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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休二日的實施使得國人逐漸重視假日休閒

對於環境生態的破壞，更可以進一步達到保育環

活動，「休閒農業」亦即順應時趨，成為結合休

境、恢復自然力的功能。我國的休閒農場發展從

閒與農業活動的新興休閒產業；而「休閒農場」

1980年以前為觀光農園，經過政府的輔導加入休

就是實施休閒農業的一個場域。本文將以生態永

閒經營的觀念，逐漸從以觀光為主的農園轉變成

續發展之觀點，探討如何讓休閒農場的開發對於

以自然體驗為主的休閒農園，近幾年更朝向休閒

既有生態環境產生較小的衝擊，進而保持原有之

農場的住宿體驗、農家體驗、自然環境體驗、、

生態環境。

等多元化的經營模式，但是由於人為的過度開發

一、休閒農業與休閒農場的發展

造成自然環境的變遷，但隨著人們環保意識抬

由於現代人工作繁忙，休閒成為了現代人生

頭，開始重視環境保護與生態永續發展的觀念，

活中不可缺少的活動；加上現代人注重養生，所

因此，除了體驗田園自然之外，我們應當更進一

以，放鬆心情離開城市的喧囂投入農村懷抱的都

步思索：如何保護環境進而達到休閒農場的永續

市人日益增加，而農村正是可以提供遊客放鬆

發展。因此，希望能在休閒農場的規劃之初，就

心情從事休閒活動的好去處，因此，因應時代趨

考慮到農場設施與生態設計之結合，使休閒農場

勢的休閒農業也蓬勃發展。而所謂的休閒農業有

能達到永續生態的經營模式，又可以提供優質的

別於一般傳統農業，它除了維持原本傳統農業生

休閒去處。

產、生活以及生態的功能之外，還要兼顧於遊客

二、休閒農場設施設置項目
要瞭解一般休閒農場設施的設置項目有哪

農業的定義方面我國於「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

些？首先可從休閒農場設施之規劃來看，在日

第5款中將「休閒農業」定義為：「利用田園景

本、歐洲、美國等國家其農業早在多年前就開始

觀、自然生態及環境資源，結合農林漁牧生產、

往休閒農業及精緻農業的型態發展，並將農業資

農業經濟活動、農村文化及農家生活，提供國民

源、生態資源、農村文化、休憩服務、、等功能

休閒，增進國民對農業及農村之體驗為目的之農

結合，促使農業產業更具競爭力，在農地農用的

業經營。」，由此可知政府將休閒農業的定位接

原則下來增加農民的收入，使當地農村經濟得以

近於鄉村旅遊，所謂鄉村旅遊為：指在鄉村地

發展。因此，休閒農場的設施規劃上就要符合遊

區所安排的旅遊活動，具有小規模活動、開放空

客之需求，而現有的農場設施之規劃設計多偏重

間、自然環境、傳統行為、個人化接觸等特性

空間條件及設施內容，對於遊客的需求以及休閒

（段兆麟，2006），使遊客可以體驗田園自然、

行為考量甚少，將使遊客量減少並且失去提供休

農村文化以及享受自然的生態資源的產業。

閒體驗的功能，吾人以為休閒農場的規劃應配合

休閒農場則是從事此產業的一個場所，而配

當地環境、現有資源以及經營需求作為出發點，

合休閒農業發展的休閒農場開發對於環境所造成

並且以農場經營、永續生態環境及遊客需求三項

的威脅也不容忽視，在休閒農場的規劃設計方

目為原則做規劃設計重點，並與農場三生資源

面，針對於原本的生產環境進行改變，如果能夠

（農業生產、農村生活、農業生態）結合進而規

透過生態設計的原則與方法就可以降低此開發

劃出休閒農場整體的設施，首先在農業生產中有

由生態永續發展的觀點探討休閒農場設施設計要項

的休憩、提供自然體驗以及服務等功能，在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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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物、農耕活動可作為設施設計資源；農村生

