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中│華│技│術│

專
題
報
導

162 │No.115│July, 2017

TECHNICAL REPORTS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技術經理／劉重光 (Liu, Chung-Guang)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副理／楊家正 (Yang, Chia-Cheng)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計畫工程師／楊曉冬 (Yang, Hsiao-Tung)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工程師／鄧大光 (Deng, Da-Guang) 4

公路美學實踐
─快板篇
關鍵詞(Key Words)： 公路美學(Highway Aesthetics)、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人本交通(Humanity-Oriented Transportation)、民眾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



3
專
題
報
導

摘  要

No.115│July, 2017 │163

公路美學實踐
─快板篇

摘  要

1 2 3 4

　　傳統公路建設作業，思考面向侷限於工程技術及運輸效益，然因應環境永續價值，快速與安全運輸

已不再是公路建設唯一目標，生活美學與環境友善成為現階段工程師於技術規範外，最重要的設計核心

理念。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長期參與國家公共建設，感知時代脈動與工程環境美學發展趨勢，執行工

程計畫除深化工程專業技術，亦皆將環境保育、景觀美學與人本友善之工程美學精神納入規劃設計階段

之重點落實課題。

　　本期公路美學主題，擬就公路美學發展濫觴，並就近年辦理具工程指標代表性計畫之工程美學執行

內涵綱要說明，以為專業實踐佐參。基於不同工程屬性，思考重點不同，茲編寫以運輸服務為目標之公

路美學實踐―快板篇及以遊憩生活為目標之公路美學實踐―慢板篇兩篇。

1. 公路美學實踐―快板篇
     ■ 縫合都會邊緣綠帶環境之工程典範：國道1號五股林口高架橋工程
     ■ 融入環境紋理與部落文化之工程美學：蘇花公路改善計畫南澳和平段工程

2. 公路美學實踐―慢板篇
     ■ 體現運輸、生活、景觀與遊憩多元價值之公路美學：花東縱谷景觀大道
     ■ 人本友善永續路平之城鄉生活大街：羅東鐵路以東都市計畫公共工程

Abstract

Highway Aesthetics Practice: Allegro

Traditionally, road construction operations have been limited to engineering and transportation benefi ts. However, 
as a response to the need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gineers are starting to pay increasing attention 
not just to speed and safety as key factors behind roadway design, but also to beauty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Having a great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of these development trends, CECI has many years of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in public construction projects. Along with professional technical expertise, issue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humanity-oriented transportation are also gaining 
importance i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roadways.

With this issue’s main theme being engineering project aesthetics,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several 
major projects undertaken in recent years which possess the representative features making them suitable 
material for practical reference use. Due to the conceptual emphasis differences in the way engineers approach 
highway aesthetics projects, two articles are being proposed: one, entitled Allegro, focuses on highways with 
transportation as the primary purpose; and the other, Adagio, considers projects where such main purpose is 
recreational experience.

1. Highway aesthetics: Allegro
 ■  Viaduct works for the National Freeway No.1 Wugu to Linkou section: a case of merging suburban areas’ 

green belt environment.
 ■  Suhua Highway improvement project Nanao to Heping Section: engineering aesthetics of incorporating 

environment texture with tribal culture.
2. Highway aesthetics: Adagio
 ■  East Rift Valley project: combining transportation, life, and landscape of roadway aesthetics.
 ■  Luodong East Railway Public Engineering: humanity-oriented friendliness with a safe and smooth stree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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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路美學的起點

