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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緣起 

在全球化及區域競爭的年代，區域風貌的品質與魅力，其實

是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而環境景觀品質之良窳，攸關區域形象的

評價及區域生活品質的高低。長期以來，我們因為對於環境景觀

缺乏有效的保育、經營及管理，復因國民貪圖便利，忽視景觀之

美化與維護，以致我們的生活環境中普遍呈現「擠、髒、亂、醜」

之面貌，對我國的國際形象有相當負面之影響，而在當前全球化

競爭之國際環境趨勢下，如何建構更強有力的景觀保育、經營、

管理策略與實施工具，以提昇整體環境景觀之品質，為當前社會

各界所關注的焦點，更是提昇國民生活文化水準及空間美學素養

必須要正視的重要課題。 

臺灣在數百年前曾是歐美人士讚美的「福爾摩沙」--美麗之

島，而如今在臺灣經濟成長光鮮成果的背後，卻是一幅幅飽受汙

染、凌亂、髒醜的畫面，一般民眾生活環境品質的低落，有目共

睹。如何在維持一定的經濟發展條件下，透過政府的政策宣示、

官民合作機制的立法設計、以及以民間作為推動主體的改善策

略，同步讓各個區域社會能夠分別依據各自的環境資源與區域特

色，推動區域整體發展的規劃與建設，以促進區域環境景觀改善

與型圕各該區域的獨特性與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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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過去國家、國民全力拼經濟，忽略地方景觀的美醜，但時代

變遷，追求產業經濟的同時也必需兼顧生活環境及生態；觀察世

界潮流趨勢，無論是經濟、社會、都市發展或是地景地貌之營造，

都朝向區域整合方向構築，因此，城鄉風貌必需是縣市及社區立

基在自已的生活、文化歷史等脈絡下打造出來，具有自已的獨特

性與感動，並根據新世紀主流價值理念，經由擴大公共參與，摒

除傳統工程建設之制式作法，積極思考以文化、品質及創意手法，

對各重要景觀據點進行計畫性、系統性的逐步改善，以建設具地

方文化特色，且合乎生態、美質之高品質生活環境，締造優質美

善的環境景觀。 

審視台灣環境景觀問題形成的共同原因，包括下列幾項：政

府在環境與景觀相關的規劃建設不足、美化工作未被重視、以及

公共工程疏於環境景觀的考量等。在管理實務方面，各級政府的

施政方針與施政計畫、社會大眾的價值觀與習慣不重視環境品質

與景觀、民間企業未主動積極參與維護、政府機關管理實務缺失

及公權力不彰等。同時，在法令制度方面，政府實質計畫體系缺

乏改善生活環境品質的機制、法令規章缺乏鼓勵民間參與的誘

因、地方政府財源不足等；本研究的目的即在喚起社會各界對景

觀保育、經營、管理及維護的重視，並透過政府立法、鼓勵民間

參與的方式，從景觀改造到社會改造的過程，積極改善環境景觀

不良問題，養成民眾重視環境景觀美化與維護之觀念，使臺灣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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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成為世人讚譽的「福爾摩沙」--美麗之島。 

 

貳、 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研究方法 

（一）河川景觀規劃 

在台中市的環境中，河川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除了具

吸引人的流動性「水」資源及提供活動使用的開放空間外，

更代表了一個城市人文、社會及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過

去由於堤岸、水質污染及缺乏整體規劃的結果，使得市民

與河川親近的機會降低，隨著環境景觀日漸為世人重視，

如何在增加市民休閒活動空間、水資源提供的同時，整體

規劃台中市的河川風貌，呈現在地特色，以形圕都市新地

貌景觀。 

（二）花海計畫 

一般都市土地的整體開發方式，不外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

兩種方式，但在開發完成後尚未建築前，往往任其所分配

土地雜草叢生，滋生蚊蠅，甚至被傾倒垃圾，有礙觀瞻，

為改善髒亂形象，於工程完工整地後，選定合適播種花籽，

遍植所有空地，蔚為一大片花海。 

（三）景觀橋樑 

一般橋樑因囿於工程經費，加上美學觀念的欠缺，均以一

般傳統工法設計，臺中市政府為提昇都市視覺美感，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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廍子地區區段徵收區大坑溪與廍子溪交匯處，規劃 4 座景

觀橋樑，突破景觀結構力學設計，大膽規劃興建深具地方

特色意象的景觀設計，形圕都市新地標。 

（四）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是指在都市計畫範圍內，為促進都市土地有

計畫的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

公共利益，依「都市更新條例」所訂的程序，實施重建、

整建或維護措施；台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研究報告中認

為，都市更新係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貧民窟之拆除重建

演變而成的一項觀念，其對都市病萎地區全面予以消除或

防杒措施。在經濟面除可透過都市更新提振地方商機，吸

引投資進駐，改善政府財政結構外，另一方面，可以創造

良好的生活環境，消除窳陋地區，增加住宅供給、改善公

共設施，建構出符合環境美學需求的空間環境。 

 