來評估休閒農場是否具有生態永續發展的潛力，

活方面有農村信仰、日常生活特色、工藝、文化

達成休閒農場永續經營並且維護當地自然生態等

慶典、、等；而農村生態中有農村景觀、農村動

功能，使得休閒農業此產業開發過程能夠減少對

植物、地形水文、、等以上資源規劃出農場裡應

既有生態環境的影響。

有的設施項目。

三、休閒農場設施之生態永續發展評估途徑

休閒農場內提供各項休閒設施給遊客使用，

為了評估休閒農場所開發的設施項目是否具

在休閒農場設施設置方面其物件包含建築物和設

有生態永續發展的潛力，本文首先將簡述生態設

備，另外也包含了生態環境方面植栽、水域等

計的理念與作法，以作為後續建立評估指標的基

物件，（謝婷婷，2004）依照人的行為模式－

礎。生態設計的原則強調保護、減量、再生及再

人、事、時、地、物將休閒農場內設施細分為七

利用等四項，主要的目的希望達到降低開發對

項，分別為農業經營體驗設施（農業生產設施、

於環境之衝擊之目的、保護當地資源、減量設計

農業建築設施、農業體驗設施、農特產品釀造加

及減少能源消耗量、誘使物質與能源的再生與再

工房）、農村生活食宿設施（管理服務中心、農

利用，並創造生物棲息空間，是種達到生態永續

村住宿、農村餐廳、野炊設施）、生態文化保育

發展之手段。如表1所示，本文根據休閒農場設

設施（解說設施、生態文化欣賞及保育設施）、

施的屬性，將場內設施約略歸類為四大分類：水

戶外休閒設施（涼亭、眺望台、園區步道、體能

域、植栽、建築、休閒設施等，再依據四大分類

及童玩設施）、農場服務設備（公廁、停車場、

所對應的生態工法、綠建築、節能設計、永續發

園區內道路、環境清理設施）、安全及防護設施

展策略等手法，發展出各類所屬之評估指標，評

（水土保持設施、安全防護設施）以及其他設

估指標包含減量設計、生物多樣性、生物棲地、

施、、等，針對以上眾多設施，本文將依循生態

當地素材、節能…等項目，吾人可利用表1所述

工法、綠建築等生態觀點進行深入探討。

生態永續發展評估指標，將不同性質之休閒農場

歸納上述許多休閒農場設施設置項目，本文
將依據生態工法、綠建築、、等生態設計觀念，

設施進行評估工作，亦可作為休閒農場設施開發
階段，規劃設計作業之檢討。

表1 本文所研擬之休閒農場設施生態永續發展評估指標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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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對應之農場設施

