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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整建維護新思維--垂直綠化應用於社區整建維護
彭光輝
摘

要

基地綠化為綠建築指標之一，然而既成都市發展地區建築物已經密集，如
能鼓勵以自然或人為設計栽植蔓藤植物攀爬建築立面增加綠化量不失為良好策
略，可降低壁面吸收之日射量，有效減少建築壁面熱負荷，進而調節室內環境
舒適達到節約能源效果，且能淨化空氣、水體、土壤，具有促進都市通風，降
低噪音及改善都市微氣候等生態效益。台灣目前尚未建構符合亞熱帶地區及本
土化特色之垂直綠化規範，因此本文目的在探討如何推廣應用進而規範垂直植
生綠化於都市社區的整建維護，以擴大綠建築效益及落實生態都市之理想。
本文藉由文獻回顧與前瞻設計觀點，首先介紹植生綠化與綠建築的關聯與
發展，繼之說明植生綠化技術增加綠色空間及創造都市綠色網絡的重要性，再
者分析植生綠化有待技術研發創新與規範的課題、應用技術及與都市整建維護
的整合關聯，最後提出結論包括植生綠化系統的搭配使用、優先推廣自然澆灌
及雨水回收系統、擴大高樓層集合住宅立面維護整建、配合修訂綠建築基準專
章或訂定垂直植生綠化工法及維護管理要點，鼓勵推廣垂直植生綠化應用於既
成都市建築及社區之整建維護，期能深化都市整建維護之更新成效。
關鍵詞：都市整建維護、垂直綠化、綠建築、生態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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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全球氣候變遷與地球暖化是目前最為嚴重的環境問題，各國無不以營造
「低碳環境」為努力的目標，聯合國呼籲城鄉發展需以保護全球的環境、注重
個體與周邊環境的親和以及創造健康與寧適的居住環境為前提，強調城鄉規劃
必須考量生態平衡、保育、物種多樣化、資源回收再利用、能源再生與節能等
永續發展議題，因此綠建築與生態都市儼然成為最重要的發展趨勢。台灣地區
既有建築物約占全國建築物總量的 97%，普遍存在耗能、耗水及不符合環境生
態等問題，經常造成能源之浪費（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2），因此未來都市
整建維護與環境規劃宜強調由綠建築到生態都市的發展。
本文探討垂直植生綠化乃基於「基地綠化」為綠建築指標之一，又鑑於既
成都市發展地區建築物已經密集，除了鼓勵綠化建築空地及建築屋頂、陽台
外，如能鼓勵栽植多年生的蔓藤植物攀爬建築立面增加綠化量不失為良好策
略。垂直植生綠化具有增加都市綠化量、降低壁面吸收之日射量，有效減少建
築壁面熱負荷，進而調節室內環境舒適並達到節約能源的效果，以及淨化空
氣、水體、土壤，促進都市通風、降低噪音及改善都市微氣候等生態效益，同
時兼具改善地區環境景觀。本文目的在探討如何推廣應用進而規範垂直植生綠
化於都市的整建維護，以擴大綠建築效益及落實生態都市之理想。
臺灣於 2008 年推出之「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中，將綠建築及生態
都市評估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實施辦法。2011 年 1 月修正發布之都市計畫
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已增加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時，應視需要擬定水與綠網
絡系統串聯規劃設計原則之規定，顯示政府已認知並正視綠建築及綠色網絡對
於生態都市的重要性。然而既成都市建築物與人造設施已經密集，究竟應如何
結合綠建築及都市規劃應用於都市整建維護？又如何於既成都市建築外牆應用
植生綠化技術以增加綠色空間及創造都市綠色網絡？
