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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水利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及台灣省/台北市水利技師公會理事) 

 
 
 

一、前言 

自然生態工法基本上是遵循自然

法則，以合乎自然生態環境的概念，

規劃各項治理工程，以減少造成工程

施工後人工構造物對生態環境之衝

擊，其中因溪流生態環境多樣且脆

弱，水生動植物先天遷移條件受限，

更易因工程的施工而遭受破壞，因此

野溪溝渠治理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更顯鉅大。 

往昔先民遇到洪水暴漲損毀農

地，一般都以天災視之，為與自然的

災害抗衡保護其濱臨河溪之土地，大

多利用自然植栽之根力、塊石之重力

及其硬度，以現場環境中易得的自然

資材保護坡岸防止溪流受沖蝕破壞，

使用之材料雖然能抵抗水流破壞的強

度較低，但是順應自然，對生態環境

不易造成傷害。 

爾後因為經濟發展，鋼筋混凝土

理論工法的成熟與普及，且其應用方

便、安全可靠，很快為各項建設工程

所引用，河溪整治亦不可免。同時因

經濟繁榮，土地成本逐漸提高，工程

用地取得日益困難。因此在這時期的

工程設計人員從事野溪治理工程規劃

時，幾乎均以使用最少土地面積、結

構容易施工、工程經費低廉、可達到

安全排洪，保護兩岸土地免遭沖蝕為

主要的目標。常用工法亦大多以鋼筋

混凝土為結構主體應用施工，其安全

性、耐久性亦多能符合一般民眾之要

求。然而，工程完工後卻常使原有充

滿生命力之自然野溪，卻因由人工化

的鋼筋混凝土結構物取代而喪失原有

風貌。堅硬的鋼筋混凝土替代了土質

坡岸；還有平直光滑的結構表面取代

原來盤根錯節之孔洞、樹叢；而且陡

直的壁面，使得原有坡岸通路消失無

蹤。雖然鋼筋混凝土可達到安全排洪

的要求，但是卻戕害了溪流之生命

力。使原本生命盎然的河溪因結構物

渠化而切斷了河溪動物往返的通道，

危害溪流的生態，也在自然與人類間

築起一道高聳的圍牆，阻礙人類親近

自然溪流的機會，工程施工成本或可

減少，而所損失的自然與社會成本卻

無法估計。 

近年來在國人生活品質漸漸提高

之下，對於自然資源保育及深藏於心

底對溪流自然生命潛在需求與日俱

增，原有只講求安全、耐久之工程已

頗受生態保育團體所詬病，亦無法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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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民眾現階段之要求。因此，如何使

溪流整治能具備安全排洪的防洪功能

又可同時保有自然優美的溪流環境已

成為目前溪流整治工程規劃設計的重

要課題。因此乃激起本文的探討。 

本文的組織架構為： 

一、生態工程的規劃設計理念 

1.1 生態工程規劃設計的精神與目的。 
1.2 基本設計概念。 
1.3 溪流整治的原則。 
1.4 規劃設計應注意事項。 

二、生態工程的執行方法 

2.1 自然生態工法的常見結構物。 
2.2 生態工法案例介紹。 

三、結論 

本文的目的是期望水利工程師如

果有機會進行，規劃設計溪流治理工

程時，可適切的考慮使用自然生態工

法以利美化我們的生活環境。 

二、生態工程的規劃設計理念 

2-1 生態工程規劃設計的精神與

目的 

自然生態工法在規劃設計時，應

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考量其應用範圍

及目的，權衡安全、經濟及保育三者

之利害關係。(圖一)治理工法應以水土

保持或治山防災之觀點，設計以安全

為基礎，生態保育為導向的經濟工

法。說明如下： 

 
圖一 生態工程規劃設計時應考慮之要

素  

■安全考量 

當施工地區有特定保全對象(如村

落、道路)、重要維生體系(如水庫、農

生態系)，規劃設計時需先進行水理、

水文分析，對於施設物進行結構及穩

定計算、應力力學檢算及坡面穩定分

析，並就工程竣工後周遭環境可能遭

受的影響進行評估、檢討。盡可能達

到來生態系統或景觀的再生，依新地

形或週邊環境狀況，考量週邊環境、

上下游區域生態及景觀的連續性，設

計適合創造生態系統或景觀的水保防

災構造物。 

■生態保育考量 

當施工地區為生態保護區、特有

或保育生物之復育區、或自然復育演

替可能性高的地區時，應注意工程構

造物的負面效應，規劃設計時亦盡量

減低外物的導入及人為干擾，依據生

物或環境棲地自然復原的推測、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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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依據。在結構安全無虞下，以近自