水域

蓄水塘、水圳、護岸、浮島、水景設施

植栽

1.複層植栽
2.原生植栽
3.生物棲地

區內行道樹、活動草原、綠籬帶、綠美化植栽、
水土保持植栽、浮島植栽

建築

1.減量設計
2.運用當地資材
3.運用綠建築設計技術（節能、通風、
遮陽、照明、基地保水等）

農業建築設施、農特產品釀造加工房、埕、廣
場、農村住宿、接待中心、農村餐飲餐廳、涼亭
設施、水土保持設施、公廁設施、停車場、農
路、道路

1.減量設計
2.運用當地資材
3.低生態環境衝擊

登山及健行步道、農業體驗設施、露營設施、農
業與生態教育解說設施、眺望設施、戶外體能設
施、童玩設施、安全防護設施

休閒設施

60

評估指標
1.營造出生物棲地
2.水生植物

以下藉由墾丁某休閒農場為主要案例，配合

擊的速流水域，則必須使用混凝土或強固護坡。

其他設計案例，說明所研擬的評估指標之內涵。

而「水生植物」可以吸收水中的營養鹽，防止優

（1）水域部分

氧化現象對水質的破壞（林憲德，2005），因此

在水域部分，吾人得用「生物棲地的營造」

建議水域可混種浮葉水生植物及挺水植物，水域

以及「水生植物」來作為評估依據。在「生物棲

邊主要種植落葉喬木，部分配以常綠喬木為主。

地的營造」方面，可在水域中創造流速及深淺多

在農場內則可利用卵石堆砌護岸（圖1）、

變化的水域地形改造法，創造出多樣化水流水深

浮島植栽槽（圖1）復育水生植物創造豐富生態

的環境來豐富生態；如果擁有較大的水域，可以

空間，並可利用水池高低差之不同創造出自然跌

創造一個具有多孔隙的小島嶼，提供更豐富的水

水效果，配合太陽光電板或是小型風力發電或機

域生態；在水域護岸上，若是使用自然材料進行

械系統來驅動抽水泵浦，以達到曝氣及節能之功

護岸時，僅能用於緩流水域，若有洪水時砂石衝

效（圖2）。

圖1 卵石堆砌護岸

(a)小型風力動力系統

(b)利用風車帶動抽
水泵浦

(c)抽水泵浦將水打
入水循環體系

圖2 小型風力水循環系統

吾人接續檢視休閒
可能種植原生種植栽降低外來種對原有環境之影

計，此案例為休閒農場

響，維護當地原生物種並維持生態平衡，原生種

裡的小溝渠，依照前述

物種不但是最適宜當地環境，且管理和維護成本

生態評估項目中的「生

最少，另外也可以減少運輸成本以及運輸過程中

物棲地」指標，兩旁沿

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其次要考慮其他生物的生

岸利用了水泥石砌的施

存條件，種植具誘蝶、誘鳥類的植物可以吸引蝴

工方法，雖有利用自然

蝶和鳥類停留，那麼對於物種的交流、生態平衡

的當地材料，但因為石

與創造視覺、聽覺並重的景觀會有莫大的幫助；

塊堆疊的孔隙被水泥所填滿，因此在創造多孔隙

複層植栽（圖4）是創造生物棲息地最佳的空

生物棲息的環境上，對當地的生態環境並沒有助

間，擁有多元生態環境，減少維護成本，儘量減

益，反倒造成原本生態環境的影響，生物原本可

少二氧化碳固定效果差的草坪面積，而是增加灌

棲息的地方被水泥所填滿是不生態的環境。

木叢面積，如此，有助於生物棲息空間的增加及

（2）植栽部分

提高二氧化碳固定量。

圖3 農場內水圳

在植栽部分，吾人得用「原生植栽」、「生

以休閒農場內植栽部分的設計來看，從區內

物棲地」以及「複層植栽」來作為評估依據。儘

行道樹（圖5）之設計進行檢視，行道樹的機能

由生態永續發展的觀點探討休閒農場設施設計要項

農場內的水圳（圖3）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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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美化環境、淨化空氣、降低噪音、行車視覺