從高空鳥瞰大塊地景，道路成為大地環境

紋理脈絡的一部分，我們發現公路工程師其實

是位相當具有影響力的地景塑造者，道路作為

建構空間之骨幹與連結區域之聯絡管道，直接

擔負著人員與物質的運輸交通機能，間接地影

響區域的經濟活動與空間角色，對於地域的人

文與自然紋理產生深遠的影響(圖1)。

當公路切割過地理空間時，也同時切斷孕

育千百年土地紋理的人文與自然生態脈絡，在

環境永續發展價值趨勢，路線工程師開始面臨

社會多元觀點與人文價值期望對工程專業的挑

戰。身處開闊思潮的時代，面對深厚的社會人

文與自然生態價值的衝擊，強烈感受到一股新

的道路工程腦力激盪運動在推動，回到以人文

關懷、土地環境、自然生態為本的思考原點。

公路工程師需建立更寬廣的多元學習及水平思

考模式，重新建構專業技術評估架構系統，特

別是環境永續論述中蘊涵的人文友善與環境美

學向度。

當然一位公路工程師無法兼具所有的專業

知識，必須承認自身可能存在的專業迷思與社

會疏離，必須學習對浩瀚自然與深厚人文思潮

的敏感度，超越專業規範的思考。審視道路設

計的專業領域，公路路線規範確已無法全面滿

足時代觀點的節奏與價值，既有工程的幾何數

理運算與經驗傳承得出的數據，需再提升融入

環境生態與景觀美學的核心知識，成為當代公

路工程豐富肌理的關鍵角色，發展出一股新的

路線工程規劃設計論述基礎。

公路線性廊帶串聯大地空間環境元素，用

路者隨著運具軌跡運動，體驗視覺場景變化與

身體律動感覺，大塊鄉野風景、聚落空間掠影

及森林溪流交替，或跑馬奔騰影像，或緩慢浮

動布幕，堆疊漫染用路者的情緒，成為人與環

境深刻對話的過程。路廊空間體驗可以成為一

種生活學習及知識庫場所，公路行旅移動中，

感知聚落、田野、山林、小溪、老農、孩童、

大樹、藍天及海風的溫度與節奏，而形成公路

行旅美學的體驗(圖2)。而公路成為串聯這些元

素最重要的媒介，也融入環境紋理成為地景元

素的一部分，更成為環境地域發展與土地故事

鋪陳的觸媒，於是道路線形規劃不再只是單純

的平縱面線性幾何運算，道路構造設計思考不

再只是工程技術面向，而是屬於一個路廊空間

之環境建築美學。

圖1 蘇花公路(國道新建工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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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路廊空間建築師的視野，科技理性與人文感性

之創意精神，透過建築模式語彙的思考方式，

構思建構一條有溫度質感的路，這質感可以感

動用路者、可以融入環境成為地景韻律，可以

成為區域住民記憶的主角，進而體現公路廊帶

空間生活美學與行旅移動美學之願景(圖3～4)。

道路空間成為聚落生活與休閒觀光的帶狀

長廊，道路成為一種多元而有機的服務體，當

下，公路工程師必須思考，既有的路線規範是

否可以符合時代的節奏與價值。其實道路工程

師的名稱似乎侷限了專業的面向，路線工程師

的定義更窄化了專業內涵，道路工程專業需要

圖2 花東縱谷地景(公路總局四區工程處)

圖3 公路工程美學願景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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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公路工程美學願景

圖5 國道1號五楊高架鳥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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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體現運輸、生活、景觀與遊憩之多元價值

公共工程：台9線花東縱谷景觀大道

四、 人本友善永續路平之城鄉生活大街：羅東

鐵路以東都市計畫公共工程

參、國道五股楊梅段高架計畫(生
態友善、橋梁色彩)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路段行經生態寶庫林口

台地及埤塘地景之鄉-桃園，是國道1號全線風景

優美的路段之一，也是用路人及桃園機場旅客

進出臺北重要的視覺印象與生活記憶。尤其泰

山收費站至林口交流道鋼橋路段所在的新寮山

系綠意盎然，緊鄰道路兩側之林口台地緩丘綠

林為主要之視覺景觀，山坡低海拔闊葉林生長

茂密，臨大窠坑溪濱溪林帶邊坡植被及生態種

類豐富，整體植被綠意環繞，形塑優質山谷綠

幕景觀，嶄露出自然的生態風貌，人為開發度

低且為地質、生態敏感區，美質等級非常高。

旅客遊子北返通過此鬱鬱蒼蒼林道(圖6、圖7)，

一轉彎到了泰山收費站，就知道臺北到了，是

具高自明性之綠幕地標。

貳、公路美學實踐

傳統公路建設作業，思考面向侷限於工程

技術及運輸效益，然因應環境永續價值，快速

與安全運輸已不再是公路建設唯一目標，生活

美學與環境友善成為計畫推動核心課題。公路

工程於規劃設計作業中，美學實踐係從內部用

路者、外部地景、人文友善與環境生態不同向

度鋪陳建構，主要概以公路線形美學、橋隧結

構美學、景觀設計美學、聚落人文生活美學及

環境生態美學為內涵。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長期參與國家公共建設，感知時代脈動與工程

