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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發展歷程與環境生態的連結國道發展歷程與環境生態的連結國道發展歷程與環境生態的連結國道發展歷程與環境生態的連結    

自 1971 年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 號)開工以來，國道與經濟發展相輔相

成，提供安全快速的交通運輸系統，經歷數十載的拓展延伸，相繼完成福

爾摩沙高速公路(國道 3 號)、蔣渭水高速公路(國道 5 號)與水沙璉高速公路

(國道 6 號)等路網系統，迄今養護單位-國道高速公路局(以下簡稱高公局)

的維管路段已達 1014.6 公里，除了維管範圍增加外，國道所經的自然環境

也隨之多樣化，平原農田、淺山森林、河川溪流、溼地埤塘與都會郊區等

地景類型，漸次交織成旅人途中的風景，同時呈現臺灣島獨特且豐富的生

態特性。 

橫亙千餘里的國道系統已嵌入臺灣的生態紋理，與周邊自然環境產生

複雜深遠的交互關係，為影響島國生態的因素之ㄧ。本計畫透過 4 季動物

調查，用以瞭解國道周邊 1 公里範圍內的生物多樣性狀況，10 個調查區域

中仍有豐富且亟需關注的自然棲地與保育類物種，例如竹苗淺山森林的石

虎、坪林森林的林鵰、雲嘉南平原的諸羅樹蛙等(圖 1)；而以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套疊各界關注保護區的成果顯示，國

道沿線 5 公里範圍內具有 39 處政府法定公告保護區、20 處重要野鳥棲地、

5 處學界研究樣區，以及多處大面積完整森林。綜合生態調查與圖層套疊

的初步成果，國道周邊仍有生態資源敏感且深具保護價值的自然野地，其

時空狀態的變化以距離、邊坡寬度、交流道有無或道路型式等因素與國道

產生連結。 

 



 

 94

國道永續經營環境復育研討會 

 

圖 1 國道周邊 1 公里內調查發現到的敏感物種 

國內外永續發展之反思國內外永續發展之反思國內外永續發展之反思國內外永續發展之反思    

聯合國千禧年宣言(Millennium Declaration)將「確保環境之永續發展」列為

八大主目標之一，希望各國將永續發展納入政策與計畫考量，扭轉環境破壞造成

生態資源的流失，透過五項監測指標評估，分別為森林覆蓋度、生物多樣性保護

區面積比例、國內總產值每 1 美元的能源消耗量、國人平均碳排放與氟氯碳化物

消耗量，以及使用固體燃料的人口比例，各項因子與兼具交通與土地管理業務的

高公局息息相關。面對國際間的永續發展思潮與要求，臺灣政府於 1997 年積極

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永續會生物多樣性小組並於 2008 年將交通部列為「減少棲

地喪失、土地利用的改善與劣化，以及非永續的使用水資源」策略的主協辦，高

公局更肩負「擬定擬復育劣化環境之優先順序與優先擬定之復育方式」，以及「逐

年發展各類生態系之合理復育方法，及評估自然生態工程之成效與生態資源調

查、監測」兩項計畫執行的重責大任。據此，負責維護全島交通運輸動脈的高公

局，於 2009 年啟動為期 3 年的「營運階段國道永續發展環境復育改善研究計

畫」，藉由該計畫全面檢視高公局各項業務中，於永續發展與環境生態多層考量

的切入點，據以提供營運管理決策上的依據，並透過建立長期且持續性生態環境

資料的方式，逐步發展合理的環境復育技術，藉以提出生態友善方案，減輕國道

對周邊生態環境的影響，並積極達成復育與補償的目標，本計畫工作架構圖請詳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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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國道環境研究之工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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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永續藍圖始於創新機制的啟動國道永續藍圖始於創新機制的啟動國道永續藍圖始於創新機制的啟動國道永續藍圖始於創新機制的啟動    

