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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關鍵詞：野生動物，工程，監測 

 

一 、 研 究 緣 起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屬國家公園的一般管制區與生態保護

區，南安登山口到大分步道沿線野生動物資源豐富，不僅南安到瓦

拉米是重要的遊憩路線，由此以進至大分山區更是進行野生動物觀

察與研究的極佳場所。然此區交通不便，影響人員出入的便利與安

全。為改善南安登山口至大分沿線公共設施與交通現況，將於此區

執行觀景台、步棧道與吊橋的修建整理作業。然而工程的進行與人

員的進駐與出入，可能對野生動物造成衝擊。本研究以鳥類與哺乳

動物為對象，監測與評估相關工程對野生動物的影響，作為保護區

工程管理的參考。 

二 、 研 究 方 法 及 過 程  

本研究對南安登山口至大分沿線以步行方式調查與紀錄沿線

動物活動的痕跡與紀錄，並配合對吊橋工程範圍內外樣點的日夜間

調查，比較工程進行前後與施工前間，以及有無工程進行之路段與

樣點間動物種類與活動的差異。研究期間共進行五次的野外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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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 、 重 要 發 現  

研究結果發現，各次調查紀錄到鳥類與哺乳動物的種類數以八

月份最低，十月份時最高。若將調查路線全線區分為有無工程路段

與遠離工程的大分山區比較，三類路段的鳥種數在施工前的兩次調

查中以有工程路段較多，八月時以無工程路段多，最後兩次則是兩

者相近。此差異或許與工程作業及其對地被植生的整理有關，但影

響應屬局部而暫時。三類路段紀錄到哺乳動物的種類數相近，施工

期有工程路段上獼猴活動痕跡的紀錄減少，但見聞紀錄如舊。此

外，八月時頻繁的直昇機往返可能影響對動物該時的活動有所影

響。比較各類動物在有無工程路段的出現頻度及在一公里區段的出

現率，可發現山羌與山羊在施工期的紀錄低於施工前後的調查，雖

無法確認此差異是否與工程有關，但工程後已見恢復。 

 

四 、 主 要 建 議 事 項  

類似的監測調查，除要有基本資料以資評估比對外，應與工程

的期程搭配，並在工程前提前與工程後持續一段時間進行，才能推

論工程可能的影響。以年度為執行期限的安排可能不甚理想。研究

期間曾發現有家犬入山以及餵食誘引野生動物的情形，基於保護人

員與野生動物安全與預防衝突意外的考量，建議應將加強對入園人

員的宣導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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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英  文  摘  要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trail 

maintenance project on wildlife activities along Nanan-Tafen.  The 

area was surveyed five times during the study.  The study modifies 

Before-After/Control-Impact pair design.  The first and last surveys 

were treated as before- and after-impact conditions, while the 

sections without trail maintenance activities and in Tafen area were 

treated as control conditions.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were 

found in the number of bird species and the activities of certain 

mammals.  However, it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whether the 

variation was related to the disturbance by the trail maintenance 

project.  Even if it were the case, the influence was minor and 

diminished in the last survey. 

Keywords: Wildlife monitoring, impact, trail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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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第一章   緒   論  

 

我國國家公園的設置，是為了保護特有的自然風景、野生物及

史蹟，並提供國民育樂及研究使用的區域，具備有保育、育樂與研

究三大主要目標，近年來更逐漸加強對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生活

型態的尊重。為達成上述看似不完全相容的各項目標，國家公園必

須視區內的生態與人文特性，對轄區進行分區管理。在分區管理的

原則下，住民的生活空間、遊客的遊憩景觀區、以及自然生態的保

護區應有不同的規劃與開發標準，以確保國家公園的整體功能。  

 

玉山國家公園是位居台灣中央地帶的高山型國家公園，域內有

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布農族文化。玉山國家公園南安至大分一帶的東

部園區，在日據時代之前是布農族傳統的生活領域，區內保有布農

族的舊址，清代與日據時代的古道，以及布農族抗日的諸多遺跡，

深具人文歷史價值。此外，區內的生物資源豐富，甚可發現如黑熊、

水鹿、山羊等中大型哺乳動物的痕跡與身影。目前除山風步道口到

瓦拉米健行步道兩側25公尺範圍內為特別景觀區以外，東部園區大

部分的區域皆屬生態保護區。依國家公園法的定義，生態保護區是

指為供研究生態而應嚴格保護之天然生物社會及其生育環境之地

區。此外，如前所述，東部園區除具生態上的重要性外，亦保有相

當豐富的文化資產。這樣的區域除具保存價值外，也為生態與文化

研究者提供珍貴的研究場所，並且是原住民尋根溯源與文化傳承的

重要基地。  

 