環境美學發展趨勢，執行計畫除深化專業技術

向度，亦皆將環境保育、景觀美學與人本友善

之工程美學指標納入規劃設計階段之重點落實

課題(圖5)。

本文擬就近年辦理具典型代表性計畫之工

程美學內涵綱要說明，以為專業實踐佐參。

一、 友善縫合都會邊緣綠帶環境之工程典範：

國道1號五股楊梅高架橋計畫。

二、 融入險峻環境與部落文化之公路美學：蘇

花公路改善計畫南澳和平段工程

圖6 國道1號五股林口路段廊帶意象



3
專
題
報
導

168 │No.115│July, 2017

一、環境生態美學實踐

五楊計畫行經此重要山丘區域，設計團隊

思考在有限環境空間裡，創造寬闊指標工程，

考量路廊谷地水綠環境於都會周邊之珍貴性，

公路線形布設考量與地形環境紋理之協調性，

圖7 國道1號五股林口路段鬱鬱蒼蒼廊帶

圖8 大窠坑溪水綠廊道整體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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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合堤坡綠化與河岸生境調修，適度

營造多元棲地。

(四)  結合既有中港大排休閒藍帶規劃，布設

綠廊人行空間提升河岸空間趣味性。

二、橋梁色彩美學實踐

本路段路線採南下線與北上線共構的雙層

高架橋(圖11)，除了環境生態面的保全保育外，

景觀也是工程著墨的重點，包括PC橋墩以PC原

色展現減量造型之美，並減少地表植被的擾動

外，而鋼橋上構更增加色彩的研擬，務求五楊

工程高架橋的完成契合周遭優美環境。

基於在上述的原則，色彩的研擬歷經多

次的景觀專家分析，跨工程專業的協調與配套

作業討論，並導入色彩專家諮詢機制，最後將

色彩定位在與環境「融合」。以下將依環境選

色操作流程、環境色彩分析、橋梁色彩應用及

工程面之落實等四部分，說明色彩研擬的作業

過程。

工程結構亦嚴謹減量配置，採創意雙層橋設

計。整體工程以友善谷丘環境為基礎，降低對

既有地貌之工程挖填量體，減輕環境切割，並

導入生態環境復育手法，營造棲地環境，建構

大窠坑溪水綠廊道目標(圖8)。

本路段主要行經大窠坑溪流域及林口台

地區域，為都會區周邊開發度相對低之山丘區

塊。大窠坑溪流生態系與路線廊帶平行，生態

流受到國道影響，從區域生態環境條件分析，

計畫路段36K～39K處形成重要生態流交會點，

而濱溪林帶則成為重要的生態跳島及減輕道路

干擾的緩衝帶。基此，設計團隊以綠色設計為

理念，建構大窠坑溪半月彎生態棲地復育，導

入溼地環境營造策略(圖9、圖10)，主要設計構

想為：

(一)  唯一平行路廊之水路提供高效生態鏈

結。

(二)  縫補林口台地及五股關渡濕地生態廊

道。

圖9 大窠坑溪半月彎生態棲地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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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境選色操作流程

1. 色彩操作之定位與原則

 依【公路景觀設計規範】要求，「公路

橋梁之造型、量體、色彩及質感應與背景

環境融合並力求美化，且符合景觀設計區

間整體性之要求」。由此擬定了本計畫之

色彩定位及選色原則如下：

圖10 大窠坑溪半月彎生態棲地斷面示意

圖11 國道1號五股林口路段壯觀雙層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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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本工程橋梁長且緊鄰國道1號邊

