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農村的變化與自然環境的危機

農村的自然環境隨著人類的定居以及農林業

的發展而逐漸地在變化。從古代燒田開墾型的土

地利用方式漸漸演變到以水田為中心的稻作農

業。特別是土木技術的進步使得新生地被大量開

發，沿著河川兩岸腹地的溼地等也都變成了廣大

的水田地帶。此等變化持續至今便造就了現今在

農村所能看到經由人類雙手所開創出來之豐富的

自然環境。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農村環境的變

化突然加快，而且此等變化與截至目前為止的變

化迥然不同。這些變化亦可視為是幾項危機：危

機之一是都市化及混凝土化等的開發，亦即由人

類活動之擴張所引起的危機，其經常會降低自然

環境的分布量；危機之二是人類活動縮小及生活

型態變化所導致的危機，例如能源革命及生產過

剩、人口外移及高齡化等導致農耕地乏人管理或

遭棄置，使得自然環境在質的方面發生變化；危

機之三是外來物種等因人類活動所帶來之新問題

所引起的衝擊。不僅僅是都市周邊地區，連農村

的很多地方也都有來自外國或國內其他地區的生

物蹤跡，原本構成農村自然環境的本地生物都逐

漸遭到驅離。

◎ 降低對自然環境所產生之影響

為了維護健全的農村以及其豐富的自然環

境，應該根據該區域環境營造之綱要計畫，依照

陳榮松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區域的特性尋求與自然環境能夠相調和的方式與

作法來進行營造工作。特別是指以緩和為考量之

計畫規模的重新評估以及透過生態工程試圖減輕

影響程度等的方法。此時，配合當地的風俗民

情與次生性自然（因長期之人為影響所衍生出來

者）環境的特性，針對各個區域分別檢討如何活

用當地之天然素材與地理條件、特性等亦相當重

要。

從營造健全且能與豐富自然環境相調合之農

村的觀點而言，在進行各種開發行為之時，考量

與自然環境的調和性已經是基本的要求。特別是

對於農林水產業，從今之後必須使其能夠充分發

揮國土保育、自然環境保育、形成良好景觀等等

的多樣化機能。以日本而言其具體的作法之一就

是在2002年進行了土地改良法的修訂，其中更新

改善等農業工程的進行必須以考量與環境之調和

性為實施原則，新核定的工程必須以該區域環境

營造綱要計畫為依據，不僅要達到穩定供應糧食

的目的外，同時亦須創造出能與自然共存的田園

環境。

然而，農村的自然環境是透過地區的風土民

情與當地人們的生活，以及生產的歷史才得以逐

漸形成並持續至今的，所以在各地的狀況並不相

同。因此，在進行各種工程及開發行為時，必

須依照地區的特性並檢討能與自然環境相調和的

適當作法。正確地掌握地區的自然環境，並以其

為基準來預估開發時因自然環境改變所造成的影

響， 後透過迴避及減輕影響等措施才能有效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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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緩和該影響的目的。對於此種緩和(環境影