本計畫切入高公局的整體業務架構，以局內的垂直整合、跨單位的橫向合

作，以及各方民眾參與為機制發展目標，規劃國道永續經營的藍圖。 

(1) 局內垂直整合：計畫初始即成立「專案工作執行小組」，每季召開一

次，針對局內各工程處與工務段的環境復育工作進行討論與分享，並

以管理實務為出發點，討論本計畫產出成果的合理性與實用性，作為

生態與道路管理專業整合的平台，同時促成多項跨界合作與局內作業

的規範，如「國道永續經營管理策略」、「綠廊邊坡課題的優先復育

案例」、「國道生態敏感里程指認與管理辦法建議」。 

(2) 跨單位的橫向合作：永續發展需要各領域的相互配合，建立新的夥伴

關係，藉由細緻綿密的網絡尋找有效解決方式，本計畫每年召開專家

學者座談會議，邀請民間團體、工程單位、學術機構與其他公部門參

與計畫，強化計畫自身的完整性，並建立高公局未來永續發展的人才

智庫；提供國道致死動物屍體予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除可增加物種

鑑識的正確性與延續其科學研究的價值外，同時協助科博館增加館藏

資源，為臺灣道路管理單位與研究單位合作進行生物多樣性保存的首

例。 

(3) 各方民眾參與：本計畫執行期間透過荒野保護協會知悉國道3號甲線的

邊坡路權遭周邊居民違法栽種作物，由於該段路權緊臨台北富陽自然

生態公園的水源，因此農作物栽植所使用的化學肥料與殺草劑對園區

溼地產生負面影響，有鑑於長達千餘公里的國道路權維護不易，有限

人力與資源難以防堵刻意違法的居民，未來將與荒野保護協會共同經

營復育該處路權，高公局提供棲地營造的經費與路權，而荒野保護協

會以生態保育為出發點長期認養該處路權，進而達成雙贏的目的。 

 

生態學與國道維管生態學與國道維管生態學與國道維管生態學與國道維管的整合應用的整合應用的整合應用的整合應用    

本計畫以生態學為基礎，研究、調查與分析國道與周邊生態環境的交

互關係，細部工作分項主要為環評環差檢討、生態資料庫建置、沿線生態

調查、地景分析、擬復育生態劣化環境優先順序、環境復育方案實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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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立合理生態復育方法。 

(1) 環評環差檢討：分析33件高公局新建、拓寬及增建工程辦理之環境影

響評估及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書件，並檢視文件內容，發掘營運管

理難以據以執行的常見內容，包含(a)欠缺全生命週期聯貫性之考量，

在規劃設計及施工期間之生態維護工作，多無法在營運階段獲得驗證

或據以追蹤；(b)生態維護事項，限於國內生態保育權責單位並不明

確，亦或部分承諾常有權責難以釐清的情形，導致後續營運管理困擾；

(c)無法執行或與工作期程衝突之承諾。 

若能將營運期執行監測滿一年之監測計畫，以年度檢討方式與環

評承諾及預測內容進行比對，再搭配經營管理策略的調整後，附帶重

擬環境生態監測內容與頻度，以積極提昇環境品質為出發點，提出各

養護路段的生態環境復育計畫，若涉及環評監測機制的調整，則併同

生態環境復育計畫提出差異對照表，可使監測更具意義並提升其價值。 

(2) 生態資料庫建置：本計畫與中華民國魚類協會合作，協助國道沿線生

態資料庫之建置，採用MySQL軟體開發，主要用於儲存與展示本計畫

研究成果資料，包括收集之文獻、生態調查與監測資料，以及提供後

續國道沿線相關生態調查資料的輸入建檔使用，並參考中央研究院生

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和林業試驗所等單

位，以及於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下所建置之資料庫，期待未來能

與TaiBIF(http://taibif.org.tw)之TaiBNET生物資料庫(http://taibnet.sinica. 

