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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全球受到溫室效應之衝擊，氣溫及降

雨強度越趨極端，改變地球之生態環境並造成嚴

重之災害，加上傳統公共工程著重於施工規範或

結構強化之作法，投入大量營建材料及能源進行

公共工程施工，這樣除了會造成大量二氧化碳之

排放量，進而破壞地球生態環境外，同時因為未

考慮整體之效益，而忽略社會與環境成本。 

 

公共工程在原有的功能、安全的考量外，必

定再加上對環境、生態、景觀等考量，以促使公

共工程建設與整體環境相融合，維護生物多樣

性，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為達成此目標，永續

綠色工程將「節能減碳」納為永續綠色工程的新

思維，期望營造永續低碳環境與發展低碳綠色工

法，以達到永續發展和節能減碳愛地球的目標。 
除此之外，台灣為了因應全球永續發展和節

能減碳之共識，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佈「振

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即指出各項公共

建設應採用符合環保、節能減碳且融合綠色內涵

相關指標（如表 1）之設計，用於綠色內涵之經

費不得低於工程預算之 10%(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2010)，由此可見工程之綠色內涵已經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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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暖化下，傳統公共工程之結構已經無法應付嚴重氣候的

變化。另外，永續發展為世界各國的國家發展所遵循之典範，其中

「永續綠色工程」為公共工程之重要核心理念。盟鑫公司為了推廣

綠色工程之應用，完工落成【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其最重

要之目的為期望提昇國內工程在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觀念和永續發

展意識。 

【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以全生命週期及綠色內涵分析建

構，全區佔地 10000m2，目前共展示 27 項綠色工法，盟鑫公司提供

專業人員全程導覽解說、園區專屬教學網站、工程結構實體剖面展

示、地工材料應用試驗及體驗區等，使來訪貴賓親身瞭解綠色內涵

及具體作法，讓台灣的綠色工程創造更多知識推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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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相關單位的重視及採用，也值得大家共同努

力達成。 

二、園區介紹 
盟鑫公司為落實及深化綠色工程永續發展之

廣度及深度，因應溫室效應氣候變遷之嚴重問

題，於台中市梧棲區(中港加工出口區)興建【盟鑫

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本園區佔地 10000 平方

公尺，以『防災』、『生態』、『景觀』、『低碳』、『綠

能』、『水資源』為園區建置之六大主軸，並以工

程生命週期（圖 1）及綠色內涵（包含綠色環境、

綠色材料、綠色工法及綠色能源）分析建構。 
【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除為全球首

座實體綠色工法展示園區外，在其他方面亦有多

項創新之處，包含全球首座通過工程碳足跡盤查

並領證的實體工程、台灣首座展示 27 種綠色工法

的園區、台灣首座擁有綠色地工材料應用試驗及

體驗區的園區、台灣首座擁有綠色工程結構實體

剖面展示的園區、台灣首創綠色工程興建全程縮

時攝影記錄等。 
對於蒞臨【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的

來訪貴賓，盟鑫公司提供的服務項目為專業人員

全程導覽解說、園區專屬教學網站、後續教學試

驗規劃與加勁擋土牆競賽等，使來訪貴賓親身瞭

解 永續發展、節能減碳和綠色內涵的具體作法，

以及綠色工程原理、設計和施作等相關知識。上

述【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的創新項目和

盟鑫公司提供的服務項目將於後續章節進行詳細

介紹。 

2.1 實體綠色工法的教育園區 
【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六大項工程

主題可分為加勁擋土牆工程、河川和海事工程、

邊坡掛網植生工程、水資源工程、綜合應用工程、

景觀工程等六種（如圖 2），本園區內各項工程主

題為了因應不同工程案件的需求，而建置其相對

應之工法型式，像加勁擋土牆工程面板型式的部

份就有鋼柵式加勁擋土牆、回包式加勁擋土牆(如
圖 3)、石籠面板式加勁擋土牆、景觀石式加勁擋 

土牆、場鑄面板式加勁擋土牆與預鑄面板式加勁

擋土牆等六種面板型式 ; 河川和海事工程(如圖

4)的部份有土石籠護岸、護岸槽護岸、駁坎石護

岸、景觀磚護岸、生態袋護岸、織物模板護岸、

地工砂腸袋護岸(如圖 5)、生態槽護岸等八種護岸

型式與堤防加高系統 ; 綜合應用工程的部份有

垃圾掩埋場(如圖 6)、鐵路基礎加勁(如圖 7)、鋪

面加勁、監測系統和綠能交通號誌系統等五種工

法型式 ; 邊坡掛網植生工程(如圖 8)的部份有固

草植生網毯、矩形錐立體植生網和多功能複合植

生網等三種植生網型式 ; 水資源工程的部份有

生態池(如圖 9)和雨水回收系統等兩種工法型式 ; 
景觀工程的部份則有鋪面工程及景觀設施(如圖

10)等兩種工法型式。 
由於【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的綠色

工法眾多，所以從加勁擋土牆工程、河川和海事

工程、邊坡掛網植生工程、水資源工程、綜合應

用工程等工程主題各選數種工法進行介紹。 
(1)加勁擋土牆工程 - 回包式加勁擋土牆工法(如
圖 11) 