目前政府為有效推展都市更新事業之維護整建，有鼓勵建築外牆所謂「拉
皮」或「挽面」之整建工程，如能配合都市整建維護之補助經費，將「牆面植
生」列為「牆面拉皮」選項之一，或可兼具都市整建維護與生態景觀之效能。
再者目前垂直綠化科技成本尚高，如能改良將其單元商品重新組構化，降低成
本，並結合目前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的推動機制，配合政府獎勵措施，逐步
將此一融合設計與創新科技的綠色工法推展於都市更新地區，不失為落實生態
都市的可能方式。本文藉由文獻回顧與前瞻設計，首先介紹植生綠化與綠建築
的關聯與發展，繼之說明植生綠化技術增加綠色空間及創造都市綠色網絡的重
要性，再者分析植生綠化有待技術研發創新與規範的課題、應用技術及與都市
整建維護的整合，期能深化綠色都市整建維護之更新成效。
二、垂直植生綠化與綠建築的發展
垂直綠化又稱植生牆、垂直花園、綠牆、花牆、活牆或生態牆，是將攀緣
或蔓藤性植物以自然生長或藝術美學及垂直地面的方式種植，以利於植物生長
所需必要元素與生長條件之各式垂直工程結構，提供植根不深的植物栽植於不
同角度的牆面，以自然或管線澆灌等方式提供水分和養料以維持其生命，使植
物莖葉直接或間接依附在建築表面。植生於建築物壁面之綠化，具有改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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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增加綠覆率，有效降低室內溫度，達到生物多樣性環境與都市綠美化之
功效。
1988 年法國 Blanc (2008)於巴黎發表植生牆創作後，開起了生態植生牆藝
術化的推廣，如瑞士蘇黎世於 2002 年在 MFO Park 設置了巨型植生帷幕的金
屬纜索繩網系統(MFO-Park, 2012)；日本於 1990 年代開發了盆器滴灌模組系
統，制定了都市建築綠化計畫指南，又於 2004 年通過景觀法，與都市綠化法
及屋外廣告物法併稱景觀三法，鼓勵建築設計的立體綠化，於 2005 年的愛知
博覽會設置了巨型的「綠肺」植生牆，宣揚博覽會「愛、地球」宣言，強調環
保與永續發展並展現了植生牆的現代綠化科技。美國西雅圖於 2007 年推行永
續都市行動方案，也頒布綠效能指標，研究立體植生綠化科技，進行綠屋頂及
綠牆之具體行動。2007 年 Blanc 受邀於國家音樂廳發表台灣首座直立式花園，
以台灣常見植栽品種建構「綠色交響詩」綠牆作品，引發國內對於植生牆的學
習風潮。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基於環境美化的需求，已有規範強制要求新建案工
地之施工圍籬必須設置植生綠牆，除了兼具工地的安全圍塑功能外，亦能維護
施工期間的環境及改善行人與都市的良性互動，顯見國內外對於綠建築垂直植
生綠化應用於都市整建維護與環境規劃的正向發展趨勢。
台灣所稱之綠建築比較類似美國與加拿大所採用之綠建築系統，其實綠建
築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名稱，日本稱為環境共生住宅(Environmental Symbiotic
Housing)，歐洲國家稱其為生態建築(Ecological Building)或「永續建築」
(Sustainable Building)。綜觀各國對綠建築的名稱、定義與內涵或有些許差異，
然而對建築開發行為的訴求，不但強調從環境保育的角度出發，以全面化、系
統化的永續建築規劃設計理念，減少環境負荷，達到與環境共生共榮共利的共
識，也要求能源效率的提升與節能、資源與材料妥善利用、室內環境品質及符
合環境的容受力。因此廣義的綠建築可以定義為：
「以人類的健康舒適為基
礎，追求與地球環境共生，及人類生活環境永續發展的建築設計」，狹義的綠
建築係指「由建材生產到建築物規劃、設計、施工、使用、管理及拆除生命週
期中，以消耗最少地球資源，使用最少能源及製造最少廢棄物的建築物。」
