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永續生態工法與低衝擊開發策略
打造宜居海綿城市

林鎮洋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系教授兼水環境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廿一世紀的土木工程師

 生態工法沿革

◦ 國際（歐美日）

◦ 在台灣的崛起

 與生態營建趨勢之結合

 工程師的蛻變

 G2G

 展望與願景



 土木工程師的重要性

◦ 土木工程是「建設」與「發展」

的重要基石

 夏禹治水

 西門豹引漳利農

 漢王導運

 詹天佑完築京張

 十大建設帶動經貿

 高鐵興建



 土木工程師的重要性

◦ 土木工程影響民生社會至鉅

◦ 土木工程與「文明」不可分割

◦ 偉大的土木工程成就，蘊含社會、

文化、經濟甚至藝術價值



 新世紀！新挑戰！

◦ 全球發展的轉型

◦ 對永續發展必要性的認同

新世紀土木工程師應該扮演的角色為何？



 自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宣言

◦ 廿一世紀是追求永續發展的時代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 土木工程師將秉承傳統使命

◦ 創新思維

◦ 肩負起具有世紀性挑戰的任務

土木工程師應轉型成為「永續發展工程師」！



美國土木工程學會（ASCE）2001/08聲明
The Role of the Civil Engineer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對於任何與永續發展有關之政治、經濟、技術，以及社會議題或
過程，培養更廣泛的認知；

◦ 專業智識與技術的養成以促進永續之未來；

◦ 與其他專業共同發展追求發展與環境永續性整合所需之工具；

◦ 以經濟的觀點為出發，體認自然資源與環境是珍貴的資本財；

◦ 能超越自身學門進而評估可行方案並影響政策革新，以臻至永續
發展；

◦ 能與其他設計、經濟、社會、環境、物理等專業共同合作籌組工
作團隊，以達成提供生態永續解決方案；

◦ 採納並應用整合系統，讓決策、思維與作為能更面面俱到；

◦ 與其他專業組織進行跨領域之合作，善用他人之成果，並追求每

一分資源的最高效益，以臻至更卓越之永續性。



 過去所追求的目標

◦ 工程要能以最少材料發揮最大強度

工程，應要能以最少的資源，

創造人類世代與自然的最高福祉

21世紀的目標



But………. H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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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區公路

明隧道將公路之頭痛移到河川 生態工法防止崩塌道路暢通

信義鄉公所提供 陳兵通攝



水泥噴漿封殺山坡生態

(二)公路邊坡

打樁編柵工法維護山坡地生態

郭清江攝 郭清江攝



傳統的攔砂壩不堪大土石流一擊 使用自然材料整治源頭防止土石流

(三)土石流整治

郭清江攝 郭清江攝



(四)河溪整治

創造多孔隙空間供生物棲息 郭清江攝
光滑坡面不利生物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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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河床穩定