然工法或生態工程為主，採用之設計

方法為： 

 盡量維持工址原有地形及面貌，

避免生態棲地干擾。 

 在適當之坡降下採多樣性之流速

變化，提供多元的生態棲息環境。 

 儘量以連續性跌水或低壩設計，

達成治水與生態兼顧之理念。 

 盡量採用現地取材方式，融合當

地環境景觀特色。 

■經濟與景觀之考量 

除安全及生態保育考量外，規劃

設計時，另應考量工程設施的景觀

性、及經濟性、及環境資源的永續利

用，並結合當地產業發展，構造斷面

的合理化避免過度設計。工程治理乃

以人本考量，在已治理地區經由景觀

設計後可營造出綠美化環境，利用植

生工程技術可栽植多種類的植物，達

到環境綠美化的功能。 

所以生態工程是以生態系統之自

我維護為基礎，親近自然，透過工程

方法之輔助，以保護或修復自然的生

態環境，以維持生態環境的永續發

展。是故生態工程應秉持著下列各項

精神進行設計與施工： 

1.工程設計應滿足生物需求，達到斷面

之多樣性。 
2.施工樣儘量取之於自然、取之於現

地。 
3.施工過程應避免對環境、生物造成過

大衝擊。 
4.完工的構造物除滿足工程性質外，應

能提供適合生物棲息的微棲地環

境。良好而豐富之植被也可提供生物

一個適當的棲息環境，因此，植物是

生態工程中不可或缺之重要部分。 
根據生態工程之精神，工法之選

擇需考慮當地地質、地形、水文情況、

植生情況、生態環境需求(如特定物種

之培育、保護)、材料取得等當地因素。

相關因素太多，因此並無一定之施工

法可供選擇，而是必須加以評估後，

因地制宜，研擬適當之方式加以施

工。此外，創造豐富而多樣的生態環

境且兼顧安全為生態工程的目的。 

2-2 基本設計概念 

溪流整治進入設計階段時，應是

溪流環境與鄰近相關資源，做有效之

整合。結合現有人為設施及自然環境

(如社區、步道、遊憩景點、水塘、水

生植物、林野等)，提供完善之規劃以

滿足需求。例如基本的安全排洪要

求、潛在對自然環境生態之渴望等。

故所以工程設計人員若擬以生態工法

從事溪溝工程設計時應具備的基本概

念如下： 

■綠帶及藍帶之結合 

將步道、遊憩點與溪流做有效之

連繫，將動線適度引進，以供民眾親

近溪流的機會，進而激發民眾愛護環

境的意識。 

■環境景觀的調合 

治理工程規劃設置人工構造物

時，應考慮人工結構物外覆材質、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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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大小，使之能與周遭環境調會，