edu.tw)進行連結，達到資料共享的目的。 

除資料展示與查詢功能外，後續可持續有計畫的開發資料庫的分

析與警示系統，結合道路致死與生態綠化等生態資訊，協助高公局更

有效與迅速掌握路權自然資源，創造更多的資訊價值。 

(3) 沿線生態調查：調查範圍為國道周邊1公里範圍內面積較大且型狀完整

的森林區塊，16處植物資源調查目的為了解國道周邊原生植物資源的

分布情形，做為未來原生種源培育與生態綠化植栽的參考；10處動物

調查則用以蒐集重要動物資源分布的資訊，提供未來新建工程選址時

回避的依據。而國道沿線邊坡綠廊調查則用以了解國道路權邊坡的植

生情形，並作為將來環境復育或外來種移除的路段的選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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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透過生態調查累積國道周邊的基礎資料，除了充實生態資

料庫外，也針對國道各里程路段的物候條件提供適生植栽作為未來生

態綠化的依據，動物調查則可提供國道周邊的生態背景資料，用於新

建交流道或相關環境復育計畫先期的參考，達到事先預警，提高資源

運用的效率。 

(4) 地景分析：為了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下，能夠快速瀏覽且尋找長達千

餘公里國道網絡兩旁生物資源豐富或具保護迫切性的區域，本計畫以

Arc GIS執行各界關注區域的圖層套疊，並以Fragstats 3.3分析國道周邊

5公里內森林區塊的棲地破碎化程度，整合各方資訊產出國道生態敏感

路段。 

此為國內首次以道路系統周邊的生物資源，劃設各里程的生態敏

感等級，並依分級給予不同維護管理辦法(表1)，接受「專案工作執行

小組」的建議後，成為將來高公局新建維管需考量的內規。 

 

表 1 國道生態敏感里程管理辦法(草案) 

敏感等級 

應用項目 
I 級 II 級 III 級 

新建開發 

1. 可行性、規劃、設

計與環評階段，顧

問公司及審查委員

均需有生態背景人

員參與。 

2. 工程週邊若為保育

類物種或稀特有植

物的棲息環境，則

需進行生態課題研

究，並進行積極的

保育作為。 

3. 可行性階段需預測

新建工程對周邊

15 公里範圍內之

自然地景與生態焦

點區域的衝擊，撰

寫生態影響及對策

說明，分析內容包

含棲地破碎化與連

結度的量化評估。 

1. 可行性、規劃、設

計與環評階段，顧

問公司均需有生態

背景人員參與。 

2. 可行性階段需預測

新建工程對周邊

15 公里範圍內之

自然地景與生態焦

點區域的衝擊，撰

寫生態影響及對策

說明，分析內容包

含棲地破碎化與連

結度的量化評估。 

3. 環境影響評估標準

需比照動物調查技

術規範中第二級區

域的次數與頻率，

1. 環境影響評估的操

作需比照動物調查

技術規範中第一級

區域的次數與頻

率，最低調查頻度

為每季一次，調查

2 次，兩次間隔至

少 75 天至 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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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等級 

應用項目 
I 級 II 級 III 級 

4. 規劃及設計階段需

評估工程對生態影

響，並於各項工程

類型(路工、排水、

橋梁、環工等)研擬

迴避、縮小、減輕、

補償等措施。 

5. 環境影響評估標準

需比照動物調查技

術規範中第三級區

域的次數與頻率，

即執行一年 4 季各

2 次以上。若週邊

為森林環境，則需

以紅外線自動相機

補充哺乳動物的資

料。 

6. 需執行生態監測工

作，包含施工前半

年、施工階段和營

運階段 3 年，並分

析工程周邊 15 公

里內土地利用的改

變，另針對個案生

態課題進行監測，

如追蹤保育類物種

與稀特有植物棲息

地的變化。 

 

