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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夏的颱風禍害特別大，先有敏督莉帶來死傷

慘重的「七二水災」，接著艾利颱風造成更

大規模的山崩和土石流，甚至整個部落被活埋，城

鎮水淹及肩，奪走人命和財產損失更遠甚於前者。

台灣究竟哪裡出問題了？驚恐之餘，產官學界忙於

追究禍因並交相指責，諸如天災難測、人謀不臧、

生態工法不一而足。其中生態工法受到波及，頗令

我們環保人士錯愕不已。

生態工法的錯？

出現「七二水災」後，不少工程界人士以為山

崩和河川潰堤，很多是「生態工法」引起，理由是

這個工法少用水泥因而「硬體強度不夠，無法抵擋

強大水力、安全度不足」云云。

生態工法是人類基於對生態系統的深切認知，

為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和永續發展，所採取的工程建設方法。

用這個工法整治的崩塌地及土石流，絕大多數通過敏督利颱風的考驗。

土石流與崩塌地整治在用植栽恢復山坡強度前需做三個基礎工事。

a、裂縫填補（圖片提供／吳清泡）

b、打樁編柵 c、截水排水

孰優孰劣 立見真章

中間一段全長百餘公尺的水泥護岸經過洪水沖刷，除

了柔腸寸斷之外，河道也明顯刷深。左邊這段都還不

能算是一百分的砌石護岸，都已經能夠抵擋七二超大

洪水的威脅了。右邊這斷縱使只是連結水泥護岸尾端

的砌石，仍舊相當完好。這個護岸整治護岸位於南投

縣中寮鄉清水村下水堀永豐橋上游，兩種不同工法面

對敏督利颱風的檢驗，優勝劣敗立現，究竟該選擇哪

種工法民眾心裡有數！（圖片提供／曾賢晴）

文／陳若曦

圖片提供／郭清江

郭清江
生態工法的台灣推手

永續台灣 41

「用打樁編柵或石籠建設河堤，上面種點

花花草草什麼的，」有人滿口不屑，「美觀有

什麼用？這種工程簡直是花拳繡腿、豆腐

塊！」

我半年前才聽聞「生態工法」一詞，但也

知這是誤解，若非道聽途說，便是存心栽贓。

然而生態工法要如何理解？最近專誠請教公共

工程委員會副主委郭清江，總算有了個較完整

的概念。

「政府兩年前才推動生態工法，用這個工

法整治的崩塌地及土石流，絕大多數通過敏督

利颱風的考驗。」

他以最新的考察資料和照片說明，用生態

工法整治過的山坡，未遭損害的達九成以上，

輕微損害者約百分之七，嚴重損害者不到百分

之二，可見安全性相當有保障。以埔里為例，

一百多處崩塌地用生態工法整治，僅有兩處又

被雨水沖垮。

「打樁、編柵、砌石、植栽，這些促進美

觀和生物多樣性的作法，都屬於生態工法的末

節了。」他強調說，「事前對工程的物理系統

和生態系統做審慎的考量才是主要的。生態工

法包含水土保持和永續經營，在目前的台灣其

實牽涉到國土重新規劃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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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然和諧相處

何謂生態工法？

「它指的是人類基於對生態系統的深切認

知，為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和永續發展，所採

取的工程建設方法。」

他並強調，這種工法重視生態、安全和永

續功能，要做整體性的系統考量，並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主旨是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

