字 csv 名錄發布於GBIF
研究資料寄存所保存外
部資料連結

運用國際生物多樣性開放
資料平台發布及共享工程
範圍的生物名錄。

9 GPS標記的空中
與地面360全景
影像

影像 jpg Google 街景服務 紀錄各階段工程範圍環境
與棲地的整體狀況，可應
用於虛擬導覽(virtual tour) 
以瞭解工程前、中、後環
境與棲地的變化。 21



生態檢核必要公開的資料
項次 資料名稱 類型

建議
格式

建議可運用的資料保存/
開放協作平台

功能

10 無人載具航拍正
射影像

空間影像 geotif 正射影像發布於
OpenAerialMap
研究資料寄存所保存外
部資料連結

可瞭解、分析工程前、中、
後環境與棲地的變化。

11 無人載具航拍正
射影像 Google 
Earth 圖磚 (map 
tiles)

空間影像 geotif 研究資料寄存所 方便一般民眾利用Google 
Earth套疊比對，以瞭解工
程前、中、後環境與棲地
的變化。

12 保育措施自主檢
表

文字 pdf 研究資料寄存所 保存施工階段保育措施執
行與查核的紀錄，以檢驗
是否落實施工階段的生態
檢核工作。

13 生態檢核成果報
告

文字 pdf 研究資料寄存所 彙整各階段生態檢核成果。

14 生態保育措施計
畫

文字 pdf 研究資料寄存所 描述工程計畫生態保育措
施詳細內容。

15 公民參與現場勘
查紀錄

文字 pdf 研究資料寄存所
22



資料管理應納入計畫合約規範

•資料管理和開放可檢視執行廠商素質及公
共計畫品質

•以資料管理開放落實資訊公開，直接促進
公民參與

•資料管理方案必須納入生態檢核或其他公
共計畫合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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