消波塊妨礙水生物活動 自然巨石提供消波功能，營造多樣性
河床且美觀郭清江攝 郭清江攝



(六)河岸護坡—大富里橋上下游

上游整治後了無生機 下游未整治生意盎然郭清江攝 郭清江攝



(七)河岸護坡

台中市大型束水工程與河爭地 仁愛鄉曲冰自然蜿蜒河岸
郭清江攝郭清江攝



生態工法與傳統工法整坡效果不同 ─ 左邊崩塌持續，右邊
非常穩定

郭清江攝



 生態工法的觀念，最早可追溯至60餘年前

 20世紀初，歐洲地區
◦ 工業革命，社會經濟驟然起飛

◦ 物質生活的豐富度提升，但各項需求接踵而至

◦ 大量開發自然資源以因應社會發展的步調

 1938年德國Seifert：提出近自然河溪整治的概念，
強調不違反生態原則之治山防洪工程，可謂「生
態工法」之濫觴。

森林野地的過度開發利用

大規模的災害發生
雪崩、山崩、洪氾

各鄰國必須提出因應之道



 1950年代起，水環境問題日益複雜，生態工法開始被
應用於更多元的領域中

1930s

1950s

工業革命從英國擴展至歐陸、美洲1800s

歐洲開始出現嚴重環境問題

德國Seifert提出符合生態原則的
整治工程理念

水污染

治山防洪

生態工法

生態工程Odum提出生態工程的概念
1960s



1980s Ecological Engineering / Eco-technology引起注意

Uhlamnn（1983），Straškraba（1984、1985），以
及Straškraba與Gnauck ：所謂「ecotecnology」係指

基於對生態的深度認知，一種用於進行生態系管理的技術，
目的在於將執行相關措施的成本及其對環境造成的損害降
至最低

1989 Mitsch及Jørgensn著Ecological Engineering一書

彙整具共同特質與原則之工程技術並賦予定義，

「生態工程」的觀念以及適用範籌， 首次明確被界定

偏重濕地除污、
生態自淨等之研
究與應用

2000s 國際生態工程學會（IEES）成立

美國生態工程學會（AEES）成立



生態工程四大應用領域

Mitsch等主導者的專長
領域



回顧Mitsch等人所推動的「生態工程」發展歷程

生態工程應用於水質控制成為趨勢

檢視IEES、AEES成立後之研究重點

+

∥

現行國際間熱門研究重點之一



 繼Seifert之後，德國Kruedener於1951年另外提出

「生物工程（bioengineering）*」

◦ 是一種在進行大地或水資源工程時，用於處理不穩定之

邊坡或河岸、河床時，所採行之應用生物學知識的工程

技術。

◦ 與現行台灣所認知的生態工法觀念極為吻合。

* 勿與現今所謂以細胞及基因為尺度的「生物工程（biological engineering）」混淆



 1980s～2000s

◦ 漸漸注重對於生態之影響及野溪景觀與其周圍環境之和

諧，考慮到生態之治理概念

◦ 相似詞:

 近自然河溪管理（near natural river and stream 

management）

 近自然荒溪治理（near natural torrent control）

 德國：河川生態自然工法（naturnahe）

 澳洲：綠植被工法

 日本：近自然工法、近自然工事

 雖未成為AEES的主流，但在世界各地以溪流復育的形

式，自成一格穩定發展



 相較於大部分由美國學者所領導的生態工程之水

質控制工程，生態工法之水利工程於歐洲地區可

發現明顯的歷史與紮實的應用成果。

 除德國之外，如奧地利亦有相當豐富的經驗與成

果。



 美國

◦ 記錄完整之案例

 科羅拉多河下游復育計畫

 伊利諾Des Plaines River 濕地示範計畫

 佛羅里達Agrico Swamp開墾計畫
亦能提供
重要經驗值



 日本亦成為推動生態工法應用與落實的著名國家

◦ 可追溯之1984年時，於所舉辦之「日歐近自然河川工法研究

會」中，確立「近自然河川工法」一詞，及其定義與精神

◦ 1991年之1997年間，著手進行生態工法之推動，共完成

5000事例，總計1185公里長區段之整治與復育

 所受到來自歐洲的影響，遠超過美國

◦ 雖然某部分原因在於天然環境相似度的考量，但亦透露出德

國、奧地利等國在此方面深厚之經驗與根基



 台灣河川治理記錄，可追溯至1897年，已有百年歷史

◦ 針對重要河川展開全面性之調查

◦ 1909年：進行治理工作則在於（民國前2年）

 因接連發生大規模之水災

 2年內共造成250人死亡

 淹沒66,687甲（約64,681公頃）之土地

 面對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不得不全面展開防洪治理計畫。

 當時囿於材料及工法的限制，多半採用天然材料

 以人力、獸力進行河川治理

 鋼筋水泥等材料的普及，以及重型機具的發達，台灣

水利工程正式進入「水泥化時代」。



 過度水泥化時期尚未結束…但是

◦ 1980年代起，環境綠美化的時代正式展開

◦ 生態工法方面，僅止於學術上之探討，未有進一步落實

◦ 基隆市，1992年起至1998年

 利用西部地區治山防洪計畫，整治了31個河段

 主要仍以河川護岸之安全性為考量，但近末期則陸續於幾

個工程中納入親水及綠美化的理念



 1990年代末期：水利生態理念逐漸展開

◦ 最具代表性的生態工法里程碑：特生中心自1998年連續5

年所舉辦的「工程人員生態保育研究班」

 1999年七月：當時之經濟部水資源局

◦ 委託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展開為期四年的「集水區親水

及生態工法之建立」研究案

◦ 第一個系統化生態工法長期研究與推廣計畫



 2000年9月：第六次「國家科技會議」

◦ 永續發展與民生福祉應為公共建設之新方向

◦ 綠建築永續發展科技：作成「推動綠色營建科技之發展」

結論。

 2001年：公共工程委員會

◦ 要求國內公共工程必須堅持「人本」、「優質」、「永

續」的特質

◦ 加入「綠營建」的理念，俾使台灣的工程建設更有人文

及永續精神。

◦ 「新世紀國家公共建設會議」：二十一世紀應強調建構

營建自動化、綠建築、生態工法等公共建設綠色營建技

術之體系



 2001年：農委會

◦ 針對生態工法應用於水土保持技術，委辦二研究計畫

◦ 首度直接嘗試將生態工法應用於水利工程外之範疇

 2001年：推動生態工法積極年

◦ 農委會以水利單位之外，包括營建署，以及工程會皆分別在

各自的權責範疇中，委託執行相關之生態工法應用研究計畫

921大地震是關鍵的轉捩點



 我國生態工法與國際間生態工程之著眼點略有不同

 工程會結合交通、營建、水保與水利等單位，全力推動

生態工法，與國際「生態營建」趨勢不謀而合

Gree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澳洲布里司本制訂生態營建協定（1998），授與州政

府與地方政府執行生態營建的權力。

 加拿大溫哥華East Clayton，以「建立宜居區」的構想，

完成「宜居區策略計畫」的建置，以生態營建措施，落

實「發展」、「景觀」與「生態」兼具的願景

◦ 綠帶的維護與復育，以保護境內諸如公園與集水區等自然資源

◦ 建構完善而永續的社區

◦ 達到小而美的都會區

◦ 增加交通形式的多樣性



 交通工程融合生態保育的理念與原則

◦ 德國、美國、日本、荷蘭、奧地利，以及加拿大等都有實例

◦ 瑞典開始傾向於利用生態營建，俾使道路工程的規劃與施工，

對於整體生態系的衝擊降至最低

 完整的生態營建：生態工法的極致表現

◦ 將工程類別自水利環保與水保延伸至交通與都會

◦ 整合能量流（energy flow）、自然化學與營養鹽之循環、水

循環，以及生物多樣性等重要元素

◦ 靈活運用生態復育、生態自淨系統、藍帶與綠帶的保全，和

宜居空間規劃等策略

◦ 真正做到提升居住品質、維護生態環境，與平衡發展與保育





李遠哲：
築堤治水 不是好方法

中時電子報 2002 01 17 pm. 03:45

林志成／台北報導

納莉風災重創台灣，台北市政府決定繼續在基
隆河水域築堤治水，引發中研院長李遠哲強烈
反對。李遠哲表示，過去幾十年做錯事，現在
不該繼續錯下去，築堤治水不是好方法。他說
除非有人能將天上降下的雨水全部吸進去，經
過一個星期後再慢慢釋出來，否則政府應嚴禁
基隆河流域的各項開發行為。

李遠哲說，過去下在中央山脈的雨水，要經過
一個星期才會流到平地的河川。隨著山坡地被
過度開發利用，現在山上下雨後只要一天時間
就會全部流到河川裡，時常釀成巨災。他建議
政府應該想一個妥善的方法防治水患。

馬英九：
堤防不加高 南港恐淹水

中時電子報2002 01 17 pm. 03:45

廖瑞宜、林志成／台北報導

台北巿工務局養工處辦理基隆河在南港區上游
支流大坑溪、四分溪連續堤防加高工程第二標
預定十八日發包，台北巿長馬英九昨日表示，
堤防如不加高，今年南港地區恐再淹水。

馬英九昨日應邀參加經濟部工業局南港軟體園
區二期工程上樑典禮時說，象神及納莉颱風來
襲時，四分溪、大坑溪沿岸堤防高度不夠，造
成當地嚴重淹水，市府重建委員會主委，即前
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強烈建議堤防非建不可，
整治南港水患的重點還是在完成堤防工程。

面對中研院建議巿府採取生態工法興築堤防工
程，他表示，很擔心該工程延宕，今年夏天若
再有颱風來襲，南港恐仍難避免淹水。

？？？？？？？？？？？？？？？？？？？？？？？？？？？？？？？

Which One Is Better ?