相處，揚棄「人定勝天」的成見。

「它首先考量必要性，不需要做的工程就

不做，減少資源消耗。」

對一位工程官員，這句話堪稱擲地有聲。

長年以來，官員和民意代表莫不對各類大小工

程趨之若鶩，因為工程建設是考績和政績的代

名詞，還不提可能的官商勾結所包含的種種好

處了。

郭清江曾在公路總局要拓寬南迴公路香蘭

至大武段的現勘會議上，以破壞環境及並無交

通需求的考量，否決了拓寬案。然而他也同時

提出，部份路段改設單向超車道，以便解決重

型車輛在爬坡段造成的壅塞問題。

他也否決了南橫公路東段（台東縣海端鄉

境）隧道興建計畫，提出改以裂縫修補的源頭

處理方式來解決問題。

也許有人罵他「擋人財路」，但他確實解

決了問題，也為國家省下公帑，知情的官員和

百姓莫不心悅誠服。我以為，起用郭清江這樣

的人，讓我們對政府官員耳目一新，應該是陳

總統的一項政績。

台大實驗林及信義鄉公所之原木護坡通過敏督利颱風

的考驗。

不惜多管閒事

花甲之年的郭清江，衣著樸素，態度溫

和，沒一丁點官僚架子；敘事層次分明，有理

有據，正是不尚空談、做事第一的正港工程師

形象。他直言敢言的作風是一貫的，常自然流

露在日常生活上。朋友都知道，有一回他經過

花蓮三棧溪畔，見到兩名男子在河中電魚，立

即提高嗓門叫喊：「喂，你們兩個懶惰鬼，魚

要用釣的啦！」喊得那兩人不得不羞愧而退。

他認為，愛鄉愛土人人有責，不能怕「多

管閑事。」

我在九二一地震後次年夏天，應聘為南投

縣駐縣作家一年。那年六月，郭清江應陳水扁

總統邀請，從美國回來擔任重建委員會副執行

長。由於同在南投走動，也在朋友家見過，對

其人其事不

算陌生。他

是竹南人，

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航太

工程博士，

曾因主張人

權和獨立建

國等言論，

被國民政府

列入禁止入

境的「黑名

單」長達廿

年。這回投

入救災，抱

著要搶回那

目前的生態環境

1.為了經濟發展，著重於土地開發而忽略了生態環境的保護。

2.錯誤的政策,將人民及產業移到山上。

3.山區道路之闢建及超限利用,嚴重破壞水土保持及山坡的穩定。

4.工法偏差，治標且只重功能及安全。

5.過去公共工程執行的偏差，故到處是水泥化的建設，形成一種違背自然的文化。

6.對大地豪取掠奪,造成非永績的生產與消費。

錯誤的政策與工法

1.森林生態系：山坡地超限利用，以及道路興建，造成土石流與大面積崩塌地，嚴重破壞森林生態系。

知識小窗
2.河川與溪流生態系：上游攔砂壩、中游水壩中斷溪流連續性，下游河道溝渠化及直線化，改變溪流環

境，影響生態結構與生物分布。

3.濕地生態系：廢土堆集、廢水排入、填土開發等，使台灣濕地瀕臨絕跡。

4.湖泊、水塘生態系：湖泊淤積、水塘逐漸被消滅，喪失滯洪及生態功能。

5.河口海岸生態系：嚴重的侵蝕以及築堤、投消坡塊，造成環境的破壞。

認識生態工法

生態工法係指人類基於對生態系統的深切認知，為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展，採取以生態為基