基於生態與文化上的重要性，南安至大分一帶屬應加強保護與

管制使用的區域，對這樣區域的規劃與開發，應該格外審慎為之，

不宜以一般管制區甚或大眾遊憩區的方式規劃與開發。然而，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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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對野生動物影響監測  

管理、研究與從事相關生態與文化活動的需求，適當的步道、山屋

與告示牌等設施仍是必要的。如何在設計與施工的同時，兼顧保護

區的景觀與生態維護，減少對野生物與環境的衝擊，考驗著執事者

的智慧。在注重生態工法的當下，這樣的考量更形重要。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南安到大分一段（圖1-1）的交通一向不

便，往來仰賴沿線的步棧道系統與吊橋，或是直昇機的運輸。雖然

不便的交通可減少過度遊憩對此區生態環境的衝擊，但卻也對園區

管理、研究工作的補給運輸、與遊憩活動造成極大的不便。因此，

安全而適度之交通系統的修建與維持仍有必要性。過去幾年間，此

區段大部分的管理設施已陸續完工，今（民國92）年將進行的大理

石溪與大分兩處的吊橋工程、佳心觀景台的興建、以及山風至大分

間步棧道的改善工程。這些路段與設施的整修，可望解決南安到大

分全線的通行問題。然而，設施的興建與施工的動作會對環境造成

改變，施工期間人員器械的運送、進駐與活動，可能會干擾到野生

動物。由另一角度來看，進入山區的人員也可能會受到野生動物的

影響。 

 

過去監測資料顯示，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一些哺乳動物的活

動，似乎會受到工程進行期間人類活動的干擾。例如此區的台灣黑

熊在每年殼斗科植物結實季中會在大分地區活動，然在民國90年大

分山屋修建期間，即便鄰近區域有豐富的殼斗科果實資源，黑熊的

活動卻有明顯的減少，推測其可能受到工程進行中人類活動與器械

聲響的影響。但這樣影響的時效並不長，該區黑熊的活動在工程完

成兩週後便告回復。 

 

野生動物對人類活動區域的反應也不盡然是迴避或逃離，如獼

猴與野猪會使用人類的作物，黃鼠狼與鼠類更常登堂入室與人共享

居所或食物。過去在大分地區曾有台灣黑熊進入山屋與取用人類食

物的案例。野生動物與人類間距離的縮小，可能使動物或人類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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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直接的傷害，也可能因為人畜間的接觸而相互傳染疾病，例如恙蟲

病、漢他熱與萊姆病等的感染便與野生動物的接觸有關，不可不慎。 

 

為監測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於本年度進行之南安至大分間吊橋

與步棧道改善工程對野生動物的影響，本計劃擬以鳥類與哺乳動物

為對象，於工程進行前，進行中與完工後，調查並比較工程地點與

遠離工程之對照樣站動物活動的情形，記錄工程期間施工與人員活

動對環境的影響，及完工後的環境狀況，以監測相關工程對野生動

物的影響，作為未來工程管理上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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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對野生動物影響監測  

 

 

圖1-1 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登山口至大分的步道（白色區域）

與公里里程標示（黑色旗幟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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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研究方法

 

第二章   研究方法  

 

要監測工程對環境或野生動物的影響，最好要包含時間與空間

上的比較。在時間，可於施工前、施工中、與完工後進行動物調查，

並與過去對此區的動物監測資料加以比對。在空間上，對工程範圍

內與範圍外選擇樣站進行調查，以比較施工地點與遠離施工區動物

活動的差異。採行如此調查設計的原因在於動物的活動會有季節上

的變化，如只比較工程地點施工前後動物活動的差異，可能無法區

分季節與工程的影響，若是增加對施工範圍外樣站的調查，則可經

由對部不同時間與空間之動物活動狀況的交互比較，探討工程對動

物活動的影響。  

 