坡，對國道1號用路者屬於長時間觀賞之大

型結構物，於駕駛者視角空間內有相當之

比例，為兼顧用路者視覺及心理感受，故

特地選用已在歐洲工業國家使用20多年並

逐漸受全世界所採用之色彩系統-NCS。

  NCS是Natural Colour System(自然色彩

系統)的簡稱，為國際通用的色彩標準與色

彩交流的語言，廣泛應用於設計、研究、

教育、建築、工業和商貿等領域。此體系

根源於德國生理學家赫林E.Hering提出的理

論，認為在視覺上為四原色(紅、綠、黃、

藍)，有別於光學上的三原色(紅、藍、綠色

光)。因此，NCS以3組對立色(白--黑、紅--

綠、黃--藍)之概念發展而成。

(2) 整理分析路廊具代表性景觀區段

  依現地踏勘之紀錄及實景照片資料，挑

選主要視點中具代表性之景觀同質單元照

片，以專業用影像軟體，進行影像色彩萃

取，如圖12所示。

(3) 決定主要環境色相

  依NCS色票校準顯色度及明亮度，萃取

出現機率最高之環境色塊，分析其NCS系統

之色號。

■  NCS自然色系統的編號原則：S1050表

示：含黑度s＝10，含色度c＝50，含白

度w＝100－s－c＝40。

■  優先減輕用路人之視覺壓迫感，次為增

加視覺活潑體驗。

■  主要原則－運用環境協調色調。

■  選色原則－各區段分同質區選取主要環

境色調(hue)。

■  採用降低彩度(chroma)、增加明度(value)

策略以減輕視覺量體。

2. 色彩展現之位置分析

(1) 適地適性考量

■  連續高架橋與單座河川橋之處理原則不

同：連續高架橋將盡可能與環境融合與

搭配，單座河川橋可依現況特色塑造為

主導性地標。

■  橋梁所在位置之景觀同質區類別：橋梁

的量體在該景觀同質區的比例及區位可

否作為重要的景觀美質加值元素。

(2) 色彩展現位置

  主要視點勘查(用在大尺度的公路橋梁

計畫)，拍攝觀賞者主要視點照片提供環境

色彩分析使用，觀賞者包含：鐵公路上之

觀賞者(短時間但觀賞次數多、頻率高，為

動態式觀賞)，以及鄰近住民(長時間觀賞，

屬靜態式)。

3. 選色操作流程

(1) 選用適合之色彩系統

圖12 代表性景觀同質區影像色彩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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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調(Nuance)的表示方式：黑度(S)＋彩

度(C)＋白度(W)＝100%，10%＋50%＋

40%＝100%

4. 依用路者環境色相相容對比配色

 採用路者環境NCS色號整理出大環境色

塊，考量光照調和，挑選最佳與環境融合

及突顯色系(圖13)。

5. 提出現地橋梁色彩建議設計

 擬定主要表現色系的路段，依挑選成

果色號及附屬配色號，運用於橋梁色彩表

現，以營造觀賞者輕盈愉悅感覺為目標。

(二) 環境色彩分析

 本路段鋼橋主要分布在34K～39K之間，

屬於山區封閉型景觀空間，分別依大地環

境及用路者視角進行環境色彩分析(圖14)。

1. 大地環境色彩分析

 本區段主要行經新寮山區的地質敏感區

帶，人為設施物較少，山林植被保存良好

為主要空間組成元素，視覺景觀優質、自

然，未來路段相關設施物應以最少量體規

模，融入區段環境，在色彩的選取上，亦

應選擇融入環境之色彩應用。

2. 用路者環境色彩分析

 選擇路段中具代表性的用路者視域照片

進行色彩分析，分析出主要視覺色彩為天

空藍色系、墨綠色系。

 基此橋梁與相關設施選色主調，應與環

境色彩融合呈現，調升色彩明度及降低彩

度應用。

3. 重點色彩展現潛力分析

 本橋梁路段位處生態敏感區，為連續

雙層高架橋，而以兩座跨越橋於前後端銜

接。經表現潛力評估後，連續雙層高架橋

發展色彩變化潛力低，配合生態敏感區建

議以結構體輕量化為原則；而跨越橋則發

展色彩變化潛力高，可藉由色彩變化設計

營造進入生態敏感區域環境的門戶意象。

(三) 橋梁色彩建議

 為使雙層量體與背景環境融合，鋼箱

梁之色彩經上述分析後，採用底淺側深之圖13 NCS色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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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效果，達到結構輕量化之視覺感受，