礎、安全為導向，減少對生態系統造成傷害的永續系統工程皆稱之。

生態工法需考量如何讓兩個系統相輔相成：

不當治水策略造成生態環境破壞磺溪兩面高堤，三面

光，生物棲地嚴重破壞，魚蝦不駐，人水隔離，親水

性盡失。（圖片提供／施慈魂）

草嶺地區在敏督利颱風後，野溪無損水質清澈。植栽穩定土石，溪水清澈，乾砌石銷能穩定河

床，創造多孔隙豐富生態。（圖片提供／蘇俊豪）



第49期
2004年11/12月

45

失去為家鄉服務的歲月，一日當作兩日使用，

爬遍了南投大大小小的山頭，發展出一套土石

流治本工法，讓大地恢復生機，這正是國際先

進觀念的生態工法。此外，他堅持雇用在地

人，也為地震災區創造了五千多就業機會。南

投人說到郭清江，真是點滴在心頭。

「在地人一起工作，」他說，「可以培養

鄰里感情和社區意識；有了患難與共之情，更

可增進居家環境的安全，減少災難發生。」

筆者正因親眼目睹土石流的慘象，對於生

態工法整治過的地方，深感對比強烈，高低立

見，優劣不言而喻。台灣中部土石流最嚴重，

像古坑、水里、埔里、中寮、竹山等地都是常

發區，然而那些經過生態工法整治的地方，歷

經兩次特大豪雨都沒有重大災情。只見邊坡綠

意迎人，一派欣欣向榮，野溪則水流清澈，魚

蝦逐漸回駐。

生態失衡

「除了艾利這種特大雨量是天災外，一般

土石流都因山坡濫墾，生態失衡所致。」

誠然。長年以來，台灣在發展建設和繁榮

地方經濟的口號下，對土地過度開發，山坡濫

墾，佔用河川地等等，破壞森林生態是有目共

44

睹的事。郭清江特別指出修築公路和工法偏差

兩項，表示再不改正的話，今後的山崩和土石

流將源源不斷，而且災情每下愈況。天下沒有

白吃的午餐，台灣要為過去的錯誤政策付出代

價了。

「築路是生態最大殺手。」

他以美國西部七州的山坡土壤流失數據說

明：假設自然流失的土壤量為一單位，耕耘土

地造成的流失量是其三點五倍，而建道路用地

則流失量高達一百廿四倍之多！只要看看台灣

從海邊到山上，柏油馬路四通八達；交通發達

更吸引民眾上山，反過來又向縱深開發、開

路，形成惡性循環，山崩土石流豈有寧日？

工法偏重水泥化也是一大禍害。以整治河

川為例，傳統工法以混凝土護岸，甚至河底也

鋪水泥，把自然河流變成人工水溝，醜陋不

堪，也使魚蝦也絕跡。光面水泥排水快速，無

法涵養水份，也無動植物淨化水質，平常不是

乾涸見底就是淤積為臭水溝；大雨時則水流湍

急如洩洪道，幾天不雨又助長乾旱，真正是禍

害。可惜工程

界長年安於表

面風光、快速

見效的水泥工

法，著實積習

難改，就是一

般老百姓也習

慣了混凝土的

「安全」錯覺，

要轉變心態來

接 受 生 態 工

法，尚須有心

人士一起努力

才行。

「生態工法師法自然，既環保也很省錢。」

他以統計資料說明，邊坡的整治比傳統水

泥工法節省九成費用，野溪的整治可節省四成

到八成費用。

省錢又環保

我以為，生態工法省錢是好，它創造的利

潤才更誘人！

看看那些美麗邊坡和堤岸，以及因它而復

育的山川自然生態，除了美化我們的生活，不

也正是大家念茲在茲的「生態旅遊」資本嗎？

台灣四面環海，高山聳立，只要保護好這天生

麗質的地貌，就可提升國際觀光，不但能推銷

台灣形象，又能創造外匯收入，稱得上「百利

1.工程的物理系統─需做整體性的系統思考，系統內每個單元的物理性及彼此間的關聯性有深切的認知。

2.瞭解生態糸統的特性─包括能自我調適,重組,有限制性，多種回饋系統及連貫性等，並減少對生物棲息

環境的干擾,維持其食物鏈及世代衍替所需環境之完整性。

生態工法成功之要件

1.觀念及心態需做調整(尊重自然的心態工法)。

2.需做整體性的系統考量。

3.對現有生態環境認知。

4.減少營建工程對生態之衝擊到最小程度。

5.研究可能造成安全問題之因子，從源點將因子袪除。

6.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7.不需要做的就不做，減少資源之消耗。

8.生態工法必須涵蓋規劃、設計、施工、維修養護及拆除五個階段。

生態工法整治土石流及崩塌

1.土石流是水與鬆懈之土石混合順坡流下，沿途刮傷土石加入行列，而造成滾雪球效應。

2.主要因子：水、土、石及坡度

3.鬆懈土石來自崩塌及沖蝕，裂縫及水流是崩塌最重要的原因。

4.勘尋裂縫並填補，以減少崩塌。

5.以截水及控制排水解決水害。

古坑源頭崩塌地整治後敏督利颱

風發揮作用，河水清澈，野溪穩

定。大尖山集水區整治好後，暴

雨水流少了土石，河床穩定水流

清澈。（圖片提供／蘇俊豪）

整治後的大屯溪景緻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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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工法一詞起源十多年了，先進國家也

在「回歸自然」的響應下，開始進行試點工

程。以治河為例，以前提倡「截彎取直」，宜

蘭冬山河即是一例。現在的國際先進觀點是

「改直為彎」，恢復自然生態，美國密西西比河

一條支流即進行了重新改造。在整治山崩和土

石流上，台灣則走在前端。

土地超限利用並非台灣特有現象，溫室效

應帶來全球氣候驟變，不是豪雨成災就是高溫

乾旱，國際間莫不努力尋求整治邊坡崩塌之

道。今年六月，郭清江在哈佛大學的國際會議

上，以〈台灣經驗〉為題講解生態工法事例，

引起重大迴響。在場聽眾包括聯合國專家在內

的各國工程人士都很關注，像印度、肯亞等多

國代表還要求他介紹並輸出經驗。七月初，他

參加於巴西召開的第

九屆國際土石流會

議，許多受到土石流

災害的國家代表，紛

紛表示台灣經驗值得借鏡，希望能進一步總結

和發展這項工法，幫助他們整治國土。

繼農耕等技術援助之後，台灣政府將著手

進行生態工法的援外項目。

人要順天

「迄今為止，我聽到的反對聲音全來自台

灣內部。」

郭清江言下有些無奈，但是毫無氣餒之

意；他深信「人要順天」將是普世價值。

環保人士都堅信，生態工法將躍為國際工

程主流。以「國際化」和「現代化」自許的台

灣，當警惕不進則退的教訓。希望全民支持郭

清江，讓我們將生態工法打造為國際工程界的

「台灣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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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一害」。

「台灣地理環境得天獨厚，種原基因庫豐

富，有利於開發綠色產業，」郭清江信心滿滿

地預言，「我們可以把台灣建設成世界生物多

樣性中心！」

壯哉斯言！繼多年前的「經濟奇蹟」之

後，我們現在應該全民聯手，再創一個台灣奇

蹟。

砌石護床及植物護岸恢復河川生態，美化環境。圖為整治前（上圖）後（下圖）的後番子坑溪。

6.做必要的基腳穩固措施。

7.以植栽恢復山坡原有強度。

8.沒有大構造物，對生態及生物系統之衝擊降至最低。

9.在地人都可參與工作。

生態工法治洪理念

1.洪水乃是因一時雨水大量聚集無法宣洩造成。

2.需考慮兩水流經的整個系統，即從集水區之稜線道河流出海口，而不是只在河道治水。

3.基本理念是設法使水流速度減到最慢程度。

4.增加入滲量，補充地下水。

5.減少逕流量，降低河道總負荷量。

6.上、中、下游河水分離較長，重疊較少，洪峰期較長，洪峰量減少。

7.水流速度小，沖刷力降低。

8.河岸不需加高，不需混凝土岸，減少對生態環境及生物系統之衝擊。

用木柵欄將土石就地安定，成效良好，亦通過了敏督利颱風的考驗。

大雨後護岸完好的南崁

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