本年度於玉山國家公園南安至大分沿線發包進行的工程計有：

大理石溪與大分兩處的吊橋工程、佳心觀景台的興建、以及山風至

大分的步棧道改善工程（表2-1），各工程點的相對位置如圖2-1。

其中步棧道的改善工程中包括有全線的砍草與整理路跡、舊有棧橋

或階梯面板更新與油漆、新建棧橋、新建階梯、陡坡岩塊整為階梯、

砌石、岩方打除、路徑整修拓寬等。為監測上述工程對野生動物活

動的影響，本研究將相關工程區分為兩類，一為兩座吊橋的施工，

另一為沿線各項步棧道整修工程，利用動物調查的方式，取得沿線

各類動物相對活動量的資料，比較工程點（或路段）與無工程進行

之調查點（或路段）間的差異，以及工程進行前、進行中與完工後

三階段間的差異。  

 

為比較兩吊橋施工前後，施工範圍內與範圍外動物出現與活動

狀況的差異，在兩吊橋施工範圍內與範圍外分別選取四個樣點（圖

2-1），樣點間相距至少兩百公尺，於每次調查中對各樣點進行日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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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對野生動物影響監測  

與夜間調查各一次。每次在調查點停留五分鐘，紀錄目擊與聽到動

物的種類與數量。為比較施工對沿線動物活動的影響，於每次調查

的來回途中，沿步道搜尋紀錄動物的活動跡象，以此資料比較有無

工程進行之路段動物活動量的差異。 

 

在吊橋施工對動物之影響資料的分析上，分別將各吊橋施工範

圍內與施工範圍外四個調查點的資料合併，區分日間與夜間的調查

結果，比較兩吊橋工程前後與施工範圍內外的差異。對有施工與無

施工路段的比較，以一公里長的區段為單位，由步道起點（0 K）到

大分吊橋（40 K）處區分成不同區段（圖2-1），再將各路段分為有

施工或無施工的路段，比較各類動物在各路段出現的情形，以及施

工前、施工中、與施工後的差異。另於各次調查中，皆沿山中小徑

對大分以內山區進行調查，以此作為無工程進行之路段的資料，以

檢視動物之出現與活動在不同月份或季節間的差異。 

 

研究期間對哺乳動物的調查紀錄，可區分成兩大類，一為當時

目擊或聽到叫聲的記錄（以下稱為見聞紀錄），另一為對動物活動

痕跡的紀錄（以下簡稱痕跡紀錄），如排遺、拱痕、食餘、或被其

他動物捕食後的殘骸。這兩類紀錄分別可代表動物即時的活動狀況

或頻度，以及動物在過去一段時間活動的累積紀錄。受到工程的干

擾時，動物可能會減少在施工地點附近的活動或改變活動的時間，

以致即時見聞紀錄減少，但仍可在痕跡紀錄中發現，或是會遠離工

程路段，以致累積的痕跡紀錄減少。考慮上述，在進行資料分析時

將分別計算見聞與痕跡兩類紀錄，以便檢視與討論工程對動物的可

能影響。 

 

至92年底止，共完成五次調查。五次調查的時間為五月、六月、

八月、十月與十二月。五月調查時各項工程尚未進行，調查所得可

視為施工前期的資料。六月調查時，步道前段已開始運送工程材料

與整修路面，後段則僅進行除草與測量等動作。八月調查時全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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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工程與兩處吊橋的興建皆在進行中，此期為工程全面展開的階

段。十二月調查時，除大理石溪吊橋尚未完全完工外，其他各工程

皆已完成，沿路僅剩少數待吊掛外送之器材機組。在八月的調查中，

由於受到天候的影響，未能進行大分吊橋八個調查點的日間調查十

月份大理石溪吊橋八個調查點的夜間調查，以及十二月份兩吊橋的

日夜間調查，也都因天候與行程上的限制，無法完成。由於前三次

調查結果顯示日夜間定點調查所得的動物活動紀錄甚少，調查所得

提供的訊息有限，因此未再設法補齊此部份的資料。此外，在六月

的調查中，未對36K到39K的路段進行調查，故以下比較有無施工路

段三次調查間的差異時，將第二次以外各次調查中之36K至39K的資

料扣除，以避免因調查路線長度不同造成的影響。因此，無施工路

段共計14個一公里的區段，施工路段則有22個一公里的區段。  

 

為了解工程的進行與人員的出入進駐對環境與影響，於施工前

後紀錄吊橋與新建棧道周圍的環境，並記錄工地附近與沿線廢棄物

與垃圾棄置的情形，工程器械機組聲音傳播的情形，人員在工地以

外區域活動的跡象等，以了解人為干擾的情形，並提出對未來工程

管理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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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南安登山口到大分山區沿線步棧道整修工程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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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玉山國家公園南安至大分沿線工程施工地點標示（星