 
圖 1  工程生命週期示意圖 

(盟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圖 2  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全區配置 

 

表 1  綠色內涵指標與定義 
營造綠色環境 廣採綠色工法 選用綠色材料 納入綠色能源 

注重環境友善，以「迴

避、減輕、補償」等生態 
工程原則，減少對原有生

態環境之衝擊。 

拆除構材再用，土方平

衡，剩餘土石方資源化。 

採用再生能源、節約能

源、低污染、再生利用、

可回收、綠建材等綠色環

保產品、設備。 

公共工程於充分考量工

程地點、結構型式等因素

下，評估使用再生能源發

電系統及節約能源設備。 
資料來源:「公共建設之永續思維與作法－從綠色內涵到節能減碳」(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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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包式加勁擋土牆係於土壤中鋪設地工格

網，藉由土壤與地工格網間之互制行為產生摩擦

阻抗穩定土體，以加勁結構本身之重量，抵抗來

自牆體背後之土壓力或其他應力。其利用植生土

包袋構築外牆，再將預留格網回折包覆並加以覆

土夯實，另配合排水系統，逐層重覆填築，回包

式加勁擋土牆面會評估當地生態與環境的永續

性，選擇適合的植生方式和植物種類進行噴植，

此工法具有簡易便於趕工、成本較為經濟、植生

綠美觀和減碳減廢等特點。 
(2)河川和海事工程 - 地工砂腸袋護岸工法(如圖
12) 

地工砂腸袋係利用地工織物加工縫製而成之 

 
圖 3  回包式加勁擋土牆現況 

 
圖 4  河川和海事工程現況 

 
圖 5  地工砂腸袋現況 

砂腸袋，內部填灌現地之河砂、海砂或淤泥，能

有效利用現地資源，取代傳統混凝土護岸，以最

少之人工材料達到安全、生態與綠化之護岸工

程。地工砂腸袋具備良好透水性、隔離泥砂、耐

海水腐蝕、耐酸鹼及抗紫外線之特性。另可配合

其他外層護岸工，可應用於各式壩體類結構堤心

(突堤、離岸堤、防波堤、潛堤)、填海造路臨時圍

堤、海岸線保護、人工養灘、濕地保護、水庫淤

泥處理、污泥處理等。 
(3)河川和海事工程 - 織物模板護岸工法(如圖 

 
圖 6  垃圾掩埋場現況 

 
圖 7  鐵路基礎加勁現況 

 
圖 8  邊坡掛網植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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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織物模板係利用地工織物加工縫製而成之雙

層結構，本身為輕質柔性材料，以低壓灌水泥砂

漿填滿管狀空間以確實貼合地形，成為護坡或護

岸結構，織物模板中間織物部分，可填充植生基

材進行植生綠美化。織物模板另具有防止水流沖 

 
圖 9  生態池現況 

 
圖 10  景觀設施現況 

 
圖 11  回包式加勁擋土牆 3D 圖 

刷及植生減碳之效益。 
(4)綜合應用工程 - 鐵路基礎加勁工法(如圖 14) 

 鐵路基礎加勁工法係以地工格網搭配地工

織物提供鐵路基底層土壤隔離、過濾、排水及加

勁之功能。藉由地工格網和地工織物來提供隔離

上下層道渣與土壤交互污染、載重分散、降低不

均勻沉陷及反射裂縫得產生等效用。此外，鋪設

地工格網和地工織物，除了使鋪面減少維修次

數，延長使用年限外，也可以減少鋪面基底層厚

度、粒料使用量及施工成本。 

 
圖 12  地工砂腸袋護岸工法 3D 圖 

 
圖 13  織物模板護岸工法 3D 圖 

 
圖 14  鐵路基礎加勁工法 3D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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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綜合應用工程 - 垃圾掩埋場工法(如圖 15) 
台灣垃圾掩埋場大多為山區中建置，因此垃

圾掩埋場之擋土結構對區域環境敏感度高，故本

園區的垃圾掩埋場主體結構係利用現地土方和地

工格網構築成加勁土堤，土堤內側並鋪設不透水

布隔離廢棄物污水外滲，外側採自然植生綠化，

改善廢棄土及垃圾掩埋場之外觀，達到真正之綠

色環保工程。由於垃圾掩埋場 
填滿廢棄物後，會封場復育成公園綠地、運

動場等。擋土下方即為軟弱的掩埋物，故採用柔

性加勁結構能夠克服軟弱基礎不均勻沉陷的難

題，並於加勁牆面和牆址 種植花草，添增綠意，

使垃圾掩埋場和山區原自然環境的景觀更趨一

致。 
(6)水資源工程 - 雨水回收系統工法(如圖 16) 