並能營造近景、遠景之視覺美感與滿

足。 

■生物走道之維持 

水生生物之走道，一般是指魚、

蝦、鰻等，水生植物移動路線，就工

程而言，主要需考量橫向構造物，如

固床工、潛壩等之體積大小、平滑度、

斜率、落差高低，動線之基流水量、

流速等，以減少水生植物上、下游移

動之難度。 

岸生(兩棲)生物之走道，一般是指

蟲、蛙、鳥獸等陸生動物之濱水路線，

就工程而言，主要考量縱向造物如護

岸、堤防的高差、斜率、粗糙度及岸

坡隱蔽效果等，以降低影響動物進出

移動的難度。 

■水陸域生態之維護 

維護與河溪接攘的兩岸原有地

形、地物如石堆、枯倒木、樹木、花

草叢等，可供陸生動物隱蔽之場所及

營造淺灘、急湍、深淺水潭、泥、礫

質溪床、水濱岸孔洞、以及多孔隙溪

床與堤岸。 

2-3 溪流整治的原則 

避免自然之坑溝、溪流，因整治

工程施工而破壞原有自然之型態，失

去原有溪流之生命力，在整治工程設

計時應注意下列幾項重要原則： 

1.在溪溝用地許可下，儘量維持原有自

然溪溝的蜿蜒度：順應溪溝原有自然

地形，避免截彎取直的行為以維持溪

溝原有風貌。 
2.在排洪安全原則下，儘量減少槽化護

岸構造，維持自然溪岸：如兩岸岸地

地質或環境許可下(例如植生情形，

兩岸土地之使用程度，忍受漫水的程

度等)，以減少人為構造導入，維持

其原有自然的岸坡。 
3.在水利安全要求下，河幅可配合原溪

溝自然形狀之寬狹程度進行規劃設

計：配合原有溪溝自然地質、變化結

構型式，溪床寬廣則規劃為淺灘、親

水區域等；溪床狹窄則規劃成急湍、

深潭等。 
4.在溪流地形條件下營造水域環境之

多樣變化(如河床深淺、砂礫、孔隙、

水流急緩、水體變化)：為維護原有

溪流生態或吸引生物聚集，應順應溪

溝環境營造多樣化水體，配合水生動

植物之生活史及基盤，規劃各樣水

域。(考慮因素如水流流速、深淺、

氣曝情形、水溫、隱蔽等) 
5.水岸環境之營造(如河岸植物之植栽

之蔽蔭、食物來源)：溪岸環境與溪

溝生態息息相關，植生植物之選擇及

栽植，直接影響水域生物的生存環

境。應考慮下列影響性 

①蔽蔭程度：水溫高低。 

②遮蔽效果：動物隱蔽場所。 

③落葉情形：落葉葉質、量(食物鏈

之基礎)。 

④引蟲機能：落水昆蟲量，直接影響

魚種之分佈等。 
6.水質之維護(污水來源管制、處理)。 
7.工程施工之管制：施工路線，機具運

轉範圍之管制，避免因「建設」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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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當破壞。 
8.生物復育之企圖：大體上對生態環境