回顧台灣於 1999 年 9 月開始實施的綠建築制度係配合亞熱帶高溫高濕氣
候特性，以生態（Ecology）、節能（Energy Saving）、減廢（Waste
Reduction）、健康（Health）之需求，訂定早期綠建築之 EEWH 評估系統及標
章制度，包括「綠化量」、
「基地保水」、
「水資源」
、
「日常節能」
、「二氧化碳減
量」、
「廢棄物減量」及「污水垃圾改善」等七項指標的評估系統，繼之於
2003 年又增訂「生物多樣性」及「室內環境」等兩項指標，即一般所稱的
「綠建築九大評估指標系統」
，是以綠建築亦常被解釋為生態、節能、減廢、
健康的建築。再者為推廣及提昇台灣綠建築水準，全面鼓勵民間企業採用綠建
築設計，於 2007 年增訂「綠建築分級評估制度」
，將綠建築等級由合格至最優
等依序劃分為合格級、銅級、銀級、黃金級、鑽石級等五級，以能與國際趨勢
同步並有效提升綠建築的落實。另為深耕綠建築政策，持續推動台灣之綠建築
發展，同步緩和台灣都市熱島效應與環境品質惡化問題，已將綠建築節能環保
概念，納入都市計畫管制層次，透過通盤檢討、都市設計審議及示範計畫，推
廣綠建築建置生態社區及永續城市，遂於 2008 年推出「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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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以期能節能減碳，適度減少都市熱島效應影響，達到國土永續建設目
標，因此推動綠建築是當前政府的既定政策，如何擴大綠建築的施作方式與應
用範圍，創造更大的環境效益，更是當前發展綠建築領域的要務。
三、垂直植生綠化的效益與課題
由於都市內密集的建築與人造設施，各種人為環境大量使用不透水材質鋪
面及吸收較多的太陽輻射，深色屋頂、牆壁、地面，參差不齊的建築物間以及
建築物與地面之間多次的反射與吸收，加上都市每天釋放大量如空調、汽機車
排放熱量、空氣污染等人為廢熱，形成都市熱島效應。回顧台灣過去數十年來
的經濟快速發展及高度工業化，能源使用增加約 20 倍，單位面積能源的消耗
率，在人口總數超過一千萬的國家中高居首位，所產生的熱島效應可能是全世
界最顯著的地區。台灣地區受到熱島效應的影響範圍越來越為明顯，也可能是
導致區域性氣候改變的原因，應是當前迫切的環境問題（劉紹臣等，2003）。
鑑於綠色植物之樹冠可吸收或反射 80%~90%太陽長波輻射熱，葉片的蒸散作
用亦可消耗部份熱量，因此本文以為從事都市整建維護時，如能適度增加都市
立體綠化面積，將可更有效降低都市熱島效應。
相關研究（Blanc, 2008; Kingsbury & Dunnett, 2008; 林憲德，2010；尹道
鏹、蔡仁惠，2009；黃世孟，2008；彭光輝，2012）顯示垂直植生綠化系統具
有景觀效果，尚能提升都市之自然性、舒適性與藝術性，且由於其形式簡潔、
維護方便亦能提升設置意願，甚具生態都市之推廣價值，並可帶來可觀的觀光
效益。林憲德（2010）指出牆面綠化可以有效降低牆面表面溫度 10～14℃，
使室內降低 2.0～2.4℃，減少空調的負荷，具有節約能源之效果。以台灣冷氣
一噸為例計算，續運轉一天 24 小時所耗電費約 60 元。若以冷房溫度設定提高
1℃，約可節省 6％的電費，若以辦公大樓之營運計算，可節省之電費將相當
可觀。日本都市綠化技術開發機構實驗顯示，實施壁面綠化可緩和酸雨及紫外
線破壞建築物之牆體及防水層，並可提高建築物之耐久性。
植生綠化與綠建築九大指標息息相關，尤其對於增加綠化量、生物多樣
性、基地保水等指標有直接關聯。過去台灣較少以積極性之綠色設計觀點設計
建築物，鮮少將植栽視為建築元素及以整體都市景觀的角度考量垂直植生綠化
的效果。本文經由文獻分析歸納垂直植生綠化對於建築及都市整建維護具有下
列之效益：
1.防塵、降溫、防噪、節能：垂直綠化能裝飾和改善室內微氣候，有植生綠化
牆面的室內溫度比無植生綠化牆面的室內溫度降低 3℃～4℃，濕度也相應
地增加 20％~30％，且能隔離噪音、吸收灰塵，降低污染。
2.增進美觀、立體視覺佳：植生綠化可垂直設置於牆面，能塑造環境整體美觀