詳圖15。

天青色系，梁側採用NCS S 1015B或NCS S 

1515B，而箱梁底部色彩之明度增加，採用

NCS S 0515B，以期加強較淡色梁底之上升

圖14 環境色彩分析

圖15 泰山林口雙層共構橋色彩建議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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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雙層橋北南端之泰山跨越橋及林

口跨越橋，其選色則延續雙層橋之鋼箱梁

側板色，以尊重山林、融入地景之天青色 

NCS S 1015B，彩度色相固定，每5度明度

變化進行選擇，詳圖16～17。

圖16 泰山跨越橋色彩建議及模擬

圖17 泰山及林口段跨越橋色彩建議及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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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景觀模擬與完工實景對照

 設計階段，製作現地照片的景觀模擬，

以協助方案及決策擬定，從施工前及完工後

的照片比對，可以做為珍貴紀錄及往後計

畫執行的參考(如圖22、圖23、圖24)。

(四) 工程面之落實

 為讓色彩之選定更符合現地環境狀

況，五楊拓寬工程特別設計二階段色彩執

行機制：

1.  設計階段－設計圖標示色票號碼NCS 

1015-B，保留彩度色相固定，但明度可

上下5度調整之彈性(圖18)，並規定承包

商需製作色板。

2.  施工階段－現地調整機制，選擇天候良

好日子，承包商將所有色板送至工址現

場一列排開，請色彩專家陪同比對定案

(圖19)。

3.  營運階段－橋梁與環境融合的真實呈現

(圖20、圖21)。

圖18 明度上下各5度色票

圖19 施工階段現場色彩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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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完工後由橋下生態池仰視雙層高架橋

圖21 完工後雙層高架橋色彩融入環境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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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側用路人景觀模擬圖

同路段完工實景

圖22 泰山林口雙層共構橋模擬圖v.s.完工實景(南下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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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側用路人景觀模擬圖

同路段完工實景

圖23 泰山林口雙層共構橋模擬圖v.s.完工實景(北上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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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路人景觀模擬圖

同路段完工實景

圖24 泰山跨越橋模擬圖v.s.完工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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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蘇花公路改善計畫工程美學

