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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集水区的尺度下, 利用几种相关指标, 以生物性与非生物性作一区隔, 并进一步与生态工法施工准则加

以结合, 建立了一评估的方法论, 探讨了工法施工之成效性。建立长期的河川水质监测计划, 以了解在施工前、中

及施工后的水质变动情形, 避免工程对河川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生态工法在指标的选择上应包含不同尺度的考量,

以河川流域管理之完整性为主, 藉由多样化的评估指标, 提供决策者在拟定计划时能参考运用; 另一方面也需运用

生物指标的监测, 提供具生态考量之工程规划参数, 使工程施工能兼顾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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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的保护与管理, 不能局限以维护人类使用资源的传统目标, 应体认到只有在河川生态系统永续管理

的前提下, 人类社会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落实河川保护与管理, 有赖于拟定适当的评估系统, 并通过管理手

段, 协助河川生态系统完整; 但现今决策者与水资源管理人员所面临的难题, 乃为集水区内复杂的时间、空间

关系的变化, 因此需要一种完整概念及发展综合性的管理策略, 而建立定量化指标、评估方法将为一可行的方

法。完整的河川管理计划应考虑在集水区尺度下, 河川多功能利用的策略与措施, 并分析法规制度的影响; 而

构筑生态工法, 应针对不同的河川特性, 选择适当的施工方式, 以建构完整的生态系永续性, 以生态自我恢复

能力为基础, 由河川自身进行复原工作, 辅以少部分的人工构造物, 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与环境, 以获取最高

的经济及生态效益, 达到恢复河川生态系统之环境。

天然河川的地形是由河道边界的水流动力与冲蚀机制互相作用所构成, 水流边界会随时间 空间尺度产生

冲刷等现象; 在生态工法施工时也应评估河川水流的冲蚀能力与淤积状况, 避免施工后无法发挥功效, 甚至造

成负面效果。生态工法涉及范围广泛, 本文基于集水区的尺度下, 建立几种相关指标, 以生物性与非生物性作

一区隔, 依照河川地形特性、流速、流量及水质等进行基本分类及监测, 并进一步与生态工法施工准则结合,

初步提供一方法论以探讨工法施工之成效性, 避免在河川实施不适宜之工法, 对河川环境造成二次破坏。

1 生态工法简介

生态工法, 其广义的内涵为: 对环境保存、维护、永续利用、复原及改良所施作的工程, 包括生物与非生

物材料的运用。自然稳定的河岸, 通常为天然植被良好的区域, 也能提供生物一个适宜的栖息环境。河川主要

的复原方式可分为 被动: 减低人为对河川的破坏, 由河川自身进行复原工作, 允许自然的再生与自我设计,

并在河床上配置卵石与其它覆盖方式, 复原时应考虑原生动、植物生态与提供栖息地; 主动: 应用各种特

殊的复原方法, 如河流改道、河道结构的改变, 考虑水中沉积物的迁移与维持生态的基流量等[ 1]。

生态工法乃是架构于被动的复原方式, 其观念起源于 1938年德国所提出近自然河溪整治的概念, 指能够

在完成传统河流治理任务的基础上, 可达到接近自然、廉价并保持景观美的一种方法[ 2]。运用生态系统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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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能力为基础, 除满足人类对河溪利用的要求外, 并通过有生命力的植物与工程相结合的方法, 维护及复育

当地自然生态多样性与溪流生态系统的平衡, 逐渐恢复自然状况, 达到持久、稳定状态。

表 1 生态工程与生物技术之比较[ 3]

Table 1 Comparison of civil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co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特 性 传统工程 环境工程 生态工程 生物技术

基本单位 自然、社会 自然系统 生态系 细 胞

基本原理 工程学 环境科学 生态学 细胞生物学

控 制 任 意 污染源 自然力 基因结构

设 计 人 为 人 为 自我设计 人 为

与自然关系 破 坏 再污染 协调、无污染 干 扰

生态多样性 减 少 改 变 保 护 改 变

维护与发展价值 大 量 昂 贵 合 理 昂 贵

基础能源 石化燃料 石化燃料 太阳能 石化燃料

生态工法并非完全取代传统构造

(如表1所示) , 而是在有需求且环境

敏感地带, 用以辅助工程结构的一种

方式; 在治理时, 除考虑溪流的水力

特性和地形地貌外, 应将溪流的自然

状况或原始型态纳入, 作为衡量溪流

整治与人为活动干预程度的指标。

生态工法在实施过程中, 应秉持

下列设计原则
[ 4]
, 才能发挥工程本身

效益:

( 1) 实施的措施应基于生态科学原理的基础上;

( 2) 对生态工法应有较宽广的定义, 以包含所有类型的生态系统与潜在的人类及生态系统间的相互作用;

( 3) 应包括工程设计的概念;

( 4) 应了解生态系统的基本价值。

2 指标定义与应用

联合国 21世纪议程指出, 指标能作为资源永续管理的评价工具, 并能定量刻画及验证其过程, 提供目标

设定与执行监测的架构组织[ 5]。发展指标的目的为决策者提供必要的数据, 并帮助决策者经营单一系统; 指标

的推衍与运用受到决策方针所需资料的掌控, 主要为科学、政策与量测的准确性。若一个指标不具备任何科学

的依据, 但能确实反映社会的需求时, 此指标会带有一定的争议性与主观上的判断[ 6]。

图 1 指标选择过程

Fig 1 Flow chart of indicator choose

指标系统在制度设计上需遵循五项基本原

则[ 7] : 代表性 以有限的信息表征背后无限

宽广的信息; 区别性 不同议题之间的指标

能相互区别; 可行性 在现有的科学技术、

法律、行政程序及社会条件限制下能实施;

精确度 指标不但可以衡量, 且具有足够的

精确度; 整合性 能公平呈现衡量对象的特

性而不偏颇。数个指标在选择、尺度、影响(价

值)和数值修正为某一参数的过程中含有多样化

的步骤, 这些步骤需要熟练的判断、观测技术、

多标准分析、公共舆论投票、基准值的决定与

模式试验等关系相互结合。指标与参数的发展,

在资料收集方面应含有某种规则, 并与社会政

策等互相配合
[ 8]
。指标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数据能辅助指标的选择, 决策者通常需要长期

的观测来加以辅助; 结合模式与延长指标的时间序列估计未来的变动, 是一种可行的方式。比较数据的可用程

度或许能修正指标群组的正确性, 但也需利用监测计划来弥补更多关于数据的精确描述
[ 9]
。架构指标过程中一

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为社会经济与环境数据的收集, 并协调其空间与时间尺度。发展指标与监测技术是一连续的

动态过程, 因此数据需求与量测技术都会随时间改变, 这些动态过程能运用一定量化的空间描述, 并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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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自然反馈与数据分析, 其架构流程如图 1所示。

3 生态工法指标建立

在有限的资源下, 指标的选择将遵循资料调查的成本, 指标的发展应遵循下列步骤: 定义目的, 建构概念

图 2 生态工法指标层级分析

Fig 2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of ecological engineering

method indicator

模式, 选择变量, 比较并选定优选准则方案(以工程安全、

经济原则或 景观维护) , 评估数据库及选择指标等步

骤
[ 10]
。指标所要达到的预期功能有:

( 1) 决策预警 提供政府决策是否迈向永续性的预

警, 藉以掌握国家发展在哪一方面出现不永续的征兆, 有

待预先警惕。

( 2) 决策检讨 通过国家永续性之评量与进一步的诠

释, 提供政府对既有决策进行检讨的客观依据, 以掌握问

题的重点与根源。

( 3) 决策引导 提供政府决策的参考方向, 具有决策

引导之作用。生态工法的施工目的, 乃在于建构完整的河

川生态、维护河川水质水量、提供民众亲水与保障生命财

产安全等; 因此相关指标应与前述目标相互结合, 并能反

映整体生态系统的评估架构。初步整合国内之相关研究文

献, 建立以河川为主体的生物性与非生物性两方面指标(如图 2及表 2所示)。

表 2 近自然生态工法相关指标分类表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near nature ecological engineering method indicator

指 标 分 类 次 级 指 标

生物完整性指数 生物群聚结构指标群、群聚功能指针群

生 物 栖地品质指数 水体栖地、河床栖地、河滨栖地

集水区分区生态冲击指标 集水区开发冲击、河川廊道开发冲击

河川型态分类 坡度、宽深比、深槽比、蜿蜒度、粒径分布( D50)