號）與定點調查樣點（空心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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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與討論  

 

調查期間於研究區域共記錄到65種鳥類與18種哺乳動物，各次

調查中記錄到動物的種類數以10月最高，鳥類與哺乳動物分別為45

種與15種，8月時最低，記錄到34種鳥類與11種哺乳動物（圖 3-1）。

由於野外調查時對偶蹄目、食肉目與獼猴之活動紀錄的辨識與掌控

較為完整與一致，故之後對於哺乳動物活動紀錄的分析，會進一步

檢視這三類群動物的資料。五次調查中對偶蹄目等三類動物調查到

的種類數相近，皆在八種與九種間。 

 

五次調查對有工程路段、無工程路段與大分山區記錄到鳥種類

數的差異如圖 3-2所示。整體而言，三區中以大分山區的鳥種較少，

除第二次與第三次外,有工程與無工程路段記錄到的鳥種數目相

近，且鳥種數在各次調查間的變動趨勢亦相仿。此外，在工程尚未

全面展開的第一與二次調查中，有工程路段的鳥種類數多於無工程

路段，在工程進行中之第三次調查的結果，則以無工程路段的鳥種

類數較多，最後兩次調查兩路段的鳥種數相近（表3-1）。比較施工

路段在第三次調查中較前兩次減少的鳥種，除部分種類因季節變換

而離境或減少鳴叫外，另減少的一些在森林底層或灌叢中出現的鳥

種（表3-2）。這樣的差異或許與步道清理整修作業對路旁坡面與林

下植生的整理有關，但應僅有暫時與局部性的輕微影響。 

 

進一步檢視於各路段中對個別鳥種之記錄在施工期與前後的差

異（表3-2），除藍腹鷴外，大抵未見到可能與施工有關聯的變化。

而在對藍腹鷴的紀錄方面，前四次調查記錄到藍腹鷴出現的地點皆

屬於無工程路段與大分山區，而最後一次工程大致完成時的調查則

在工程路段記錄到藍腹鷴的出現。此外，比較三類路段鳥種組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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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可發現如灰林鴿、綠鳩、大赤啄木等森林屬性較強的鳥種

要出現在大分山區。 

 

研究期間在不同路段對哺乳動物見聞與痕跡紀錄的結果如表

3，圖3-3則為調查有效性較一致之三類群哺乳動物種類數在各次

查與不同路段間的變化。整體而言，於大分山區見聞的種類數較

兩類路段多一或兩種，有無工程路段間的差異有限。而在痕跡紀

上，除對大分路段五月份記錄到種類較多外，其他各次調查中三

路段間的差異不顯。五次調查中，第三次紀錄到痕跡與見聞的種

皆低，檢視各類動物在有無工程之區段與月份間的差異，可見偶

目動物的出現在區段與月份間無明顯變化；有工程路段在步道上

現的台灣獼猴活動痕跡較少，但仍能目擊獼猴或聽到其叫聲。由

第三次調查到的哺乳動物種類在有無工程進行路段中皆低，無法

陳工程的影響，然該次調查中吊送機組材料的直昇機往來頻繁，

許其所造成干擾的影響範圍可及整個山區，以致大分山區動物的

動也可能受到波及。 

 

此外，檢視三類路段哺乳動物紀錄中種類組成的差異,可見大分

區水鹿出現紀錄穩定，而食肉目動物的出現紀錄較少。水鹿紀錄

要出現在大分山區的現象，在施工前後皆然，且亦見於過去對此

的調查，推論與工程間的關聯性不大。而大分山區食肉目的見聞

痕跡紀錄雖然較少，但其他研究於此區架設的自動相機仍捕捉到

種哺乳動物的活動紀錄。 

 

為探討工程對各類動物出現頻度的影響，取哺乳動物之見聞與

跡紀錄，計算各類動物紀錄在有無施工路段出現的總頻度與出現

（各類動物痕跡出現之一公里區段數佔有或無工程進行之所有一

里區段數的百分比），並比較各次調查間的差異。結果如表3-4

表3-5所示。整體而言，山羌活動痕跡與見聞紀錄的總頻度與路段

例皆以施工前後的兩次較高，工程進行中的第二至四次調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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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且不論是有或無工程的路段皆然。第三次調查中山羌在無工