蘇花公路改善計畫以提供宜花路廊安全穩

定運輸為計畫目標，然路廊沿線壯麗的山海自

然景觀，特殊的聚落區原住民文化、在地的濱

海漁港風情，富歷史質感的蘇花古道、原始豐

富生態保護區為極具吸引力的深度旅遊資源，

透過改善計畫使蘇花路廊活化，區域空間層次

多元而豐富之地景感動力將發酵。所以執行團

隊規劃設計之理念除了實務運輸工程目標之實

踐，亦導入環境工程美學概念。

改善計畫區域路廊地形險峻粗曠原始，

考量友善環境紋理，工程構築以隧道、橋梁與

路堤為主體。在整體設計思考上，公路構築儘

量配合地形紋理配置，線形力求順暢、連續及

可預知。在公路美學實踐上，謹慎評估道路工

程尺度量體對環境地景的影響，細膩操作道路

從路堤到橋梁到隧道，每一個工程元素的意象

美。由於計畫行經路廊多為未開發之森林區

域，工程構築配置除以影響地表環境紋理最小

化之隧道及橋梁方案，規劃設計到施工，亦將

環境生態保育課題列為重點工作。

一、武塔隧道洞口設計

蘇花公路改善計畫南澳和平段武塔路段鄰

近武塔部落，武塔隧道長約475公尺(圖25)，洞

口造型設計理念跳脫以往以平面構圖出發的思

考方式，轉以幾何浮雕的空間概念，直接於隧

道洞口造型上來進行美學可行性創作之研究，

並結合泛泰雅族群織布菱形織紋為發想，將原

住民傳統文化中象徵「祖靈眼睛」的菱形圖

紋，配合3D造型模板施作，以立體浮雕的形式

於隧道口面層將作品空間效果呈現出來，連結

在地信仰之祖靈意涵與工程美學，貼切表達出

「守護用路人平安」的實質意義(圖26)。

設計上加深分階洞口菱形立體造型，使環

形洞口於視覺更具清晰立體性，透過環境光影

及用路者移動過程視角變化，分層菱形將呈現

更豐富的洞口裝飾趣味。然而這樣的設計，也

讓放樣組裝施工難度提高，特別是武塔隧道南

北洞口分別採內斜與外斜不同形式，這對設計

者及施工者都具極高的挑戰(圖27～圖33)。

圖25 蘇花公路改善計畫武塔部落與武塔隧道鳥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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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蘇花公路改善計畫武塔隧道洞口圖騰設計圖

圖27 隧道洞口造型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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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隧道洞口造型模板拆模(二)

圖28 隧道洞口造型模板拆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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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武塔隧道北洞口

圖30 武塔隧道南洞口



3
專
題
報
導

184 │No.115│July, 2017

圖33 武塔隧道南洞口施工鳥瞰

圖32 武塔隧道南洞口景觀模擬

設計放樣除以詳細工程圖呈現，並輔以3D

模擬圖，由於造型複雜，設計者於施工階段與

造型模板廠商進行多次模型製作及施工技術細

節工作討論，以具體落實設計原始創意。

二、武塔隧道塗裝設計

隧道空間對駕駛者具封閉及單調性，除考

量進出隧道視覺適應之照明需求，亦將隧道內

外空間景觀納入設計重點，洞口以簡捷之造型

設計，使整體洞口景觀融合自然環境。武塔隧

道鄰近武塔部落，地景意象彩繪，以優化用路

人隧道視覺韻律。隧道壁面塗裝設計之思考重

點，目標著重於以下二個層面：

(一)  強化地方景觀特色與原住民文化自明性。

(二)  協助用路人辨識所處隧道方位以及提供

逃生出口位置與隧道出口距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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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題性塗裝則以原住民常見織布文化

與環境山、水及太陽為主題來進行美學意象轉

換，做為相關隧道壁面塗裝主題之發想，美學

形象與在地文化環境結合，拉近工程與地方民

眾及用路人之間的距離感。

依照路線方向位置不同，蘇花計畫塗裝設

計上提供用路人簡單清楚的方位辨識：南下線

依中央山脈，色系基調以綠色為主；北上線傍

太平洋海岸，色系基調以藍色為主(圖34～36)。

圖34 武塔隧道塗裝配置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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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武塔隧道壁面塗裝方案

圖36 隧道出口距離與逃生出口塗裝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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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計畫路廊生態環境敏感區位示意