即執行 2 季至 4

季，每季至少 1

次，應視開發區內

動物生態特性延長

或酌增調查(季

節、次數等)。 

4. 需執行生態監測工

作，包含施工前半

年、施工階段和營

運階段 1 年，並分

析工程周邊 15 公

里內土地利用的改

變，另針對個案生

態課題進行監測，

如追蹤保育類物種

與稀特有植物棲息

地的變化。 

維護管理 

1. 相關單位辦理認

養、租用與代管

時，應提供以生態

保育為目的之改善

計畫及施工養護計

畫，並以不增設硬

體設施為原則。 

2. 燈光照明優先採收

斂式燈具或加裝遮

光罩。 

3. 以低頻度維管邊坡

1. 相關單位辦理認

養、租用與代管計

畫時，除景觀新建

或改善計畫及施工

養護計畫外，需提

出生態保育計畫，

實作上並以不得縮

減原有綠地面積為

原則。 

2. 新植原生樹種除考

量景觀價值外，也

1. 定期監測外來入侵

種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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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等級 

應用項目 
I 級 II 級 III 級 

綠廊，減少除草頻

率，增加植生演替

速度。 

4. 新植的原生樹種優

先考量生態效益，

增加蜜源、食草與

誘鳥功能。 

5. 除定期監測外來入

侵種的狀態外，每

年安排外來入侵植

物之防除及抑制工

作，並監測已防除

區段之成效。 

需兼顧生態功能。 

3. 定期監測外來入侵

種的狀態。 

積極復育 

1. 持續進行道路致死

調查，依劣化路段

優先改善順序進行

中型哺乳動物道路

致死減輕工作，以

及其他物種道路致

死之原因與對策研

究。 

2. 優先以外來種入侵

嚴重之劣化路段進

行邊坡路權的植生

改善、棲地營造與

生態友善技術的實

作。 

3. 每 3 年進行路權與

周邊 1 公里範圍內

的生物資源調查與

生態課題分析，並

回饋將來管理辦法

的調整。 

1. 持續進行道路致死

調查與中型哺乳動

物致死熱點改善工

程。 

2. 優先以外來種入侵

嚴重之劣化路段進

行邊坡路權的植生

改善、棲地營造與

生態友善技術的實

作。 

3. 每 5 年進行路權與

周邊 1 公里內的生

物資源調查與生態

課題分析，並回饋

將來管理辦法的調

整。 

1. 持續進行道路致死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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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擬復育生態劣化環境優先順序產出：高公局權責範圍係國道沿線兩側