程處的出現路段比亦低，可能亦與當時直昇機吊掛運輸作業的干擾

有關。長鬃山羊的活動痕跡與見聞記錄亦以在第一次與第五次調查

中較多，三次工程期間調查所得較低。在此無法斷言工程的干擾是

造成上述各項差異的原因，但至少在最後一次調查中各類動物的活

動量皆較之前數次高，顯示即便動物活動曾受工程影響，但在後期

皆已陸續恢復到工程前的水準。 

 

由於受到天候與行程安排上的限制，研究期間未能依原先的規

劃完成對兩座吊橋工程範圍與範圍外的定點調查。大理石溪吊橋工

程範圍內四個樣點在五次日間調查共紀錄到四種哺乳動物（表

3-6），15種鳥類（表3-7），範圍外則為一種哺乳類與18種鳥類，

工程範圍內外樣點鳥種差異大。五次調查中以第三次調查到的種類

最少，且在工程範圍內外樣點皆然。夜間調查僅在工程範圍內的樣

點紀錄到三種哺乳動物與兩種鳥類，範圍外樣點無任何鳥獸活動的

紀錄。大分吊橋工程範圍內四個樣點日間調查到兩種哺乳動物，16

種鳥類，範圍外的樣點調查到13種鳥類，內外鳥種的共通性較高。

大分吊橋樣站夜間調查到之哺乳動物與鳥類的種類分別為四與三

種，兩者間與各次調查間的差異有限。 

 

兩吊橋在工程範圍內外結果的差異，或許與樣點位置有關。大

分吊橋施工範圍外的樣點位於大分以內山區，受到沿線施工的影響

較小，而大理石溪吊橋工程範圍外的樣點仍位於其他工程的施工路

段中。配合前述全線調查所得鳥種類數在無施工路段的變化不大，

在施工路段而工程期間鳥種較低的現象，大理石溪吊橋工程範圍內

樣點第三次調查與範圍外樣點第二及三次調查中鳥種類數的偏低，

或許無法完全排除工程進行造成的影響。 

 

綜合上述，可發現南安至大分沿線相關工程的進行，對沿線某

些動物的活動似乎有所影響。其中以日行性動物受到的影響較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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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部分動物會因工程而減少對步道路面的使用，但仍會在與步道

相鄰的環境出沒，且其在道路沿線的活動頻度在工程結束後已見回

升。上述結果顯示本研究監測之工程對野生動物僅有局部且暫時的

影響，有效地掌握與縮短工程進行的時程，可以降低工程對動物的

干擾與衝擊。 

 

本年度研究區內工程與步道整理等作業前後的環境景觀，整理

如附錄一。整體而言，除較為耗時的吊橋工程施工期程較長外，其

他路段的整修作業多在十月間完成，影響的規模與時間有限。吊橋

與棧道的工程採在外備妥材料後，由直昇機吊掛入內組接的方式進

行，因此除直昇機往返與裝卸器材期間聲音的干擾較大外，施工的

規模與工程進行時的噪音皆不大。尤其是吊橋工程因地點臨溪，施

工時發電機組的聲響多為流水聲掩蓋，影響亦有限。本研究於調查

初期，曾於區內發現狗的出沒，後由工程人員協助帶離山區，此外，

未見工程人員有攜帶寵物入山的情形。依調查期間的觀察，施工單

位對工程廢棄物皆有妥善整理。最後一次調查期間，部份工程尚未

完工，部份建材器具尚待運出，此外並無其他廢棄物留置現場。另

於研究期間發現山區有人放置食物與引流溪水餵養與誘引野生動

物，這樣的行徑會影響動物的行為，或改變野生動物與人的關係。

尤其是大分山區有熊的出沒，國外案例顯示熊會受到人類的食物與

垃圾誘引，甚至因此接近人類或造成傷人事件，對此不可不慎。未

來應將加強對進入山區人員的管理與規範，以預防可能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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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各次調查中施工與非施工路段哺乳動物見聞紀錄在一

公里區段的出現率與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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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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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各次調查施工與非施工路段哺乳動物痕跡紀錄在一

公里區段的出現率與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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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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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吊橋工程範圍與範圍外定點調查鳥類的結

果。表中所列資料為各類動物紀錄出現的樣點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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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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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各次調查中紀錄到哺乳動物與鳥類的種類數。 

 

 

 

圖3-2 各次調查中於不同路段紀錄到鳥類的種類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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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各次調查中於不同路段對哺乳動物見聞與痕

跡紀錄到的種類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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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議事項 

 

建議一 

（建議主題）：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類似的監測調查，除要有基本資料以資評估比對外，應與工程