響緩和措施)效果的考量方向可列出避免、 小

化、修正、減輕／去除、補償等5種層次，並從

避免的層次開始，依序來檢討其因應對策。

很多的工程與開發行為因為經濟或是其他因

素而無法完全中止。在那個時候，必須縮小計畫

規模來使其影響降到 低，或是採用生態保育工

法來減輕其影響程度，或是創造新的生物生活

空間來作為補償。但是此時 重要的重點是，各

處農村的自然環境並不是完全相同的。在河川上

游的山村裡，以砌石工法施作的護岸工相當有效

果，但其對於泥砂質沖積平原的農村就不一定有

效。此外一旦僅以綠化為著眼而採用便宜的外來

植物，當此等外來植物逐漸移出時，將會對原有

的生態系統帶來不好的影響。因此不論是 小化

與修正或減輕等的具體工法與素材，也都必須要

採用符合地區特性者來進行開發。

此外在今天也正對於已經失去的自然環境要

求能夠積極地復育回來，在國土復育條例下的種

種規劃與作為正積極地展開。特別是在農村中，

透過生活與生產由人們對水際與綠化的推動，正

逐步孕育出豐富的次生性自然環境。以此觀點而

言，不只在工程和開發行為上同步減輕對環境的

影響，透過多種管道與參與者的加入來積極謀求

次生性自然環境的復育也相當重要。

◎ 水際與綠帶的配置及生態系網路的復育

在農村區域中各式各樣之水際與綠帶的配置

是以村落為單位並不斷地反覆出現。此種反覆出

現之水際與綠帶的網路幫助了生物的移動與分

散，也因此得以使全體區域一直維持著豐富的次

生性自然環境。但是，隨著無秩序的開發等，使

得斷裂化與孤立化愈來愈嚴重，因此必須透過具

有長期遠景之土地利用規劃來復育水際與綠帶之

有機性網路。

在農村中所看到的各式各樣的水際與綠帶是

以傳統之村莊-原野-山林的基本單位所配置而成

的。村莊是人們居住的聚落，原野就是水旱田

等，主要是被用來當成生產食物的農地，山林就

是產生肥料及飼料、木材及其他生活資材之近山

林野。這些就是在農村中可完全提供食、衣、住

等所不可欠缺的水際及綠帶，因此，在風土民情

相似的鄰近村落在結構上便都具有相似的水際與

綠帶配置，村莊-原野-山林的基本單位便在廣泛

的區域中一再反覆出現。此種基本單位的反覆出

現，幫助了在農村之次生性自然環境中生活的生

物得以自由地移動與分散，使得區域全體之豐富

自然環境得以維持下來。譬如大眾所知道的，以

聚落為單位之傳統性村莊-原野-山林的反覆率就

與蜻蜓類、青蛙類的移動距離，以及鳥類所必需

之樹林地比率與勢力範圍之寬廣度相當的一致。

但是，隨著都市化之進展與開發所導致之次

生性自然環境的改變，造成了各個水際與綠帶不

斷縮小與孤立化。要復育豐富的次生性自然環

境，不但需要適當維護各個農地、森林、水際

等，同時亦需要一邊留意村莊-原野-山林的基本

構造，並在整個區域中將其互相結合，以建構出

具有多樣性水際與綠帶的網路。

水際和綠帶網路的建構不僅展現了具有豐富

自然之農村的美，同時對於在那兒生長的生物來

說也非常重要。因此在區域環境營造綱要計畫等

土地利用計畫中均要求須以長期性之遠景來積極

加以定位。譬如將主要的水際與綠帶和別的主要

場所之間以生物可以移動的廊道來加以連結，在

其間以適當間隔如跳石般地設置水際和綠區來當

成中繼站，就非常的有效果。另外，不同種類的

水際和綠帶網路也很重要。對於一旦成為父母便

會由水田或溼地向樹林移動的樹蛙，或是從大海

爬到海濱沙灘上產卵的海龜類等來說，將多種類

型之棲息地加以網路化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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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等生態系網路的復育而言，現在有各