及創意空間效果，具有社會教育功能。由於室外三維之立體視覺效果，具有
鮮明的美意與廣告效果。
3.心理正面的影響：植生綠化牆可經由綠化技術改善，將植物多樣的色彩、形
式、質感等的配合呈現自然的美感，除具景觀效益外，更可改變居民之心理
感受，紓解水泥空間造成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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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加綠覆率、節約土地：垂直綠化可以充分利用空間，打造三維空間之綠色
網絡，提高綠化覆蓋率。
5.創造生物多樣性環境：垂直植生綠化牆面可支持數十種甲蟲和蜘蛛的生長環
境，這些甲蟲和蜘蛛又是提供鳥類的最佳食物，對於都市生態環境的營造有
正面影響。
6.房地產市場的增值：垂直綠化的建築物雖較一般建築物成本略高，卻能增加
房地產市場的增值及節省能源消費支出；從生活環境長期品質而言，具有正
面增值效益。
7. 研究改善措施與規範法制化：經由持續研究與實務操作，提出垂直綠化的
改善措施與規範法制化建議，作為推廣綠建築及法制化的參考。
為了填補綠建築效益的完整性，超越現行效益評估指標範圍，強化社會人
文藝術與社區營造的效益，本文歸納了一些有待技術研發創新或訂定相關規範
的課題，提供推廣綠建築的參考：
1.結構體的安全疑慮：植生牆於既有牆面增添施作，雖然改善了都市景觀與建
築節能，惟與相關都市規劃及建築設計法規之相容性及安全性，尤其台灣每
逢夏季常遇颱風侵襲，相關之結構安全有待進一步調整與制度化，以確保材
質與固定技術的穩固安全。
2.綠建築評估簡算得分：宜提出有效的垂直綠化對節能減碳之綠建築評估簡算
得分影響，以利垂直綠化之推廣。
3.創新材料與開發不同型式的綠色單元模組：為推廣植生綠化牆，有效降低建
置與維護成本是必要的措施，因此需要發展出強度高、耐久性長、耐候性
佳、生物相容性高之植生綠化壁面系統。
4.適合台灣地區居民期望及本土地域性綠建築之綠化方式：為強化植生綠化牆
給予社區民眾正面的身心影響，關於居民對於植生綠牆的美學及心理感受，
植物的成長過程所帶給人類心理正面的影響為何，應有系統性的研究與觀
察，以利社區發展。
5.營建圍籬再利用：如何有效推廣垂直植生綠化應用於營建前之建築空地與營
建過程中的圍籬綠美化，以及相關公共工程建設，並保留至完工後仍可使用
而非僅拆除，亦為重要環境課題，應審慎處理。
6.給排水系統：為維護植物健康生長，相關之給水、排水系統的敷設與穩定度
等均應有良好之設計、施工與管理維護；給水系統與雨水儲留系統之結合，
排水系統避免汙染環境，都是優質垂直植生綠化成功的要件，也是重要課
題。
7.後續管理維護：有效的管理維護關乎垂直植生綠化能否得以持續，植栽的澆
灌、病蟲害的管理、植物的馴化、換植等等工作，如完全依賴專業廠商，則
所費不貲，因此教育推廣有其必要性，保固等相關措施亦應納入管理。
從文獻上，前述之課題及其可能衍生後續諸如設計者應如何承擔的專業責
任、驗收的品質標準、接管後之長期維護風險的承擔等問題，除了有待主管機
制的加速健全法制化外，亦亟需藉助學術界與實務界的通力合作，結合土木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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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材料、建築、都市設計及法學素養之跨領域整合研究，期望垂直植生單元
系統能具備完整穩定的供水系統，使植栽生長良好，長期維持生態美觀效果，
降低後續維護成本及可資遵循的法令規範。
四、垂直植生綠化的應用技術
垂直植生綠化的技術應用，首須考慮牆面綠化空間的環境特性及綠化植栽
之挑選，本研究顯示與建築物垂直植生綠化技術最直接相關的元素包括植物因
素、垂直綠化技術系統和建築物外部因素，相關項目與影響因素如下表一：
表一 建築物垂直植生綠化相關的元素與影響因素
項目