蘭興公園旁
90年5月23日



建德橋

91年8月30日



越來越多的洪水？

1986.8 韋恩 1987.10 琳恩1996.8 賀伯 2000.10 象神
2001.7 桃芝

2001.9 納莉
1998.10瑞伯



聯合新聞網 記者程思迪／攝影



 定義

 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ASLA）：

Nature is also infrastructure. 
◦ Nature can protect people against flooding or excessive 

heat, or help to improve air and water quality, which 

underpin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When nature is harnessed by people and used 

as an infrastructural system it's called "green 

infrastructure."

大自然也是一種基礎建設
43



 定義

 美國環保署（USEPA）：Green infrastructure is 

a cost-effective, resilient approach to managing 

wet weather impacts that provides many 

community benefits.
◦ Gray stormwater infrastructure is designed to move 

urban stormwater away from the built environment.

◦ Green infrastructure reduces and treats stormwater at its 

source while deliverin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著重在開發地區的濕天氣管理
44



 定義
 歐盟（EU）：Green Infrastructure can be broadly 

defined as a strategically planned network of high 
quality natural and semi-natural areas with other 
environmental features, which is designed and 
managed to deliver a wide range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protect biodiversity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settings.
◦ GI, being a spatial structure providing benefits from nature to 

people

◦ enhance nature’s ability to deliver multiple valuable 
ecosystem goods and services, such as clean air or water.

45



歐盟綠色建設強調空間規劃、與大自然
和諧共處，並強化自然服務功能與價值。46



(Bartley, et al., 2009)

47



本專題定義
 範圍：

人為開發區、城市、

社區、基地、流域中下游

 目標：雨水管理

 方法：自然 (nature)

 效益：除雨水外更多的附加價值

(生態、景觀、汙染改善、節能減碳、氣候變遷調適)

Green 

Infrastructure

Green 

Stormwater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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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都市雨水也是水資源，不要只想排出去。

 2.都市水文循環隨發展改變，且仍在變動。

 3.都市地表逕流是髒的，屬於非點源汙染。

49



http://www.nsrwa.org/wp-content/uploads/2014/10/watershed-
infographic.jpg

水庫集水區：水質水量保護
都市集水區：水趕快排走?!

水質水量保護

50



https://cnx.org/resources/2c4f4bf49a014682014d1f18743d89aacc2fecc
9/graphics1.jpg

不透水
面越多，
地面逕
流越多

51



開發後 post-development

開發前 pre-development

尖峰時間變短
尖峰流量提高

退水快

基流減少

逕流
流量

集水區下游影響(downstream effects)
局部低漥地區淹水頻繁

都市逕流歷線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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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逕流(urban runoff)污染物包括：

 沉積物Sediment

 油脂

 有毒化學物質

(如PAH, PCB)

 致病菌

 農藥

 營養鹽

 重金屬

53



都市逕流中鉛、鋅來源：

重金屬主要
來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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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道路逕流濃度調查（台北與新北市）

(Wang, Chen, and Lin, 2013)
55



 美國: 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

 英國: Sustainable Drainage Systems 

(SuDS)

 澳洲: 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 

(WSUD)

 日本: 總合治水

 中國:海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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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LID, 1999

開發後逕流歷線:
尖峰流量升高、發生時間提早、
總逕流量增加

開發前逕流歷線

開發後加上暴雨管理:
減少尖峰流量、發生時間以及
逕流量，但逕流量仍有增加

Low Impact Development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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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S working party, 2010 58



 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 (WSUD) is 

about integration of water cycle 

management into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結合水循環管理於都市計畫與區域設計

source: Water By Design http://waterbydesign.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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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因應都市淹
水制定新法，

內容涵蓋河川法、
水防法、下水道
法、都市計畫法
的範圍。

http://www.mlit.go.jp/river/pamphlet_jirei/kasen/gaiyou/panf/tokutei/index.html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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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都市淹水災害所訂的特別辦法，促進被
指定地區的防洪總合計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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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綿城市建設目標