非生物性
水质标准 水体分类、水体用途

泥砂输移比 坡地泥沙输移比、河川泥沙输移比

集水区整治率 设计抑止泥沙量、泥沙输移率、计划生产泥沙量、计划调节泥沙量、容许输移泥沙量

3 1 生物性指标

传统的河川质量评估方式, 多着重于河川水质与河床的物理、化学因子分析, 无法反应出河川长期的环境

趋势和河川生态系统的真实情况[ 11]。因此通过河川生态质量评估, 可提供工程师对生态环境品质的追踪与预

测, 并维持河川生态系统的完整与自我组织能力, 以确保生态系统永续发展。

河川续动观念认为, 河川各项环境因子会随河川呈现梯度分布, 各河段中的食物链组成有一定的型态, 也

使各河段的生物摄取群比例会与该河段的食物链组成相关, 此一特性便可用于监测河川水质, 并进一步以水中

大型无脊椎动物来建立评估指标[ 12]。

( 1) 生物完整性指标 生物完整性指数( index of biotic integrity, IBI)不但弥补了生物指标评估方法在完整性

方面的不足, 且不限于一般生态学的研究, 如河川生态质量评估、水资源管理等[ 13]。鱼类由于相关研究资料

完整, 因此成为 IBI评估架构中之调查对象, 在此评估架构中, 由于涵盖了生态等级中由个体到群落的特征,

所以能对整体生态群落进行完整描述; 但此法将栖地的物化因子皆隐藏在生物群落特征之后, 使得实际管理应

用可能无法获得直接答案。在河川结构改变后, 相关指数也随之不同, 仍须进行确认指数改变的判别研究, 才

能研拟适当的管理对策。

( 2) 栖地品质指标 由专家问卷方式筛选出包括河川水体、集水区、栖地歧异度、河滨稳定性及水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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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项河滨栖地保护因子, 藉以评估河川保护情形, 并作为河川分级方法[ 14]。栖地品质指标之观念, 在于水

域栖地的形态越多时, 可提供水生生物更多的空间选择; 同时因为空间区隔增加, 使得生物可以分化出更多的

生态区位, 亦即有多样性的种群生存其中。因此, 生物栖地的变化和结构, 对生物生存具有重大影响。在陆域

栖地的评估重点有二, 首先河滨环境若能提供较好的栖地环境, 便能吸引陆生生物到河滨栖息与活动, 并增加

水陆域生物交互作用; 河滨植被覆盖度越大, 会影响地表径流形成的量与速度, 也对有机物质进入河川水体的

控制力越佳[ 15]。

( 3) 集水区分区生态冲击指标 集水区与河滨环境对河川生态体系统所造成之冲击, 可通过河川环境冲击

系统概念模型加以了解
[ 16]
。在每一特定河段的河川生态系统, 都会遭受周边集水区土地开发所带来之环境冲

击; 同时该系统邻接河滨之开发利用行为更会直接影响。河川是一不断传输物质的水体流动系统, 不但携带营

养盐向下运移, 同时也将上游的环境冲击也带往下游河段; 但由于该河段物理、化学及生物作用, 使上游河段

的冲击强度呈衰减趋势。在评估指标方面, 采用 7个冲击项目来分析河川生态系统在集水区开发影响下, 所受

到的冲击强度。

3 2 非生物性指标

环境一词指的是由生物与非生物组成、彼此互动的完整系统, 而非仅是个别组成份子所形成的集合体, 而

环境质量便是系统的状态表现。因此在进行环境质量评估时, 若仅针对其中的生物与非生物组成份子的状态,

而未评估其间的互动关系是不够完整的。环境变化是相互依存, 具有累积及综合作用等生态效应, 因此仅观察

部分环境因子的变化将会有所疏漏。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整体生态系统的永续管理上, 生态工法指标的

初步建立, 也应由生物与非生物指标来架构, 以达到生态完整性的概念; 一般非生物性指标主要以河川物理、

化学反应为主, 并与集水区治理相关指标相互结合运用, 使相关评估能具有完整的河川非生物性指标。

( 1) 河川型态分类 利用天然河川地形特性建立河川的分类系统, 将河川分为 7种主要形态与 6种次要形

态, 更进一步分为 4个层级: 级主要针对地形上的概略特征进行大致上的分类, 如冲蚀程度、形态、坡度与

形状等; 级则对河相提供了更深入的分析, 如深槽比、宽深比及河床组成物质等; 级探讨河川的状态, 如

承载供应、水流机制、泥沙来源及渠道稳定等; 级则为现场资料的验证, 如河流测量及输沙分析等[ 17]。计

划河川应含有完整的分类结构如表 3所示。

表 3 河川分类层级[ 17]