植栽因素

垂直綠化技
術系統

因子
種類

地被、觀花、觀葉、藤蔓

生長特性

耐風、耐旱、耐濕、耐酸、耐寒、耐蔭、耐貧瘠、耐高溫、抗鹽、抗塵

生態特性

誘鳥、誘蝶、誘蟲

栽植方式

1.一次種植，無須維護
2.分批種植，後續定期維護

維護方式

修剪、供水、排水、施肥、防病蟲害

生長期

開花期、結果期

感官因素

視覺(色彩)、嗅覺(香味)、觸覺(質感)

攀爬式

直接攀爬牆面型、支撐架攀爬型

懸掛式

牆面直接下垂型、支撐架下垂型

模組式

網格全面連結型、植栽單元分槽型

建築物類型

三合院(傳統建築)、透天厝、連棟建築、公寓住宅(無電梯)、電梯大樓

綠化部位

屋頂、外牆面、陽台、門口、窗台、圍籬

影響因素

空間因子：座向、樓層、周圍建物影響(排煙孔、反射鏡、風洞效應)
氣候因子：日照、風力、溫度、濕度、雨量

建築物外部
因素

次因子

外牆附加物

冷氣空調、鐵窗、遮雨棚、廣告招牌、管線、外牆吊掛物等

社區環境

濱海社區、平原社區、河岸社區、山區聚落

外牆材質

木材、RC、磚造、磁磚、洗石子、水泥、鋼骨結構等

災害

颱風、地震、火災

上述影響因素中，以牆面微氣候之風環境尤須謹慎研究，必須對上昇風、
下降風和漩渦等複雜現象作適當處理，避免建築側面的剝離風；另如日照會依
牆座落面向的不同、周邊環境狀況、牆面色彩而影響照度，進而必須慎選植
物；再者如溫度的變化，須注意季節溫度變化，亦應避免與金屬類、混凝土、
石頭、磁磚等傳熱率較高及吸熱率較高的黑色系外裝材料混合。垂直綠化植栽
之挑選，宜優先考慮原生植物，注意垂直種植的牢固性、耐乾旱、耐潮濕、可
以適當厚度貼於牆面生長、在牆面上容易保養維護繁殖與更新換代、能維持長
期間的綠化、少病蟲害、耐貧瘠等特性。
壁面綠化設置技術種類甚多，除了上述攀爬式、懸掛式、模組式，從相關
文獻及案例分析，垂直綠化類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粗放自然生長類，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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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植物生長特性可細分為向上攀爬和向下懸垂兩種型態，為較普遍簡易的作
法；二是基盤設計組合類，再依基盤組合方式可細分為網格全面連結型和植栽
單元分槽型兩種型態，這是目前公共空間或建築較為通常的作法，這類型又可
因其特性分為兩種類型，包括環境景觀裝置藝術化型（如台北科技大學的綠色
大門）
，以及植物搭配表現特色藝術型（如國家音樂廳的作品）
。本文依據設置
植生牆構法與特徵，分成六種形式比較如下表二：
表二 垂直綠化技術類型與案例
案例地點
技術種類