而言，最佳的建設就是不要導入任何

人為之干擾，然而，就人類的角度而

言，卻很難避免「必要」之惡，因此

如經評估確需實施治理工程時，在因

建設而需破壞生態環境前，工程設計

人員應有旺盛之生物復育企圖，僅最

大力量維護工程區域原有之生態環

境，並於工程時儘量以其他物種的角

度從事設計，以減少生態環境破壞於

最低。 

2-4 規劃設計應注意事項 

2.2.1 生態工法在規劃設計時應

遵循原則如下： 

1.營造自然生態空間：規劃近自然型態

之河岸、溪畔、深潭、淺灘、急流、

湍瀨、岸邊緩流、迴流及高灘地綠美

化、遊憩親水空間。 
2.因地制宜規劃具滯洪功能設施：河溪

整治可利用兩岸高灘地或鄰近河岸

之操場、公園綠地、遊樂場、濕地、

農塘、山坡地之梯田等開放空間，作

為降雨時之滯洪池。 
3.原有河幅河寬地形：整治河段須順應

河道蜿蜒曲折之地形，避免採行平行

等寬護岸之型式佈設。 
4.干擾動物棲息地：整治工程儘可能減

少河道與河岸干擾範圍，並保留原有

之孔穴、亂石堆，避免干擾動物棲息

地，必要時可選擇於岸邊施工，減低

破壞。 
5.於 1 比 1.5 護岸坡度，配合植栽原生

物種，建構較佳化之水岸環境，提供

水域與陸地生物交流演替之生態廊

道。 
6.設計採五化原則：河溪災害防治，儘

可能以下的五化原則辦理，可有效減

低工程行為對環境之影響。 
(1)表面孔隙化(構造物表面能設計具

有粗糙度及多孔柱)。 
(2)高壩低矮化(壩體改變為組合式拱

形落差工或階段低壩工，下游建構

緩坡化廊道)。 
(3)坡度緩坡化(建構棲地廊道與遊憩

景觀)。 
(4)材料自然化(材料多樣化自淨化)。 
(5)界面透水化(護岸及渠低未使用混

凝土促進水資源之涵養)。 
7.拋石創造多孔性之河道與護岸： 

(1)河道及其兩岸波腳拋石或堆砌

石，營造出多孔隙棲地環境。 
(2)混凝土構造物棲地改善，以拋石或

堆砌石營造多孔隙水域，讓水中生

物避難、躲藏、覓食、休息、睡眠、

繁殖。 
8.河道或兩岸砌築水制工、落差工： 

(1)河道中之落差工：可營造出急流、

湍瀨、及下游面之深潭、淺灘；而

經由落差工塑造出之河道水流環

境，可增加水中之含氧量，使水中

生物更愛棲息。 
(2)河溪兩岸之水制工：河溪岸腳水制

工有如丁壩，可保護河岸，亦可營

造河道之蜿蜒度及深潭、淺灘、湍

瀨，建構生物多樣性之棲地環境。 

2.2.2 生態工程所使用的天然資

源主要天然石材和植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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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天然石材： 
生態景觀工程常用石材之種類，

則上以採取工地現場石材利用為主。

惟為配合結構要求及景觀上需求，常

需使用外運之石材。 

2.植物種類： 
近年來常利用植物材料作為邊坡

及河川綠美化之資材，不僅可以保育

河川中生物之基本生存空間，發揮環

境綠美化效果，達到生態共存共榮之

境界。可利用植物種類繁多，其特性

亦各不相同，必須針對不同河川特性

選用所需之植物方能達到防止沖蝕、

穩定邊坡、涵養水源、改善水質及提

供最佳之生物棲息空間等目標。有關

生態景觀工程植物材料之選擇依據可

採用以下原則決定：(1)符合綠美化設

計之目的；(2)能提供較佳之生物棲息

空間；(3)生育習性優良之植物；(4)對

環境適應性強之植物；(5)易於管理之

植物；(6)施工性佳之植物之及(7)供應

來源穩定之植物。 

2.2.3 河岸植栽綠美化設計考

量： 

河溪護岸或保護帶的設置可減緩

河川兩岸土壤侵蝕，截蓄逕流並吸收

農園流失肥料及農藥，以此過濾水

質。而植生保護帶之合理寬度，取決

於過濾放流水之水質，影響放流水水

質的變因甚多，如地形、土壤、土地

利用，水文特性與緩衝帶的植生種類

及其覆蓋度之不同而有所差異。所以

在美化設計上應考慮下列數點： 

1.生態上之考量 
河溪護岸之植栽設計，若考量其

生態上之功能，應以建立濱水區永久

植生帶或生態造林計畫。栽植具有誘

鳥、誘蝶之原生樹種，吸引野生動物

棲息。 

2.景觀上之考量 
可利用便葉、開花之原生樹種，

增加河岸兩岸景觀之變化。 

3.安全上之考量 
河溪護岸如屬結構性之護岸或配

合固床工，於兩岸邊坡利用現地的巨

石與礫石，或是格框植生工法，上層

填植生土袋，下層堆疊卵石的方式，

保護河床防止沖刷。於結構物隙縫

中，栽種固土性強的草花、蔓藤植物

或具有軟枝條之喬灌木。 

4.遊憩之考量 
腹地寬廣的河岸，若非生態敏感

區，可視基地狀況導入親水遊憩活

動，但需隨時注意該區域之清潔與維

護，以免破壞水質。可多利用多層次

的水生植物過濾淨化水質。 

2.2.4 植生綠美化處理： 

植生綠美化應依的氣候及土壤條

件選擇適宜當地環境的植物，以有效

之植生方式，達到快速複層的植被。 

1.植生方法之種類如下： 
(1)噴植：適用於自然崩塌地或緩坡地 

①薄層噴植法：噴植厚度 0~3 公

分，適用於土壤硬度小於 2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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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適合於台灣中部地區植栽的原生樹種 