這種草坪對於維護及固碳均無良好效能，因此這

引導…等，依照評估項目「原生植栽」來看，休

種綠地空間很難達到生態環境。農場內種植的樹

閒農場裡行道樹樹種為蒲葵、小葉欖仁…等樹

種均需適應當地生態環境，原生種植栽是最能夠

種，其中蒲葵為原生種植栽，而小葉欖仁為非本

適應當地環境適合生長的植栽，並且對於原有的

土原生種植栽，但其共同生長特性中對於遮蔭、

生態環境影響最小，因此會建議農場內種植原生

淨化空氣、降低噪音等效果均不佳。在「複層植

種植栽並且利用複層植栽的設計創造多些生物棲

栽」方面，本案例休閒農場裡的複層植栽設計量

息的空間。

不多，農場內多為大片面積的人工草皮（圖6）

圖4 複層植栽圍籬
圖5 農場內行道樹

圖6 農場內人工草皮

（3）建築與休閒設施部分
在建築與休閒設施這些人造物的部分，吾人

建築物由永續生態之觀點達到環保、節能與健康

得用「是否減量設計」、「運用當地資材」、

之功效，首先可檢視其通風、遮陽、照明…等設

「運用綠建築設計技術」以及「低生態環境衝

施或是建築設計。在建築通風方面，如能做到

擊」來作為評估依據。建築及休閒設施部分的減

『由外而內，考慮當地常年風向與風力，巧妙安

量設計是為了減少人為設施體或活動對既有環境

排建築群落或建築體的配置、開口部、內部隔間

影響；運用當地自然建材如：石塊、木樁…等，

與室內空間位置，俾使熱浮力可向上、外部風力

除可以使景觀上看起來沒有人為設施突兀之外，

可流過、可進氣/需排氣的空間得以擁有進氣/排

也可以使當地生物有自然棲地生存之空間；依據

氣的機會，並使室內熱浮力氣流與風力氣流相輔

綠建築標章九項準則以及綠建築設計技術，為使

相成，互為所用』將使得建築自然通風效能發揮
到極致！（圖7）由於篇幅以及主題的關係，詳
細內容請參閱文獻（賴啟銘、江哲銘，2001）。
在建築節能設計上特別要注意的是：在東、西、
南方向的開窗設計上，應要求確認遮陽或隔熱等
設施，雖然「建築技術規則」上對此亦有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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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但是，法規上看的是建築物整體的耗能，並
圖7 教室窗台下的通風口

無描述窗戶的遮陽設計，而是交由建築師發揮個

人對於日照熱得的處理功力，業主應負起審視的

要將人造環境進行高度透水化設計，最具體且簡

責任：要求建築師確認東、西、南方向的開窗是

易的方式即為採用「透水舖面」的地表舖設法。

否已進行遮陽或隔熱設計？圖8所示為常見遮陽

依舖面表層及基層的材料種類，可發展出許多不

板的設計，此僅屬參考，實際上的遮陽設計，需

同型式的透水舖面，目前多以多孔質的連鎖磚、

視遮陽板的裝設位置為東或西或南向窗上，不同

植草磚、水泥板塊、砌石來舖設地面（林憲德，

的方位會有水平遮陽板、垂直遮陽板、格子狀遮

2005），甚至可利用建築物打除後的水泥塊體，

陽板（水平加垂直遮陽）的設計方式，同時，也

鋪設為水泥板塊道路，除了具備透水舖面的功

得要配合建築外觀的整體造型，將深具功能性的

效外，亦可實現建築廢棄物之回收再利用（圖

遮陽板融入建築外觀設計中，形成一則造型元

9）。然而，有個規劃邏輯必須加以強調：這些

素，詳細內容亦請參閱文獻（賴啟銘，2007）。

舖面的選用必須「適得其所」，亦即：常有重車
經過之處，可用水泥或瀝青鋪面，而非勉強使用
連鎖磚、植草磚等，以免日久產生道面體下陷不
整的現象；輕車經過之處，則可用上述多孔質的
連鎖磚、植草磚、水泥板塊、砌石等；人行或其
他非經常性途徑，則直接鋪設草地，並多方進行
複層植栽設計即可，因為，依據筆者之前的研究
結果顯示，無論是何種鋪面（透水磚、地磚、
RC、AC等），在夏季戶外氣溫到達最高時，鋪
面材料之表面溫度較無鋪面者（泥土、砂土、草
地）高出約20℃（圖10）（賴啟銘，2006），
多孔質鋪面可維持基地的保水性，但在夏季鋪面

在休閒設施方面，為避免步道設施切割生物
棲地，降低對於原有生態環境的衝擊，可利用生
態工法架高木棧道，使生物自遷移居住地時不受
人為設施影響。由於現代的城鄉環境大部份由水

圖9 利用打除後的水泥塊
體，作為道路鋪面
（台南縣培文國小永
續校園改造案例）

泥、瀝青、地磚、金屬等不透水材料所組成，
車道、步道、停車場、遊戲場、廣場常變成不透
水的硬質地面，阻絕了雨水滲透入土壤的機會。
尤其現代城鄉環境的公共雨水排水設施均為密閉
不透水的設計，使得雨水直衝河川，無法循環回
大地來涵養生態多樣化所需的生態基底，是相當
不生態的作法。為了改善大地的滲透功能，有必