Table 3 Hierarchy of streams classification

分类层级 概 述 所 需 资 料 目 的

明显的地形
特性

地表特征、岩性、土壤、气候、沉积历史, 流域起伏、

溪谷地形、河川纵剖面。

运用遥测、地质史、地表演进、溪谷地形及沉积历

史,并结合主要河川类型,描述显著水流特性。

地形描述

河道型态、深槽比、宽深比、蜿蜒度、河道粒径、坡度 描述均质性的河川型态、显著的坡度变化与河道床

质组成,并在特定范围内量测河道断面容积与形

态,提供进一步的解释与推断。

河川形

态组成

滨岸带植被、沉积类型、蜿蜒型态、鱼类栖地、水流

特性、土石发生频率、河道稳定指数、河岸冲蚀。

描述导致河道改变所发生的状况, 并为预测方法提

供基本数据,及更细部的描述。

验 证
直接量测,观察沉积物输送与河岸冲蚀速率、沉积
或剥蚀过程、水力几何及生态数据 (如鱼类种群、

水栖生物、滨岸带植生估计等。)

用于评估预测方法, 并提供与河川类型相关的沉
积、水力与生物数据, 估计人类活动对河川形态

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

( 2) 水质标准 通常, 配合河川水质标准采用的管理措施为排放标准, 而所谓 排放标准 是指排放污染

物的质量或其成份的规定限度, 亦即排放污染物最高浓度之限值。利用河川水质指数能反应水质中各项水质参

数对水质的综合影响, 即综合各项水质参数的质量点数与权数的乘积, 为一无因次数值。河川一般性水质指数

可用于监测河川长期性水质的趋势及短期性水质变动, 且能提供一个客观分类水质的方法[ 18]。其计算式为

WQI = 0 1( Wi Qi )
1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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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i 为第 i 个水质参数之指数值; w i 为第 i 个水质参数之权重值。

(3) 泥沙输移比 集水区之泥沙总流失量与产沙量两者之比值, 即称为泥沙输移现象。集水区中之泥沙因

受到外力作用而产生冲蚀、搬运及堆积现象, 由于集水区上游坡面和河道本身的运移能力受到地形影响, 导致

冲蚀量和出口产沙量间有显著差异, 因此可用河川与集水区的泥沙输移比(Sediment Delivery Ratio, SDR)来表示

其过程。河川系统的泥沙输移比基本假设为所有沉积在河床的推移质粒径与所观测之河床相同的前提下, 根据

河道泥沙粒径分布资料探讨泥沙输移现象, 并建立合理的河川泥沙输移公式[ 19]。假定坡面冲蚀物质均进入河

川且所有的卵石均会在河床面沉积, 则河川泥沙输移比便较小, 亦即河道越会产生堆积现象。当河床质粒径越

大, 越不易运移, 因此泥沙输移比越小, 符合实际的物理现象。台湾地区适用之泥沙输移比公式, 如表 4

所示。

表 4 台湾地区适用之泥沙输移比公式[ 19]

Table 4 SDR formulas application to Taiwan

适用区域 公式结构 适用条件

河 川

SDRriver= 129 02
L

Sr

- 0 19

SDRriver= 149 9D- 0 003
50

L

Sr

- 0 21

不同河道形态之排沙特性。

河床泥沙粒径反应河道输沙特征。

集水区
SDR (% ) = 36 97

W

2 S

- 0 46

D 0 52
k

SDR (% ) = 165 67 A - 0 24

最佳关系式须较多参考数据。

较粗略, 但具代表性。

注: L 为主流河道长; S r为河床坡度; W为集水区平均宽度; S 为集水区平均坡度; Dk 为排水密度; A 为集水区面积。

(4) 集水区整治率 集水区泥沙治理目标, 主要在控制土壤冲蚀与崩塌能量在可容忍的范围内, 使其不致

于造成泥沙淤积而导致集水区本身功能降低。因此, 为抑制因人为破坏或其它因素所导致泥沙的增加, 可利用

各种防沙工程设施加以防治。由于河床坡降的急剧变化点多沿着断层线而形成, 河床上升、河道断面积缩小,

导致灾害的发生; 相反, 由于河床发生冲刷现象, 将造成两岸堤防与河岸的不稳定而溃决, 导致灾害发生。集

水区整治率(Complete ratio, CR)的定义[ 20]
,可采用下列公式表示, 此公式为一百分比型态, 可用于评估工程治

理后抑制土沙流失之功效:

CR =
Q so - Qs

Qso - Qsp
100% (2)

式中 Qso为治理前集水区年产沙量; Qsp为规划所设定之容许土壤流失治理目标; Q s 为治理之后年产沙量。

4 花莲白鲍溪及 溪整治工程案例

针对泥沙灾害区治理, 由于泥沙灾害破坏了原有环境, 故以治山防灾构造物, 让环境能受保护而稳定, 进

而回复原来的生态环境, 另在治理时尽可能减少对河道的干扰, 尽量避免破坏到其它稳定的生态环境。整体规

划配置(图 3)将整治区域规划为 5个区域: 生态保护区、采石戏水区、生态工法改善区、景观生态公园区及堤

顶景观步道区。人类本来就有亲水的欲望, 如没有适当的规划, 任由游客的亲水, 必将破坏原有生物栖息环

境, 因此将整治区域规划为不同区域, 利用步道将游客做适当的引导, 避免游客任意的活动, 破坏生物栖息环

境。本案例之治理特性如下:

(1) 结合生态工法 参考动植物生态概况调查结果, 将材质自然化、表面粗糙化、坡度缓坡化、高坝低矮

化、施工经济化观念运用于工程。

(2) 环境景观之调合 配合当地特有的地质景观, 设施构造物, 避免造成景观上的不协调。

(3) 结合当地旅游产业 当地是有名的旅游景点, 在原有的设施上, 稍加美化, 配合发展当地的旅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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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整体规划配置图

Fig 3 Layout plan of the whole

5 结论与建议

一个完整的指标应能提供更多的数据流通量, 且能定量描述因果关系、科学证据及明确的社会反应。生态

工法指标值的建立, 主要在于考量河川流域管理之完整性, 藉由多样化的评估指标, 以提供决策者在拟定计划

时能参考运用; 而构筑生态工法应针对不同的河川特性选择适当的施工方式, 以建构完整的生态系永续性, 并

运用生态自我恢复能力为基础, 由河川自身进行复原工作, 辅以少部分的人工构造物, 结合当地的资源与环境

的充分利用, 以获取最高的经济及生态效益, 来达到恢复河川生态系统的最终目标。

生态工法涉及复杂与多样化的 工程复原 与 生态复原 观念, 因此没有一有效的定量方式能予以表

示, 在成效部分仍尚待验证。台湾的生态工法措施的实施多只考虑到安全与亲水性, 并未对河川水质、水量及

其生态性有进一步的维护, 天然河川应维持多样性的河道型态, 避免过多的人为干扰而影响河川的自我复原。

生态工法措施的实施应秉持协助的概念, 由自然观点出发, 建构完整的生态系统永续性, 并运用生态自我恢复

能力为基础, 由河川自身进行复原工作, 辅以少部分的人工构造物, 并结合当地的资源与环境的充分利用, 才

能营造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河川。

经由案例之治理, 综合判识与分析后, 可充分了解并可供尔后相类似之实例参考建议如下:

(1) 溪河整治或治理, 不只是兴建工程而己, 应与当地居民充分沟通, 了解当地居民需求, 并让民众参与

协助, 使整治工作更完善。

(2) 提高溪河整治或治理的附加价值, 除注重自然生态外, 可在原有的基础下, 使工程能配合当地自然景

观, 结合观光休闲旅游, 增加当地居民收益, 发挥最大的工程价值。

(3) 现阶段的生态工法仅注重在治理时工法的运用, 尚少注意到水质的问题, 如集水区内耕作或果树经营

的农药及肥料, 会随雨水进入河川, 或一般农家废水都没处理就直接排入河川, 都会影响到生物的栖息环境;

因此建议于河川两岸规范保带护带及推广一般农家设置简易的废水处理设施, 以减少对水质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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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ecological engineering methods

LEE Chin yu

(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Taiwan Pingtung 91201,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established an initial methodology of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watershed scale, using several relat

ed indicators and classifying them biological and non biological. Furthermore, we should combine the ecological engineering

criteria so as to assess the efficiency of such methods We establish a river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project to know the different

water qualities during, before and after its construction, and avoid destroying the riv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ecological

engineering methods should have different scales and notions in choosing the crieria, and mainl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

tegrity of the watershed management. The decision makers can refer to and use the different assessment criteria in working out

their plans, meanwhile, offer the project planned parameters with the ecological monitoring indicators in order not to destro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engineering method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evaluat ion 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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