喬木 灌木 
樹種 花期 花色 樹種 花期 花色 

山紅柿 春 白 杜鵑 春 白、紫、紅 

香桂 春 白 日本女貞 春 白 

山櫻花 春 乳黃白 台灣赤楠 春 黃白 

大葉楠 春 隱紅果 台東火刺木 春 白 

紅楠 春 黃綠 田代石斑木 春 白 

香楠 春 黃綠 呂宋莢迷 春 白 

大頭茶 春 白 柃木 春 黃白 

光臘樹 春 黃白 燈稱花 春 白 

朴樹 春 黃綠 樹蘭 夏 黃 

櫸木 春 淡黃綠 十子 夏 白 

茄冬(重陽木) 春 黃綠 山芙蓉 夏 紅白 

烏心石 春 黃 小葉厚殼樹 夏 白 

青剛櫟 春 黃綠 小葉榕 夏 隱花果 

烏棰 春 黃綠 春不老 夏 紫白 

構樹 春 紫紅 鵝掌藤 秋 黃褐、黃綠 

黃連木 春 黃綠 梧 冬 乳白 

紅淡比 春 黃白 杜虹花 春、夏 粉紅 

楓香 春 米黃 楓港柿 春~夏 淡黃 

鐵冬青 春 白 野牡丹 春、夏 粉紅 

苦楝 春 紫 桃金孃 春、夏 桃紅 

稜果榕 夏 紅 內冬子 冬、夏 米黃 

九芎 夏 白 月橘(七里香) 夏~秋 白 

正榕 夏 綠 黃梔花 春、夏 白 

竹柏 夏 黃白    

杜英 夏 白    

破布鳥 夏 白    

軟毛柿 夏 白    

無患子 夏 黃綠    

雀榕 夏 隱花果    

台灣欒樹 秋 黃    

水黃皮 秋 淡紫    

榔榆 秋 黃綠    

魚木 春、夏 紫紅    

黃槿 夏、秋 黃    

台灣肖楠 冬、春 綠    

台灣海桐 夏~秋 黃白    

水梗木薑子 秋、冬 淡黃    

楊梅 春、夏 聚合果    

釐(山中硬度計測值)之坡面。 

②中層噴植法：噴植於舖設鐵絲網

的坡面上，噴植厚度為 3~6 公

分，適用於軟岩坡面。 

③厚層噴植法：噴植於舖設鐵絲網

之坡面上，噴植厚度為 6 公分以

上，適用於硬岩坡面。 

(2)草苗栽植：適用於一般土質坡面其

坡度小於 35o 者。 

(3)容器育苗栽植：適用於 a.土層薄、

礫石含量多、沖蝕嚴重的地區 b.

棄土石地、無法挖溝植草 c.需迅速

綠化或需補植之地區。 

(4)土袋植生：土壤包可應用於硬質土

穴植育苗。土壤袋系適用於框內植

生、全面舖植、擋土設施及草溝。 

(5)樹苗栽植：把苗木穴植於坡地，植

內規格視苗木大小而定，小苗植栽

通常採行距各~2 公分，挖深、寬

各約 10~30 公分的植穴，穴底置有

機肥或客土後種植樹苗。 

適合台灣中部地區植栽之原生樹

種如表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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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採用自然生態工法作規劃設計的常見構造物種類 

 

項目 規劃設計種類 

護岸 1.植岩互層砌石護岸 

2.單階砌石護岸 

3.箱籠護岸 

4.萌芽樁箱籠沉床 

5.單排木樁蛇籠護岸 

6.木樁捲包護岸 

7.捲包橫向堆疊 

堤防 1.蛇籠堤防 

2.箱籠場防 

3.混凝土砌塊石堤防 

固床工 1.混凝土砌石固床工 

2.混凝土型框固床工 

3.崁石固床工 

4.階梯式固床工 

5.連續式固床工 

6.潛堤固床工 

多孔性擋土牆 1.箱籠擋土牆 

2.砌塊石擋土牆 

3.輪胎擋土牆 

4.混凝土格框擋土牆 

5.木製格框擋土牆 

6.木樁擋土牆 

7.木板擋土牆 

植生護坡 1.打樁編柵 

2.固定框植生工 

3.鋪網噴植 

4.圓木格框護坡 

 