約數十公尺至數公尺的範圍，整體而言為長距離線性空間且沿線環境

的變異性高，相較於區域性的劣化環境復育，更顯困難。故優先保護

區域探討目前國道所面臨較嚴重的生態課題，分析道路致死效應、沿

線邊坡植生與棲地破碎化等課題，並決定應優先復育路段。 

(a) 道路致死效應：由於國道涵蓋範圍廣大，由專業人員全面的道路

致死調查將耗費極大人力時間，因此路死調查機制將以具備可每日

進行、時間與路段固定、易發現動物遺體等優點的路容清潔人員進

行，透過教育訓練傳授簡易好操作的紀錄方式，分析資料產出各動

物類型的致死熱點，提供道路致死預防或減輕措施里程的先後順

序。 

本計畫建議以中型哺乳動物作為優先改善道路至死情形的動

物類群，原因為其大部分為敏感物種、資料可信度高、棲地品質指

標，並且具有可行有效的減輕對策，以國道3號280k-310k、

70k-110k、120k-150k和310k-370k為應優先處理的路段。 

(b) 沿線邊坡植生：以邊坡綠廊調查結果為基礎，將重點防除外來入侵

種之出現、原生種比例與大面積完整林地做為國道綠廊劣化環境的

指標，據此評估國道沿線邊坡的植生復育順序。 

邊坡植生的復育工作可分為外來入侵種的移除，可優先處理國

8東向11k~14k與國道10號東向25k~32k；外來草種佔優勢的邊坡，

如國道3號北上129k~130k、國道3號北上276k~277k；銀合歡入侵嚴

重的泥岩地形，如國道3號南下363k~364k、國道3號南下373k~374k。 

(c) 棲地破碎化：由於國道為線性構造物，因此無法大規模的塑造周邊

林地形狀的完整性，但仍然能夠透過路權範圍內的生態綠化增加林

地面積，以及利用綠廊與動物通道連結已遭切割的棲地，以國道周

邊的完整森林為棲地破碎化減輕工作的首要目標。優先順序的評估

指標為大面積完整森林與國道的距離、完整森林群聚的狀況，以及

與其他完整森林隔離的區域。各大面積完整森林中，以苗栗三義、

銅鑼與通霄區域最適合進行地景連結度復育的最佳地點，其群聚面

積最大(7,446公頃)、緊鄰國道且國道為其棲地阻隔的主要因子，再

者其為各界關注資源最充足之完整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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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於國道1號153k-154k興建跨越式的動物通道，並與相關工

作單位合作執行後續的監測與復原計畫，然而除了需要各部門其利

合作外，尚需徵收民間土地，加上工程量體與經費龐大，致使其難

度較高，必須累積現地足夠生態資料後，再以縝密規劃與設計跨越

式通道，方能達成預定成效，因此建議在各方條件水到渠成後再施

行。 

(6) 環境復育方案實作：於99年3⺝18日辦理的專案小組工作會議，以及

99年4⺝12日辦理的專家座談會，皆針對道路致死效應、沿線邊坡植

生與棲地破碎化所建議的復育案例進行討論。其中以道路致死課題為

最急迫且已具有可行之改善方案的課題，再加上白河工務段主動配合

進行各項改善工作，故選擇國道3號285k+300-286k+600辦理進一步之

規劃設計工作。 

先期勘查穿越國道設施的構造物，並以指標評估各構造物作為動

物通道的可能性，指標分別為小尺度棲地破碎化程度、各復育單元實

際道路致死數量、設計施工難易度與環境現況，上述路段共有16組復

育單元，評估分數最高的復育單元為285k+999-286k+568，應最優先

進行復育，採防護網阻隔動物誤上國道，並引導其移動至動物通道，

而成效監測則架設紅外線自動相機拍攝利用的動物，迄今已拍攝到白

鼻心與野兔等動物利用動物通道穿越國道。 

本計畫定期更新國道道路致死資料，提供路死熱點作為動物通道

施作的潛在路段，業已針對全國道里程提出合理生態復育方法的執行

順序，未來將逐一降低該路段的路死事件，並將成果分享予其他道路

新建維管單位。 

(7) 合理生態復育方法建立：國道邊坡為全臺最長的綠帶空間，若能透過

生態綠化達到防除外來入侵種、增加生物多樣性與促進邊坡森林化，

除可作為國道與周邊環境的緩衝區外，同時增益生態系服務的許多功

能，高公局於20年前即採用生態綠化加快國道1號楊梅到湖口的邊坡

綠廊，然而較少適切的監測與研究計畫，導致成功經驗無法推廣至國

道全線，有鑑於此，本計畫調查24處曾執行生態綠化的邊坡環境，分

析其成效並提出有效推廣生態綠化的相關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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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管理與維護為切合高公局業務的生態綠化作法，本計畫提出

北中南不同物候條件，並依植栽區功能分為生態綠化、行道樹、服務

區、隔音牆，提供優點與特性不同的喬木與小喬木的樹種選項，並研

擬外來入侵種銀合歡的防除標準作業流程。 

 

生態思維融合交通運輸策略的火車頭生態思維融合交通運輸策略的火車頭生態思維融合交通運輸策略的火車頭生態思維融合交通運輸策略的火車頭    

國道路網貫通臺灣西部更延伸至臺灣東北⻆，為全島交通的大動脈，

沿線地景環境多變與多樣的生態環境鑲嵌。在透過不同尺度從大至小之進

行生態調查、生態敏感度分析及相關課題探討，始得提出配合既有國道養

護工作之整合性管理建議，以及後續可再推動執行之研究方向與計畫。期

以國道永續經營與臺灣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度出發，連接國道與周圍的多

樣化棲地環境，帶動國內道路生態學之發展，以達運輸效能提升與生態保

育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