台灣因地形因素，河流短淺，因此始終有水

資源流失的問題，根據經濟部水利署近年的統

計，台灣的水資源流失比率更超過八成。因此，

為符合治水理念，增加雨水滯留與儲留利用率，

雨水回收系統的設置相形重要。本園區使用之雨

水回收系統係利用 HDPE 材質製作成之大型管狀

儲存槽，與現地之雨水回收與排水系統結合，將

隨排水溝流失之水源轉變可再生利用之資源。雨

水回收系統可客製化生產，安裝容易，槽體可以

互相連接，因應需求增減，並可依需求加裝過濾

系統，確保用水品質。適用於學校、公園、運動

場、建築物基地保水等，可作為雨水回收、緊急

儲水、灌溉、廁所用水、地下儲水消防及簡易清

潔用水等水資源再利用。 
(7)邊坡掛網植生工程 (如圖 17) 

植生網係利用高分子聚合物加工製作而成，

藉由植生網立體結構提高植生基材之固著並與植

物根系盤結，增加植物生長率。在氣候(降雨、風

力)或地表水文(沖蝕)條件較嚴苛的工址，利用噴

植和邊坡掛網植生工程促進邊坡植生，增加坡面

粗糙度，以減緩雨水對表土之沖刷及逕流侵蝕。

邊坡掛網植生復育的成果，能讓原生動植物有良

好的棲息環境即在施工中也大幅減少車輛、機具

等來回運送，確實達到環境綠美化和節能減碳之

功效。 

2.2 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的碳足跡 
【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採用綠色理

念設計及運用大量低碳綠色材料興建，並融入節

能、節水和減廢再利用的構想，【盟鑫永續綠色工

程教育園區】興建完成後之植生面積更較原土地

植生面積增加 300 平方公尺，能大幅提昇綠化固

碳之效能。 
本園區依據 PAS 2050:2011 「商品與服務生

命週期階段之溫室氣體評估規範」 (林文華，

2010；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2008) ，遵循

完整性、一致性、準確性及透明度原則進行盤查

評估，由於盤查評估邊界區分搖籃到大門

(Cradle-to-gate)與搖籃到墳墓 (Cradle-to-grave)二
種，而本次盤查之標的產品路堤工程為提供給最

終使用者，因此本盤查評估邊界屬於搖籃到墳墓 

 
圖 15  垃圾掩埋場工法 3D 圖 

 
圖 16  雨水回收系統工法 3D 圖 

 
圖 17  邊坡掛網植生工程 3D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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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第三公正認證單位進行實際盤查與驗證，