三、生態工程的執行方法 

3.1 自然生態工法的常見結構物 

為減少工程整治對現地環境造成

衝擊與影響，相關整治工法在安全及

經濟考量無虞下，盡量以採取對環境

影響最小的方式(採自然或近自然工法

觀念)進行規劃設計工作，以減緩對環

境的衝擊。有關一般常見構造物考量

採用自然生態工法規劃設計的種類整

理如表一所示。其中護岸的七種可能

的工法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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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岩互層砌石法(圖 2a 及圖 2b)：採

用當地原生樹種之枝條，石材嚴禁

取自其他河川，間隙中可栽植厥類

等耐濕性原生植物。使用塊石護

岸，唯塊石之間並非完全密接，其

間留有孔隙，並以土壤填充。運用

植栽活枝以間層方式插入砌石層，

以其根系固著土壤及砌石，使其抗

蝕力增加，植物之莖、葉更可減少

水流直接沖刷河岸，且施工後即可

增添河岸綠意，所扦插之樹枝萌發

後，可逐恢復為較自然的棲地環境。 

 

圖 2a 植岩互層砌石示意圖 

 

(2)單階砌石護岸(圖三)：可作為擋土

工，防止坡面之局部崩塌破壞，且

表面具有自然的景觀，砌石縫隙之

空間利於動物棲息及植物生長。岸

趾可拋石，製造蜿蜒水際域，增加

生物棲息空間。但本工法因無條型

基礎，高寬比應依實際情況折減。 

 
圖三 單階砌石護岸示意圖 

 

(3)箱籠護岸(圖四)：依實際河況及現地

石材供應條件，可於箱籠單元靠籠

面四周填充較大石材，用以固定籠

形後再於單元中心部份填充現地出

產之顆粒性土石材料。若河岸區可

能發生大量有害沉陷時，運用其高

柔性特質抵抗變形，並可利用其高

滲透性以利排水。 

 

圖四 箱籠護岸示意圖 

(4)萌芽樁箱籠沉床護岸(圖五)：可用於

一般挖填方坡面、崩積土或淺層崩

塌河岸坡面，或低流速、河床質小

及腹地大之河岸。箱籠沉床作為岸

趾基礎保護工，表面可配合各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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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b 塊石乾砌及植岩互層護岸景觀及代表性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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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土植生。前端鋪設大塊石用以固

定沉床箱籠，製造蜿蜒水際面，提

供多樣性生物棲息及遷移空間。萌

芽樁依適當間距配置，並以竹片、

PE 網、鐵絲網等材料於兩樁間編織

成柵。固定滾動土石，改善坡度，

防止沖刷。 

 

圖五 萌芽樁箱籠沉床護岸示意圖 

 

(5)單排木樁蛇籠護岸(圖六)：具低矮

化、透水化及自然化之特性，親水

性及景觀性高。採用蛇籠作為背填

材料，木樁之功用在於輔助蛇籠定

位，需緊急處理之暫時性護岸，重

覆性高、施工迅速簡易。蛇籠高程

應低於常水位，浸水蛇籠可延長使

用年限。 

 

圖六單排木樁蛇籠護岸示意圖 

 

(6)木樁捲包護岸(圖七)：地工合成物

(synthetic)網袋由高分子聚合物材料

編織而成，網目大小可依填充料之

種類而變化。網袋填充物可為含草

種之植生沃土包或植物纖維製成之

團粒，可採用填充捲包作為背填材

料。護岸具低矮化、透水化及自然

化特性，填充植物纖維的捲包可於

大地中分解，適合需緊急處理之暫

時性護岸，重覆性高、施工迅速。 

 