台北科大新生
南路材資館
牆面自然攀爬

施作日期
1980 年
綠化樓層
5
建築物用途 大學建築
綠化類型 附著吸盤的植
物沿牆面自然
攀爬
容器材質 無
容器尺寸 無

規模
估計單價
(NTD/㎡)

約 1,200 ㎡
3,000 以下

澆灌系統

雨水自然澆灌

排水系統
植栽種類

自然滲透
地錦、薜荔

台北國家音樂廳

台中市勤美誠品綠 台北科大綠色大門
台中八錢鍋物
園道
不織布毛氈
無土栽培框格方
FRP 壁面綠化系
植生管式綠牆
式
統
2007 年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5 月
2
16
8
2
國家音樂廳
百貨商場
大學建築
餐廳
植栽於毛氈層上之 植栽槽掛接於壁面 植物種植在不織布 植栽種植於植生
無土栽培
嵌板
製成之土壤包再放 管內
入 FRP 箱體
不織布毛氈
不鏽鋼、不織布
FRP、不織布
HDPE 連通管
厚度：5cm
厚度：22cm
厚度：6cm
長度：125cm
不鏽鋼固定層：4cm 尺寸：50x80 cm
寬度：30cm
孔徑：9~12cm
Pvc 防水層：1cm
重量：75 kg/㎡
重量：50kg/㎡
毛氈層：0.3cm
(含輕質介質、植
重量：15kg/㎡
栽)
(包含介質.植栽)
約 160 ㎡
50,000~60,000
滴流管

1,850 ㎡
40,000~4.5000
滴流管

1,000 ㎡
8,000

滲透型點滴管
雨水回收澆灌
回收排水槽
排水金屬橫槽
自然滲透
合果芋等台灣常用 非洲鳳仙花、馬纓 地錦、炮仗花、珊
植物 51 種
丹紅葉鐵莧、馬纓 瑚藤、薜荔
丹、波士頓腎蕨、
黃葉金露花

台中迪卡儂運動休閒
用品量販中心
1.連續性植生綠牆
2.藤蔓式綠牆
2012 年 5 月
3
量販商場
植栽槽採連續開放式
栽培
鍍鋅鐵、椰纖毯
尺寸：220x120cm
重量：50kg/㎡

125 ㎡
16,000~20,000

2,000 ㎡
畫素式：8,000
藤蔓式：5,000

自動獨立式滴灌

自動滴灌

回收集水槽
細葉雪茄花、腎
蕨、變葉木

排水槽
黃金金露花、波士頓
腎蕨、武竹、山蘇、
袖珍椰子、越橘葉蔓
榕、斑葉鵝掌藤、三
星果藤、大鄧伯花、
金銀花

以上牆面自然攀爬型係以傳統方式使用如地錦（俗稱爬山虎）等有附著吸
盤的植物沿著牆面攀登，栽種於土壤層依靠雨水及空氣中之濕氣而自然生長。
生長較慢，每年成長速度約一至二公尺，遇平滑類和易高溫化的牆材則無法攀
登。支撐架攀爬型之大苗可以人工綑綁固定，栽種如長春藤類之下垂性植物，
附著吸盤的植物也可以藉著牆面前支撐架材料附著攀登。因以牆面前支撐架與
牆體間距離產生的空氣層，可以達到較佳的隔熱效果。再者牆面植栽槽型係以
植栽槽與牆面一體成型的植栽基礎，直接將植栽槽安置在牆上，嵌板安置完成
即完成綠化。若牆體結構堅固，可施作於較高樓層，植物選擇雖較不受限制，
但造價成本較高，且必須考慮施作完成後的維護保養與更替植栽問題。至於無
土栽培型可直接將植栽插置在毛氈層上，藉以提供植物所需的水分與礦物質，
植物可沿不織布自然生長，此方式必須挑選不需土壤介質也能生長的植物，較
適合在氣候穩定的地區施作。本文就上述各類型植生技術的施作與維護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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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共分為五等級分類如表三：
表三 垂直植生綠化技術類型等級分類表
等級