小雨

不積水

大雨

不內澇

水體

不黑臭

熱島

有緩解

•傳統模式：
“大截排、大集中”

•海綿城市：
“系統治理、集散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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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綿城市六字箴言(技術層面)

海綿

城市

滲

滯

蓄

淨

用

排

自然入滲、補注地下水

延緩尖峰時間、降低尖峰流量

雨水資源

減少非點源汙染

充分利用水資源

安全排放

63



 污染控制：

從管末處理(處理污染)到源頭管制(預防污染)

同樣的：

 雨水治理：

從排水工程(處理逕流)到源頭控制(控制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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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暴雨治理 新暴雨治理

•導水、排水為主：
快速將雨水導引離開。
•設施：排水溝、排水
管、滯洪池、抽水設備。

•對河川影響：承接過多的
地表逕流量，河道改變。
•缺點：不處理水質問題、
對水生生態、河濱棲地恐
有衝擊。

•源頭控制以及入滲為主：
將雨水入滲量最大化。
•設施：把開放空間設計在
低地，作為雨水滯留處；
不要在滲透性高的土地開
發；搭配各種LID設施。
•對河川影響：降低尖峰流
量、增加地下水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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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建設完全取代灰色建設？

不是！
◦軟體取代（概念）

◦硬體合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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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
流量

灰色建設(末端)：~60%

灰＋綠色建設(過程)：~10%

綠色建設(源頭)：~30%

灰色建設與綠色建設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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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
流量

如果全部採用灰色建設：100%

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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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
流量

灰色建設與綠色建設的合作關係

節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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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設施生命週期成本(City of Edmonton,2011)

USEPA(2007) 比較17
個實際案例

分析LID的成本效益

加拿大Edmonton 城市

將LID成本歸納

LID比傳統方法減少
15~80%成本

建造成本、維護成本、
更新成本

設施 建造成本 維護成本 生命週期 更新替換成本

雨水貯留 $2.12~1000/m3

灌溉使用維護費$25/yr

室內沖廁使用維護費
$100~150/yr

25~100年 同建造成本

綠屋頂
薄層型$230~550/m2

厚土型
$500~3000/m2

前兩年$3~44/m2 30~50年
防水層更新$6/m2

需定期移除雜草落葉

樹箱 $30~350/m2 $13~30/m2 25~50年
同建造成本
土壤更新$10-15/m2

生物滯留池 $30~250/m2 $13~30/m2 >20年
每15~20年重製
$4~170/m2

透水鋪面 $340~500/m2 $0.15~0.30/m2 >20年 同建造成本

草溝 $11~35/m2 $0.20~1.00/m2 >20年
同建造成本
土壤更新$15~20/m2 70



 一、保存既有綠地空間 (Conservation)

◦ 保留並擴大透水面積

 二、維持原地表逕流集流時間

(peak flow control)

 三、維持開發前的總逕流量

(runoff volume control )

 四、減少非點源污染 (結合B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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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設計的兩個主要原則:
•減少總不透水面積
•減少直接相連的不透水面

一、保存既有綠地空間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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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街道寬度、將房子設計在綠色空間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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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創新的設計策略，將不透水面積最小化。

 在建築物設計中，結合綠屋頂與雨水貯留系統。

 將屋頂雨水導入透水空間，並在該空間中使用改良
的土壤或入滲設施。

 保留原有樹木，透過景觀設計創造更多的樹木覆蓋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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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基地內透水面積至少為不透水面積的1/10
◦ 1: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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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持原地表逕流集流時間

例如：
•開放性排水
•善用綠地空間
•適度減少坡度
•分散排水路線
•延長排水路
•使用草溝草帶
•維持天然水路
•增加片流機會

(Coffm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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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水路於住宅區的應用
(Toronto and Region 
Consrvation Authorit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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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基地面積下，不同街道設計可減少道路長度
(City o Edmont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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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持開發前的總逕流量

(Coffman, 2002)

使用各種保水設施，例如：
•開放性排水溝
•生物滯留池
•小型的管線與陰溝
•入滲
•窪地貯水
•屋頂貯水
•管線貯水
•雨水利用
•土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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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水鋪面 (Permeable Pavements)

 生物滯留池 (Bioretention cell /island/ strip/ 

swale/ rain gardens)