而查證型態屬於合理保證等級，本園區成為全球

首座通過工程碳足跡盤查並領證的實體工程。排

放計算係依據排放係數法進行量化程序(英國標

準協會台灣分公司，2008；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

公司，2010)，溫室氣體評估期間以產品形成後 100
年內溫室氣體排放的 CO2 當量影響，其公式為溫

室氣體排放量(CO2e)＝活動數據×排放係數×

GWP 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2006) ，把相關活動

數據、排放係數帶入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式計算

後，得知此加勁路堤工程共計排放 101.22 ton 
CO2e，相較於同尺寸結構的懸臂式擋土牆工程所

排放 450 ton CO2e，減少了 348.78 ton CO2e，減少

的碳排量約接近一座大安森林公園原本需要花近

乎一年才能吸附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此可見綠

色工程的減碳效果不容忽視。盟鑫公司以上述量

化的成果及明確的數字配合通過第三公正單位實

際盤查認證來說明，使用生命週期及綠色內涵分

析建構而成的【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能

透過有效的節能減碳，達到保護地球和緩解暖化

現象。 

2.3 各式面板的加勁擋土牆剖面展示箱  
加勁擋土牆的面版形式根據工程及業主需求

所決定，但不管是回包式加勁擋土牆因牆面植栽

使牆面呈現一片綠色景觀或預(場)鑄式加勁擋土

牆以混凝土構成的灰色牆面，完工後皆使人無法

從外側理解加勁擋土牆的內部組成構造及施作過

程。有鑒於此盟鑫公司於【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

育園區】內設置鋼柵式加勁擋土牆(如圖 18)、回

包式加勁擋土牆 (如圖 19)、景觀石式加勁擋土牆

(如圖 20[上])、場鑄面板式加勁擋土牆(如圖 20 
[中])與預鑄面板式加勁擋土牆(如圖 20 [下])等五

種加勁擋土牆剖面展示箱，以提供來訪貴賓更深

入瞭解加勁結構內部構造的機會。 

2.4 地工材料應用試驗體驗區 
盟鑫公司為增加來訪貴賓對地工合成材料原

理、設計及應用的瞭解與認知，於【盟鑫永續綠

色工程教育園區】內設置有綠色工法之地工材料

應用試驗及體驗區。體驗部分規劃數種不同體驗

項目，包含格網與級配互制作用體驗箱 (如圖

22)、織物對基礎不均勻沉陷改良試驗或其他相關

試驗等，可讓參與試驗的來訪貴賓經由親身體驗

(如圖 23)，加強對相關加勁工法的了解、整體性

及印象。 
【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之後將引進

諸如美國土木工程協會 ASCE 學生加勁擋土牆競

賽等活動，希望透過舉辦競賽目的讓參加者能實

際設計及施作加勁結構物模型,讓參加者透過實

際施作過程中更加了解地工合成材料加勁結構物

設計應用之理論。 
【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未來將設置

試驗專區，主要目的為供國內外技術人員規劃相

關試驗之用，在後續延伸利用方面可與合適之學

術單位或產業配合執行現地實驗或相關研究案，

如地工砂腸特性試驗、格網現地試驗、其他試驗

等，可有效促進地工合成材料整體產業發展，增

加相關工法接受度及其學理依據。 

 
圖 18  鋼柵式之剖面展示箱 

 
圖 19  回包式之剖面展示箱 

 
圖 20  剖面展示箱-景觀石式[上]、 
場鑄面板式[中]與預鑄面板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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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縮時攝影 
【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從無到有的

興建樣貌及施工過程需依賴詳實與縝密的施工記

錄，而影像紀錄可以很清楚的表現出動態的內容

與施工之過程，對於連續性的事件較能作充分之

紀錄並反應出施工之過程中各時間點之狀態。因

此盟鑫公司每隔 2 分 30 秒拍攝一張照片，把所拍

攝到的數萬張的工程興建相片整理成三分鐘的施

工縮時影片，而此施工縮時影片除了能讓各界人

士清楚理解【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從無

到有的興建樣貌及施工過程，也成為台灣首創綠

色工程興建全程縮時攝影記錄。 

2.6 盟鑫永續綠色工教育園區網頁介紹 
盟鑫公司針對【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

量 身 打 造 了 專 屬 的 園 區 網 頁

(http://www.ecopark.gold-joint.com/)，【盟鑫永續綠

色工程教育園區】網頁(如圖 24)可分為園區的基

本理念設計和資料、園區綠色工法展示介紹(工法

介紹、工程標準圖、使用材料、施工流程、成功

案例、施工影片)、碳足跡盤查介紹(教育園區的碳

足跡、材料使用情形、生命週期碳足跡試算、盟

鑫的產品碳足跡)、綠色工程內涵介紹(綠色環境、

綠色工法、綠色材料、綠色能源)及導覽影片(施工

縮時攝影、3D 導覽影片)等豐富多元的網頁內容，

盟鑫公司希冀【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網

頁能為各界人士更瞭解【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

園區】的基本資料、工法展示、碳足跡盤查及永

續綠色工程之內涵及具體作法，並為台灣永續綠

色工程提供教育和知識推廣(盟鑫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2013)。 

三、結論 
盟鑫公司透過【盟鑫永續綠色工程教育園區】

向各界人士推廣環保、節能減碳與永續發展之觀

念，期望能讓各界人士能更進一步瞭解永續綠色

工程之綠色內涵及具體作法，達到推廣與教育之

目的，使政府近年所推廣之節能減碳、永續綠色 

 
圖 21  回包式之剖面展示箱設計圖 

工程之政策能具體落實，創造美好環境。 
透過盟鑫公司的努力，讓各界人士能對綠色

工程從認識、認同到認定，盟鑫公司希冀為台灣

永續綠色工程創造更多教育及知識推廣的價值，

並對地球盡一份心力。 

 
圖 22  格網與級配互制作用體驗箱 

  
圖 23  來訪貴賓親身體驗體驗箱 

 
圖 24  盟鑫永續綠色工教育園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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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effect of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the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structures are no longer to cope with severe 
climate change. In addi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nowadays a role 
model in which “Green Engineering” is the core concep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use of geosynthetic materials in eco-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Gold-Joint Industry Co., Ltd. built an Eco-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Park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nsciousnes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energy saving, carbon re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old-Joint Eco-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Park was built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life cycle and green connotation. 27 eco-engineering 
methods were demonstrated within the total area approximately 
10,000m2. Moreover, Gold-Joint provides professional guide, pocket 
guide, website, display box of various engineering methods and 
experience zone, which can lead the visitors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of green connotation, so as to  creates 
the value of promoting Eco-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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