三、友善生態設計與樹木移植

蘇花公路改善計畫行經路廊多為未開發

之森林區域，計畫自環評審查起，環境生態保

育為重要評估課題，故技術團隊於規劃設計階

段透過迴避、衝擊減輕及棲地補償等三個原則

逐一過濾評估，以期對周圍生態之影響降到最

低。相關措施包含路線儘可能避開野生動物棲

息環境、自然保留區、國家公園、水質水量保

護區、地表植被茂密或地形崎嶇等相關敏感區

位；若無法避開，亦將儘量採取隧道化設計通

過，避免對地表植被環境造成衝擊；若仍需於

相關敏感區域進行相關工程，則將儘量採取工

程減量設計，並研擬相關生態保育措施，必要

時並考量規劃補償措施(圖37)。

規劃階段之環境友善對策以迴避措施及

衝擊減輕措施為主，設計階段則依據嚴謹之生

態調查資料，研擬妥善之生態友善之工程措施

等。本計畫依據環評承諾事項於施工期間啟動

長期環境生態監測及相關指標生物研究計畫，

以期建立工程建設與環境保育價值相融之公共

工程建設典範。

(一) 生物廊道與棲地環境營造

 南澳和平段路線經過南澳平原、南

澳北溪、南澳南溪河域、山脈地形及漢本

路堤段等生態環境，主要的生態敏感區，

包括南澳南北溪的河川廊道、鼓音高架橋

谷地、漢本路堤段的邊坡等，生態友善工

程即考量研擬對環境影響縮小及減輕的方

案，如河川橋墩基礎施工，避開目標物種

如臺灣扁絨螯蟹(俗稱青毛蟹)的夏季繁殖

季節，採用長跨徑橋梁，減少河域落墩。

生態補償包括樹木與生態潛勢小苗移植，

保留潛勢樹種之基因多樣性。進行表土保

存，地表清除作業產生之有機表土，以資

源再利用方式，供作未來路堤邊坡植生之

客土，加速植被回復。棲地營造及復育，

公路切割兩側生態棲地，工程施作同時將

此干擾轉為積極營造。

 南澳路堤段，考量環頸雉、白鼻心及

鼬獾等陸域動物的習性、設置動物廊道，

串連被新舊台9線切割的動物路徑，而於橋

下設置蝙蝠及鳥類巢箱。 南澳路堤段及漢

本路堤段以綠資材及隧道之碴料營造多孔

隙之棲地環境，增加地形變化營造近自然

雨水貯留池，並維持既有開闊之草生地，

提供多元生態棲地，也提供了生態觀察及

生態教育研究的環境(圖38、圖39)。

 漢本之棲地原為濱海之草生環境，經

路堤填築後，生態友善的設計包括路堤採

緩坡設計，以營造較佳植生環境及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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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南澳南溪路堤工程現況

圖38 南澳南溪路堤友善生態設計示意圖

靠海側之邊坡於平台設置雨水淨化池，植

草施工時混合海岸喬木、灌木、及草種一

起噴植，外側部分區位種植防風樹種，將

可逐漸復育形成生態友善之草生棲地，提

供原來生活於草生地之物種入住棲息。靠

山側之邊坡外側將來會種植濱海生態小

苗，受到坡面之遮風，可逐漸復育形成綠

色廊帶，增加生態環境的多樣性。路側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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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 漢本路堤生態設計示意圖

圖41 漢本路堤緩坡設計及植生模擬示意圖

來會種植鳥類飛行路徑誘導綠帶及防小動

物進入道路的綠籬，可減少ROAD-KILL的

機率(圖40～42)。

(二) 大樹移植

　　臺灣地處亞熱帶，擁有植物多樣性，

為生態豐富多樣性之基礎，而大樹為生物

圈友善的生產者，涵養水土及提供動物庇

護生養，更為大自然視覺地景之重要元

素。過去以開發建設主導之公共建設思維

模式，在闢建或拓寬道路時，常將大樹或

珍貴的老樹砍除，而今在環境永續概念思

維影響下，節能減碳為全球化發展之重要

議題，而樹木除生態與景觀價值，更具備

生產氧氣及固碳的價值，為環境保育之重

要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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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樹木移植執行流程

圖42 漢本路堤模擬示意圖

惟大樹移植本不易，特別是計畫區地形陡

峭，移植作業技術難度極高。但大樹作為大地

上最為友善的居住者，工程者應有更多的關懷

與耐心，這是本計畫樹木移植之初衷。

經專業評估，本工程植栽移植工程，主要

為大樹(胸徑＞50cm)及具生物價值(演替中後期

植栽)之植栽移植，其中大樹移植主要是考量大

樹之生態價值高，由於大樹植株本身提供的附

生植栽或伴生動物的棲息空間，以及做為母樹

提供種源、充實當地環境種子庫等因素，使其

生態價值高，移植種類亦篩除陽性先驅樹種、

栽培種、移植存活率低、不具景觀效益及人為

栽植等種類，因路線規劃已先採迴避方式，故

受擾動影響需辦理移植之大樹均為不得已進行

之工程手段。 

經調查計畫工區範圍內需移植的樹木共計

約250餘棵，多在未經墾殖的貧瘠砂岩嶙峋地質

環境中，移植工程艱鉅。 設計規範嚴格訂定移

植斷根次數及間距2～3個月/每次，並規定移植

存率(80%)及懲罰性條款。移植區則以改善工程

範圍或附近聚落區為主。

移植程序、及部分路段調查及移植影像成

果如後(圖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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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擾動區樹木調查

圖45 擾動區樹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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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擾動區樹木調查與移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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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樹木移植後影像

2. 交通部公路總局，「台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

段改善計畫工程規劃」綜合規劃報告，民

國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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