式各樣的方法正在嘗試之中。在綱要計畫等之土

地利用計畫方面，例如作為候鳥中繼站的濕地保

育以及扮演廊道角色的重要河川和河畔林的保育

等均已經列入檢討的對象。另外就工種方面而言

例如有為了消除水路落差障礙而設置魚道和階梯

式落差，為了確保動物的移動而設置橋和隧道，

代替垂直混凝土壁的斜坡壁等。不過，建構網路

並不是意味著必須打造新的東西。舉例來說，有

時要消除流經水田區水路中的落差，即使不做魚

道，根據以往曾實施過之抬高水位等的方法，只

要能夠保證其季節性的移動行為就會顯現出其效

果。各個地區的水際和綠帶的配置要怎樣做才能

建構出生態系的網路呢？在作法上應該先從全國

各地之古老航照和地形圖等資料以及年長者的經

驗開始調查，以其為基礎再從各種方法中挑出適

用該地區的方法並加以搭配組合運用，這才是建

構一套可適用全體地區之有機網路的有效方法。

◎ 次生性自然的復育與管理

對於農村次生性自然環境的保育，加強管理

雖然是有必要的，但是在今天的社會情勢之下，

只靠農村本身的努力要持續管理廣大的次生性自

然環境是很困難的。透過非農民和都市居民等來

自各種管道之人們的參與，朝順應式管理的方

向前進等以建構一套新的農林地管理策略才是正

途。

為了恢復農村已經遭到荒廢的次生性自然環

境，管理工作的推廣正在各地摸索嘗試中。不過

由於人口外移和高齡化的問題持續惡化、稻米生

產過剩等，在很多的區域依照往常的管理方式已

經很難繼續下去。更何況要將佔有約大半國土

之農村次生性自然環境全部按照與過去相同的方

法來維持與管理更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找出和

過去不一樣的新農林地管理策略已然是當務之急

了。

在今天，對於豐富又美麗的農村自然環境並

不只是農村居民或土地所有者的東西，而是全體

國民之珍貴財產的認識已經迅速地在大家的觀念

中建立起來。特別是在都市居民中，認為能享受

自然恩典的農村居住方式是既充實又舒適的，而

且對其充滿憧憬的人們也逐漸地增加。從這樣的

觀點來看，農村次生性自然環境的管理不僅只是

當地居民或者土地所有者的責任和義務，而應該

是包含非農民和都市地區的居民等由各式各樣的

人們來參與計畫的推動，這樣的嘗試也正在各地

進行中。在日本特別是以近山之雜木林和梯田的

保育、管理為目標的市民團體和N P O法人等很

多的組織以大都市圈為中心在各地相繼成立。像

是割草的十字軍一般，積極地擔負起管理責任的

團體也正在不斷出現。還有 近也常看到農村的

居民正積極地推動與附近都市居民的交流情形，

透過「蜻蜓的學校」等讓自己的記憶和經驗能夠

傳達給都市孩子們的活動也相當盛行。再者是透

過與農村的交流開創認養制度來推動保安林的保

育、管理、林地造林等希望能夠號召社會各個層

面的人來參與。但是，關心農村環境的團體大多

以三大都市圈為主，即使在附近有市民團體，也

因為和土地所有者的接觸面很少而使交流停滯不

前。另外，即使能預期在插秧和割稻等活動會有

很多的參加者，但是割草和維護田埂，清淤等日

常管理工作就無法預期會有多少人參與等，尚有

很多待解決的問題。

另一方面，如何有效率地管理也正在進行嘗

試之中。例如勞動力較少時如何有效分配之輪流

管理制度以及依據水際與綠帶配置與土地的履歷

來有效地選出管理對象地等。另外透過放牧來重

新檢討棄耕水田的管理也正在嘗試中。

不論如何，要利用以往與農村相同的方法來

維護、管理次生性自然已經是不可能的。必需和

地區的實際情況相互配合，並結合各方參與者與

各種方法來加以檢討。又，有關實施對策的效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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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透過監測調查來認定，並再檢討其適用性，

以分別摸索適合各個地區之次生性自然的維護、

管理方法。

◎ 永續性自然環境的維護與循環價值

今天在農村地區，資源的循環利用幾乎已經

崩潰，從作物和魚類等的非食用部分，到割草所

產生之植物體等未經利用就被廢棄了。此外都市

也會排出大量之有機性廢棄物。為了將這些未被

利用的有機物當作生物能源資源，以建構出循環

型社會，應該要求農林水產業所具有的自然循環

機能，能夠在例如以流域為單位之大區域結盟合

作中發揮 大的效能。

在以往的農村能有效地循環利用地區內的資

源，並且充分發揮「自然循環機能」。食物理所

當然是由人們吃掉，但是作物及魚類的非食用部

分以及修剪樹枝割草等產生的植物體則成為家畜

的飼料或是被當成燃料能源等。再者人和家畜的

排泄物可作為肥料而還原到農田中來幫助生產食

物。此等地區內的資源，如植物是透過自然能源

來生產等均屬於可再生資源。將其透過衣、食、

住，並將各式各樣的水際和綠帶等合而為一來有

效地利用。

然而在能源革命之後，依賴石化燃料之肥料

以及動力、燃料的利用迅速發展，導致地區內的

資源循環利用逐漸無法進行。此外在同一時間不

斷擴大的都市也排放出大量的有機性廢棄物。再

者為了次生性自然的保育而進行管理時，結果

許多的植物體將被當成垃圾排出。因此，今天從

「建構一個與健全且具有豐富自然生態系相調和

的永續性循環型社會」的觀點與生物能源綜合戰

略，應該要求農林水產業將其原本具有之「自然

循環機能」充分地發揮。

為了透過有機性廢棄物之循環利用來達到建

構循環型社會之目標，很重要的一點是把有機性

廢棄物當作未利用的生物資源。今天透過熱化

學、生物化學性轉換的能源資源化，肥料、飼料

的再生利用，塑膠和木質板等的素材化等，有各

式各樣的生物能源資源的轉換技術正在開發中。

為了建構循環型社會，將透過這些轉換技術

所產生的資源就在原地消費是很重要的。特別是

生物能源資源大多發生在農村，因此必須以農村

為主軸來消費其大部份以尋求 有效的利用效

率。不過，現今的農村如同以往以聚落為基本單

位，一般而言幅員非常狹小，要實現循環利用資

源的能力有限。因此必須尋求更廣大地區的策略

聯盟，例如把流域作為單位，聯合上游的山村、

農村、都市，更進一步聯合沿岸的漁村來相互合

作，以建構新的循環系統。對於流域層次的資源

循環而言，不僅是新技術的生物能源資源利用，

連活用當地出產之資材等自產自消的配套，上游

至下游之水資源循環的健全化等觀點亦須包含在

內，並在日後加以積極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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