 綠屋頂 (Green roof/ ecoroof/ vegetated 

roof/ living roof)

80



81



USEPA-841-F-10-00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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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園是一般住家
社區常用的LID設施

引屋頂雨水

使用本土耐旱植物

增加入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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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PA-841-F-10-00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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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栽層(plant layer)

 生長基層(substrate 

layer/growing layer)

 過濾層(filter layer)

 排水層(drainage 

layer)

 防水層
(waterproofing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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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oire and Clausen, 2011) 平均減少56%

綠屋頂逕流受到降雨型態影響，台灣的降
雨型態不同於歐美國家，效果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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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建物面積約60平方公里，佔總面積22%)

 綠屋頂設置情境：
假設70%的建物屋頂上設置10公分、孔隙率0.3的綠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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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各行政區 現況(m3) 綠屋頂情境(m3) 差異(%)

士林區 2,701,771 2,667,311 1%

大同區 1,903,118 1,315,401 31%

大安區 1,084,543 864,625 20%

中山區 777,846 624,442 20%

中正區 758,934 606,932 20%

內湖區 491,529 364,595 26%

文山區 415,609 336,057 19%

北投區 400,307 302,925 24%

松山區 595,718 466,667 22%

信義區 505,255 391,033 23%

南港區 249,974 190,342 24%

萬華區 300,384 235,445 22%

表台北市各行政的現況和綠屋頂情境總逕流量比較

平均減
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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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美國華盛頓DC設置綠屋頂模擬情境
(採用Green Build-Out Model)

尖峰流量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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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點源污染初期沖刷(first flush)
◦ 降雨初期的逕流水汙染濃度最高，之後受雨水稀釋影響，
濃度降低。

◦ First flush體積是structural BMP的設計關鍵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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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lowimpactdevelopment.org/greenstreets/practices.htm

綠街道示意圖

行人友善環境

透水性人行道

轉彎處保護措施

節能

生態槽透水性鋪面
解說牌

再生材料

堆肥土壤

透水性停車道

綠街道(Green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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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nesota- Green Lin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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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芝加哥市 Green Alley

暴雨治理
減少熱

利用再生材料
省能、減少炫光

圖片來源：The Chicago Green Alley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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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區道路

97



 Location: The Huangjong elevated express road, 

Taichung city, Taiwan.

 Dimensions: length 4.7 km, width 33.6 m.

 LID facilities: infiltration ponds, infiltration swales, 

rainfall storage tanks, and ecoponds. 

 Water reuse: stored rainfall is filtered and 

pumped back to watering plants on roads.

 Cost: The road costs 6 billion New Taiwan Dollars 

(NTD). 50 million NTD are for LIDs.

 Benefit ? (runoff reduc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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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ed in 2013 99



 The runoff reduction rate:
◦ 43.5% in 2005

(2,575 mm)

◦ 54.5% in 2011

(1,205 mm)

– the performance of LID is better in less rainfall year. 
( because high rainfall intensity results in more water 
overflow and less water retained in L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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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1%（預算），還你50%（年逕流削減量）！



四、減少非點源污染(BMP)

例如：
•維護管理
•適當的使用、處理與處置

•一般民眾(家庭)

•工業
•商業

(Coffman, 2002)

減少非點源污染的
產生與累積



 保留綠色（自然）並且把綠色（自然）代入灰色
（人造）裡。

 國際上新的都市水環境管理中心概念：模仿天然
水循環。

 新都市雨水管理可以同時處理水質、水量以及維
持生態、營造舒適生活環境。

 除了水有關設施外，需與都市計畫、建築物、道
路等都市組成元素一起設計。



http://www.azuremagazine.com/wp-content/uploads/2013/04/Grey-To-Green-01.jpg



生態工程

生態友善式的工程或保育方法
落實生物多樣性與永續發展的具體作法

綠美化→生態工(法)程→綠營建→永續工程（節能減碳）

綠色內涵（生態工法╱LID ╱綠色建設，綠建材，綠能）

Sustainability !!



 取材國際經驗，調整本土化

腳步

◦ 效法methodology，而非 copy

 循序漸進的態度



More Concrete, Less Brain ! (2003, Muenchen)

～ The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