供水量

組構

植栽數量

施工價格(每㎡)

案例

★

很少量

吸附型或附生型

1~2 種

3,000 以下

台北科大材資館自然攀爬

★★

少量

攀爬架或懸垂型

3~5 種

3,000~5,000

台北科大綠色大門

★★★

中量

框架土袋或蜂巢隔

5~10 種

5,000~10,000

台中迪卡儂運動休閒用品

板框格填土
★★★★

多量

植栽槽、盆栽

量販中心
10~30 種

10,000~20,000

台中八錢鍋物

植栽槽、盆栽

30 種以

20,000 以上

台北國家音樂廳

(板)、黑軟盆、不

上

(板)、黑軟盆、不
織布
★★★★★

很多量

台中勤美誠品綠園道

織布
備註：★符號越多，代表在技術施作與維護管理等級愈高，反之則愈低。

如上表所示，牆面植栽槽與盆栽對於植物有較多選擇機會，並可預先栽
培，無需生長期；至於自然攀爬方式之施工維護容易，但需要較長之生長期；
牆面植栽槽與無土栽培技術之維護管理不易，因此需要較高之維護管理成本。
五、垂直植生綠化與都市整建維護整合
未來都市環境規劃的趨勢是強調共生的生態都市為主，推動永續生態都市
的目的在於確保生態環境可以永續健康的發展，實現社會生態化、經濟生態
化、自然生態化以及「社會-經濟-自然」複合生態化，提倡「人、住家、社
區、都市、自然」的共存。為了創造都市老舊社區的生態環境，對於改善老舊
建築物立面的生態綠化，不但可加速老舊社區的環境改善，使之成為都市綠網
中具有三維立體的生態跳島，更有助於以既有建築為原點向都市社區的人工化
做生態蔓延。以社會推廣教育意義，這種生態蔓延不只是實質生態環境的擴
散，更應該是生態思維上的延續，因為生態環境建設的基礎本是來自於人們生
態觀念的成熟，社區是家戶生活的基本單元，如能透過社區型的教育性生態建
構過程，扮演生態思想之原點，藉由創造老舊建築物立面綠化的生態景觀可以
傳達生態思維，進一步達成綠色生態都市之目標。本文以為若能以老舊社區維
護整建機會結合建築物立面綠化，至少有下列效益：
1.創造立體複層生態空間：社區的空間結構與生態層級應有多樣化的組合次
序，且空間地盤的漸進分層應符合各種生物差異層次的生存環境，藉由開放
空間至建築立面綠化之草本環境的不同層次，調節氣候與生態棲息的變化，
以物種與環境元素的搭配，想像不同的時段、季節變化下的生物轉換，以改
善都市社區中生物多樣化、生機盎然的居住環境。社區居民可以在精緻的生
態環境中看見各種環境因子的相互作用，既節能又增加社區生活的情趣。
2.都市社區的人文生態觀：生態的意義並非全盤仿造自然，都市環境的濃縮自
然亦是建構在人為的基礎上，因此，都市中的生態應該是自然物種與都市人
文生活的結合。例如台北是典型的區域城市型都會社區，百分之七十以上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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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為舊有建築物，在居大不易的都市空間，宜跳脫傳統平面綠美化景觀的窠
臼，將既有社區建築物立面予以綠美化的人文活動融入生態環境之中，可促
使社區居民拾回自然環境之生態循環的角色。
3.改善綠壁及透水鋪面：都市環境中充斥著人工地盤，社區可扮演都市自然生
態的斑塊，以有限的空間創造最大的綠色資源，降低都市熱島效應。社區也
是以人為本的活動空間，可藉由都市維護整建與綠色生態的結合，以有限的
經費創造無限的綠意，建構具有綠意與創意的都市願景。
根據國內目前實施之都市更新計畫，其相關計畫內容、補助對象與補助項
目分析，列舉相關計畫如下：
1.都市更新維護方面：新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計畫、臺北市都市更新整
建維護補助計畫、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拉皮)規劃設計及實施經費補
助、高雄市都市發展局補助國宅社區公共設施維護作業。
2.公共環境維護方面：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
3.文化場域保存維護方面：區域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
4.社區安全方面：推動全民拼治安行動方案－建構治安社區指導計畫。
5.住宅消防安全方面：集合住宅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查補助辦法等計畫或規
範。
圖一與圖二是整理自國內執行中的更新計畫方案（彭光輝、丁育群，
2008），其種類不一，分別以平面模擬及空照示意顯示計畫範圍與內容，從圖
面可以很清楚瞭解目前國內所辦理的補助計畫方案。補助範圍與內容大多為建
築外觀與外部環境區域的維護整建，因此如能與垂直植生綠化技術共同整合推
廣運用，可以創造都市整建維護與生態環境再生的雙贏。