圖10 不同鋪面材料之表面溫
度實測值

由生態永續發展的觀點探討休閒農場設施設計要項

圖8 常見遮陽板形式（Enermodal
Engineering,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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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體的溫度還是相當高，無法降低熱島效應，反

慮，才能達到最好的效能（圖13）（圖14）。

倒是草地配合複層植栽設計後，既具有高度保水

另外，此農場的廣場採透水性舖面（圖

性，其較低的植栽表面溫度又可降低熱島效應，

15），本區只有人行走動因此單純利用植草及

降低鄰近空氣的溫度，一舉多得！

石磚舖面達到減量

休閒農場內的建築物設施包含休閒餐廳、農

設計的概念，此概

場住宿、停車場、廣場…等多項設施項目，以本

念也可以運用到休

案例之餐廳（圖11）為例，建築體利用減量設計

閒農場設施裡的散

將不必要的開窗以及多餘的建築體減少，但是應

步道中加以運用，

當要注意的通風、遮陽採光等設計都是不可或缺

舖面設計上同時需

的，餐廳全棟建築採用的建材是以自然建材為主

注意排水、透水、

並混合R C所搭建，使得建物可以與農場景觀搭

減量的設計，而農

配，將建物融合於其中，但檢視窗戶遮陽設計，

場裡的停車場舖面

發現東向窗戶（圖12）遮陽深度不足，並且在

（圖16）設計是直

圖15

接利用卵石鋪設，
透水性高且容易清
潔整理。
於案例農場裡

圖16

的休閒設施方面，農場裡的童玩設施（圖17）是
用木材做成的小馬，提供給遊客可乘坐於小馬背
上，增加農場設施的趣味性，並且將此設施設置
圖11

圖12

於草地上讓遊客在使用時降低危險，該案例農場
裡充分運用當地的素材，並且使用對於生態環境
影響程度較低之木
質材料來製作童玩
設施，對於當地原
有的環境影響較低
也較為生態永續；
在休閒農場裡的解

圖13 西向建築物採
用攀藤植物作
為遮陽

圖17

說設施（圖18）、
安全防護設施…等
也是以木質構造為

圖14 西向建築物裝置遮陽板

主，為使農場裡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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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的地方採開放式的入口設計，若是室內使

施能夠以永續生態

用冷氣設備會造成冷氣流失，如此的建築設計就

作為出發點，農場

缺乏了節能的功效；另外在採光的部分，如要開

內設施可盡量避免

大面的窗戶減少用燈光照明設施的使用率，就要
有良好的窗戶採光設計並且配合遮陽設計一並考

圖18

太多人造的設施物
進入農場裡，降低

農場的開發對環境的影響，相對的也可以減少需
要開發的面積來降低環境影響；農場內之座椅
（圖19）用的亦是木質構造，並且於座椅下留了
小生物可以穿過的縫隙，使得生物的棲息地不會
被農場的設施物所切割；另外，休閒農場內變電
箱設施（圖20）裸露在外，而旁邊有設置一個飼

圖20

料販賣機用自然資材包圍起來，變電箱亦可參照
此模式依照飼料販賣機之範例將不美觀之變電箱
設備裝飾，使得現代化設備在自然生態的休閒農
場裡不那麼突兀；在體驗農場的部分，案例農場
開闢了一塊的土地，上面種植了玉米、絲瓜、番
茄…等等的農作物，做一個體驗的農田（圖21）

圖21

讓客人可以體驗自行採果農家的樂趣，以相當自
然的種植方式沒有另外加設人工設施，可達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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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項的休閒農場設施所提供的評估原則，希望
能使台灣目前休閒農場逐漸達到高度永續生態的
目標，同時，國人在旅遊時也應該加強對於生
態環境的維護的觀
念，才能做到在從
事休閒體驗時真正
享受到當地的自然
資源。

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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