圖七木樁捲包護岸示意圖 

 

(7)捲包橫向堆疊護岸(圖八)：功能及適

用性同木樁捲包護岸。捲包退縮長

度一般為 30cm，或依河岸計劃坡度

調整。 

 

圖八捲包橫向堆疊護岸示意圖 

 

而圖 9a-9f 示五種常見的固床工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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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d 階段式固床工 

 

圖 9-e 連續式固床工 

 

圖 9-f 崁石潛壩及潛堤固床工 

 

 

 

 

 

 

圖 9-a 混凝土砌石護岸及固床工 

 

圖 9-b 混凝土型框護坡及固床工 
 

圖 9-c 崁石固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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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d  階段式固床工 

 

 

圖 9-e  連續式固床工 
 
 

圖 9-f  崁石潛壩及潛堤固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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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生態棲息地理念圖 

3.2 生態工程案例介紹 

以下針對國內生態工法整治兩個

案例作扼要性說明： 

1.設計案例(一)：三芝大坑地區環境綠

美化工程 
(1)排水改善：現地因水流匯集沖刷，

形成約 1.5m×1.5m 之斷面，每逢颱

風豪雨皆有安全顧慮，故施作砌石

護岸及固床工，採用自然生態工法

以配合當地之自然生態環境，以穩 

 

 

 

 

 

 

 

 

 

 

 

定渠道兩岸及溝底刷深等。 

(2)景觀休閒：考量自然景觀為前提，

種植喬木、施做花架及石桌椅等，

提供樹陰及休憩等場所，鋪設石板

步道、觀景平台及水車等，增加地

方觀光資源。 

(3)生態棲息地：如圖十所示，砌石護

岸不溝縫，可提供兩棲類生存空

間，河床不封底及溝底深淺設計，

提供魚類之避難場所，兩岸種植喬

木、灌木，提供鳥類棲息地。 

 

 

 

 

 

 

 

 

 

 

 

 

 

 

 

圖十一 大柳坑整治前下游段 

2.大柳坑水土保持工程 
(1)災害說明：大柳坑水土保持工程位

於彰化縣二水鄉，往二八彎古道旁

野溪如圖十一及十二，常因上游崩

塌之土石伴隨颱風豪雨流，順流而

下，造成既設過水路面，每遇颱風

大雨過後即造成中斷，嚴重影響通

往古道之交通及農民進出採收農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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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大柳坑整治前上游段 

(2)治理對策與成果：本工程屬於上游

崩塌造成土石下移所引起之災害，

因既設漿砌石護岸年代久遠，結構

老舊已產生破壞現象，故以新建鋼

構橋取代原有過水路面，在護岸部

份則以緩坡化格框式護岸設計，利

用現場堆積之卵堆石填入護岸格

框，有效的減少混凝土用量，並可

減少工程剩餘土石方。整治後的面

貌如圖十三及十四所示 

 

圖十三 大柳坑整治後下游段 

 
圖十四 大柳坑整治後上游段 

(3)工程特色：本工程使用之格框式護

岸除了大量的減少混凝土用量外，

並增加表面粗糙度及坡度緩坡化，

除了安全無虞外，更具生態景觀發

展。 

四、結論 

生態工程設計原則是所構想的工

程構造物之設計需依環境特性調查、

水文力學分析等客觀條件，確定需進

行工程構造物(如防砂壩、護岸等)之地

點，對於合乎保護目的的構造物本

身，進行改善構造物之型態與結構以

符合部分自然生態目標的設計，即為

「生態工法」所欲達成的目標。依此

原則，其規劃設計的主要考慮方向是

一、表面粗糙化(結構物表面雜異化)；

二、高壩低矮化(壩體階段化)；三、坡

度緩坡化(棲地廊道與景觀美質)；四、

材質自然化(材料多樣化)及五、施工經

濟化(現地條件與合理規劃) 

結構物以安全、經濟及保育考

量，但仍有時序上的變化、開發尺度

的影響，以及生態棲地干擾、復原間

的區域相互作用。規劃設計時必須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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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特性，因地制宜作靈活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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