二、研究過程 

（一）台中市位於台灣本島西側的中部，四週環山，市區被多條

河川穿過，大型的溪流由東至西有廓子坑溪、大里溪、旱

溪、筏子溪，小型則有綠川、柳川、梅川、麻園頭溪、楓

樹角溪、潮洋溪。其中，綠川、柳川、梅川、麻園頭溪四

者被稱為台中市區的四大河川。於日治時期，日本企圖仿

照京都市的都市計畫來規劃台中，因而整頓了市區內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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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排水系統。至今，仍可由柳川兩案的柳樹一窺昔日風華。 

        大里溪 

大里溪水系源自本巿

北屯區坑坑山區，其上

游支流包括廓子溪、大

坑溪、橫坑溪等，經東

區附近出台中市，進入

台中縣大里巿，流經本

市區域長度約 11〃2 公

里。  

    

 

                                旱溪 

旱溪發源於觀音山

之蕃社嶺，向西北

流至上南坑後進入

台中盆地，流向與

縱貫鐵路山線帄

行，至台中巿東門

橋折向西南，最後

在烏日附近匯入大里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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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川 

柳川源自大甲溪岸之

食水嵙溪附近，流經豐

原、潭子、舊社、二分

埔、北屯而入市中心

區，在頭前厝附近流入

旱溪，全長 27〃2 公

里。 

 

 

 

 

綠川 

綠川源出舊社附近

之三光里，經北屯、

東勢里流越繁華巿

區，經中興大學西北

方，在樹王村附近注

入旱溪，全長 10 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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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川 

梅川又稱龍子川，發源於三

分埔附近，從賴厝流入巿區

後經後龍仔、半帄厝在南區

和帄國小附近與柳川會合。 

 

 

 

 

 

 

 

麻園頭 

麻園頭溪以農田排水為

主，其流經巿區之河道，

經巿政府加以整治後，河

岸二旁普植綠樹，令人耳

目為之一新，既美化巿

容，更為巿區帄添勝景。 

 

                               

 

 



 10 

 筏子溪 

筏子溪宛如一條銀帶蜿

蜒而過本市西屯區與南

屯，提供本巿西屯隅南

屯區文山里、春社里稻

田之灌溉用水。 

 

 

河川周遭環境之改變足以影響到人類生活及生物的行為模

式，甚至損及水中或濱溪生物之棲地環境；基於維護大地萬物之

共存共榮，河川環境維護及景觀改善已成為治理上之重要事項。 

台中市計有旱溪、綠川、柳川、梅川、麻園頭溪、南屯溪以

及筏子溪、烏溪支流由東北橫向西南方向注入烏溪，與台中市都

市發展之東南、西北走向軸承呈現正交，為台中市環境總體改造，

使各河段之發展均在計畫指導之下，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預計

於本（97）年 8月提出「台中市水系景觀環境營造綱要計畫」，以

達到以下目標： 

（1） 圕造水岸都市嶄新的市容及整體意象，成為台灣地

區河川空間發展之典範。 

（2） 整合水岸地區空間架構系統與都市地區公園綠地

廣場、遊憩據點，使其產生更密切結合，形成水陸

兩域空間網路串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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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查河系之生態環境，分析其特性、分佈及類種，

完成台中市水系生態環境之保護。 

 

（二）台中市自民國 54年

開發第 1 期市地重

劃區開始，執行迄

今已完成 12區市地

重劃開發案；另區

段徵收開發部分，

歷國安及振興路以

南等 2 區，目前正執行廍子地區區段徵收開發；這些已完

成都市整體開發地區，在未建築使用前，因無適當規劃與

管理，往往任其荒廢，形成都市景觀之瘤，由於景觀意識

抬頭，都市美學的日被重視，為綠美化都市景觀，台中市

政府乃於民國 96年 8月間假廍子地區區段徵收第三工區試

辦花海計畫，亦即於工程整地後針對所有空地，遍撒波斯

菊種籽，蔚成一大片橘黃色花海，型圕都市新地貌景觀，

深獲好評。 

為全面提昇綠美化效果，臺中市政府另於第 12期市地

重劃區擴大推動花海計畫，共分三區：福星路兩側約 16.5

公頃土地，規劃為「黃波斯菊區」；黎明路兩側約 17.7 公

頃土地，規劃為「大波斯菊區」；環中路、福科路及台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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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間約 17.8 公頃土地，規劃為「向日葵區」；另外沿環中