圖一、二：都市老舊建築相關更新計畫之平面模擬及空照示意整合圖
六、結論
現代化都市土地使用密度過高、綠地稀少零碎，造成都市熱島效應。垂直
植生綠化可增加綠化量降低都市熱島效應、改善戶外及室內空氣品質、美化都
市景觀、降低室內溫度、提升能源效率、保護建築結構、降低噪音及市場效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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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且能為都市創造生態景觀的創意空間。妥善規劃與維護的壁面綠化植
物不會破壞現代建築的牆體結構，且會成為牆面保護層並調節溼氣，延長建築
生命週期。再者如能配合目前都市更新在整建維護的推動機制及相關鼓勵措
施，逐步將此一融合設計與創新科技的綠建築推展於都市更新地區，可再造綠
色都市的新樣貌。
垂直植生綠化科技使得建築外牆除了磁磚、水泥、石材等材料外，又多了
一項兼具永續環保與綠色美學的前瞻技術可供應用，整合了都市設計、建築設
計、土木營造、園藝與材料科技、自動澆灌機電系統與法制規範等專業，可以
塑造創意空間與生態都市。本文提出以下幾點供有興趣者之研究參考：
1.將不同之垂直植生綠化系統搭配使用，各取其優點設計，或者植栽槽可分段
分層施作實驗，提高自然植物成長速率。
2.宜朝向植物可自體再生循環設計與環境共生理念，並以自然澆灌為優先考
量，配合雨水回收系統，將多餘的水分循環再利用，降低維護管理，解除民
眾之疑慮，持續推廣施作。
3.檢討實質的隔熱效能問題及調節濕氣的效果，依建築環境選擇效能較優的類
型推廣。
4.可擴大施作於高樓層集合住宅立面維護整建案例，持續落實壁面綠化系統。
5.宜推廣地方政府全面推動工地圍籬綠化，並宜加強稽查各工地業主是否定期
維護保養，以免植栽枯萎失去綠化與節能減碳的意義。
6.中央主管機關宜配合綠建築基準專章之修訂，或訂定垂直植生綠化工法及維
護管理要點，鼓勵推廣垂直植生綠化於應用於既成建築及社區之整建維護。
7.宜檢討相關建築及計畫法規，對於應用垂直植生綠化於外牆增設的立面，如
何明確的規範與標準鼓勵業主應用垂直植生綠化，兼具防止二次施作外牆整
修之浪費或投機方法，使建管主管機關據以執行。
8.有系統的進行垂直植生綠化之研究，針對國內外垂直植生綠化相關技術進行
調查、建構綠化工法分析及進行不同垂直植生綠化技術與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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