的期程搭配，並在工程前提前與工程後持續一段時間進行，才能推

論工程可能的影響。以年度為執行期限的安排可能不甚理想。建議

可設計特殊機制持續蒐集與紀錄可作為未來監測基礎的基本資料。 

  

建議二 

（建議主題）：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研究期間觀察到有家犬進入山區逗留，以及人類放置食物誘引

野生動物的情事。類似的行徑可能會對傳播疫病、干擾到野生動物

的活動與生存、或改變人與野生動物間的關係。建議加強對進入山

區人員的宣導與管理，規範人員的行為，以防範可能造成的不良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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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工程地點環境景觀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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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KM：棧道整修油漆前。   整修好步道。  

 

4.99KM，整修前。   4.99KM，整修後。  

 

 

 
8.0KM，施工前。   8.0KM，完工後。最上端

木梯已有鬆脫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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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8.82KM，橋面板更換與油漆

後。  
 9.75KM，新建棧橋完工後。  

 

25.8KM，新建棧橋完工後。    21.45KM，新建棧橋完工後。   

 

23.45KM，新建階梯施工前。   23.45KM，新建階梯完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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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對野生動物影響監測  

 

24.55 KM，新建棧橋完工後。  23.44，路徑整修後。  
 

 

26.18KM，新建棧橋施工前。   26.18KM，新建棧橋完工後。  

 

28.12KM，新建棧橋施工前。   28.12KM，新建棧橋完工後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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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32.12KM，新建棧橋施工前。   32.12KM，新建棧橋完工後。  

 

8.4KM，砌石完工後。   23.55KM，新建棧橋完工後。  

 

23.54KM，新建階梯施工前。   23.54，新建階梯完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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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對野生動物影響監測  

 

佳心，中廊，施工中。   佳心，中廊，施工中。  

 

佳心，中廊，施工中。   佳心，中廊，完工後。  

 

佳心，涼亭，施工中。   佳心，涼亭，完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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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佳心，廁所，施工中。   佳心，廁所，施工中。  

 

佳心，廁所，完工後。   佳心，廁所，完工後。  

 

佳心，景觀台，施工中。   佳心，景觀台，完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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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對野生動物影響監測  

 

理石溪吊橋，施工中。   大理石溪吊橋，施工中。  

 

理石溪吊橋，施工中。   大理石溪吊橋，施工中。  

 

分吊橋，施工前。   大分吊橋，施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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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大分吊橋，施工中。   大分吊橋，施工中。  

 

大分吊橋，完工後。   大分吊橋，完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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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對野生動物影響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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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附錄二 歷次會議結論辦理情形 

壹、審查會議暨期初簡報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會議地點：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三樓會議室 

主    席：林處長青 

紀    錄：楊舜行 

出席單位：國立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理研究所     吳海音 

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陳隆陞、吳和融林、 

 蘇志峰、鄭瑞昌 

 

會議記錄處理對照表 

意見 

單位 
建議事項 處理情形 

今年度工程分三類型，吊橋、景觀平台、

步棧道，如有可能希能分類加以研究 

已修正研究，對

步棧道沿線與兩

座吊橋工程，分

別進行監測。 

監測範圍之文字敘述修正為登山口道大

分間之範圍 

已修正監測範圍

的敘述 

可能在研究結束後工程尚未完工，是否能

持續蒐集資料？ 

會視工程實際進

度於年度結束後

持續進行監測作

業 

結論 

執行期間調整為自九十二年六月一日起

至九十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已修正計劃執行

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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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

會

主

出

會

 

 

工程對野生動物影響監測  

、期末簡報  

議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十二月十九日上午十時整 

議地點：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三樓會議室 

    席：林處長青（陳副處長隆陞代） 

席單位： 國立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理研究所     吳海音 

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議記錄處理對照表 

意見 

單位 
建議事項 處理情形 

表五及表六的月份有二種表現寫

法，是否代表不同月份之調查，請

予註記解釋。 

已於報告中加註說明。

出現路段比之百分比值，請述明方

法。 

已於報告中加註說明。

請於繳交報告時，一併附上附頁所
拍之相片光碟檔案。 

將於繳交報告時一併

提供。 

工程結束後工程廢棄物處理是否妥

善？有無遺留殘留食物？ 

調查期間未發現施工

單位任意棄置工程廢

棄物與殘留食物，已於

報告中加註此項說明。

結論 

大分步棧道之整修、14K 吊橋工程，

建議應持續監測工程對野生動物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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