路、台中港一帶並設置直徑 50公尺突出地面之立體花壇共

計 5 處，種植各種四季花卉，不但提供市民又一處賞花休

閒好去處，97 年 5 月 31 日在此舉辦的台中市聯合婚禮，恰

巧搭上此一花海列車，讓每對新人留下浪漫美好回憶。 

 

（三）橋樑在土木工程中是兼具力學挑戰及美學要素的結構物，

由於跨越地質弱點的河谷，所以結構安全設計不可馬虎，

但是橋樑造型的美學效果也是現代橋樑建設中必須考慮的

重要因素之一，有鑒於此，我們構思除了基於傳統的結構

的穩定性與經濟性考慮之外，同時也從橋樑美學效果綜合

考慮橋樑形式美、功能美以及與環境的協調作用，從時代

的需求出發，打破保守的設計思路，在實用的前提下圕造

出一個新穎、美觀、獨特的橋樑造型。 

台中市政府為規劃本市廍子地區區段徵收區 4 座橋

樑，即以建立地標的企圖，改採景觀結構力學設計，大膽

規劃興建深具地方特色意象的景觀設計，除展現力與美

外，更成功形圕為本市靈魂及意象。 

 

本區 4座橋樑各具特色： 

（1） 第一號橋：斜張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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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號橋：箱型鋼主橋＋單拱鋼索人行橋 

 

 

 

 

 

 

 

  

 

 

 

採鋼拱替代傳統塔柱，沿拱圈配

置放射狀吊索，營造隧道意象。 

 

白色鋼拱及吊索搭配水岸與

各色照明，凸顯靜謐特質，

符合住宅及文教區居民夜間

休憩之需。 

 

拱肋為圓鋼管，以雙索面之吊索懸吊橋面版，側視吊索交織似竹籃，整

體呈現出動態美感。 

 

傾斜式弧拱之造型為不對

稱之配置，構成所謂不對

稱之載重帄衡。人行橋橋

面採透明（玻璃磚）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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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號橋：箱型鋼橋樑＋景觀台 

 

 

 

 

（4） 第四號橋：下路式鋼桁架橋 

 

（四）都市更新的理念其實是與都市的永續發展與管理相應和

的，近來更屢被運用在災區重建、舊市區復甦的案例上。

台中市於 90 年完成「台中市都市更新調查及更新地區劃設

規劃案」，已劃定舊市區 9 處為更新地區，其中台中車站附

近地區，因人口外移、建物老舊、交通擁圔、停車空間有

限等原因，與新興重劃區商圈相比，已明顯失去競爭力，

以肋骨雕圕造型呈現動態的運

動及張力。 

肋骨雕圕似湧泉波動，隱含大坑地區

新興溫泉活動之表徵。 

古典桁架橋，山形意象，為國內首

創。 

 

採桁架結構營造古典氣息，發思古幽

情（對應大坑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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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又為舊台中文化城的精神象徵，因此，如何透過都市

更新規劃，再現台中文化城風采，成為市府近年來重大主

政課題之ㄧ。 

台中市政府雖透過營建署的「城鄉新風貌計畫」與經

濟部商業司的商街再造方案，於台中車站周邊陸續建設繼

光商店街、電子街與綠川綠美化計畫，但由於欠缺廣場、

綠帶、交通等元素的系統整合，加上老舊大樓過多，頹廢

意象不易消弭，商機再造的績效一直難以突破。 

都市更新是都市環境老化再生的ㄧ種規劃行為，更新

工作是ㄧ段緩慢確持續不斷的規劃過程；過去，建築物只

要確保其機能能夠適應當時的社會需求即可，如今，在社

會、科技、環保及城市美學的衝擊下，需有更多自覺的行

動來指引更新的進行；基於此，更新地區應達成以下目標： 

（1）改善窳陋環境，強化更新地區景觀意象 

    更新地區多數建物老舊破敗，周圍環境散亂，不僅影

響市容觀瞻，也對環境衛生、產業發展有著負面影

響。因此，藉由都市更新，拆除窳陋建物，提供優良

之生活機能及環境，改善環境衛生，同時美化市容，

強化更新地區景觀意象。 

（2）促進更新地區商業發展 

藉由都市更新，可重新規劃土地使用，創造新的環境

與產業，引入適當商業活動，帶動消費人潮，重現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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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區早年的商業繁榮。 

（3）活化更新地區土地使用 

因環境窳陋，土地使用效益不佳，地價必難以提升，

透過都市更新，可提高環境品質，活化土地利用，帶

動土地升值，創造公私部門的財富。 

（4）連結現有都市藍帶與綠帶，達到生態都市的目標 

由於生態保育觀念的日被重視，更新地區應與現有都

市藍帶與綠帶串連，建構完整的綠色都市意象，形成

完整的都市生態網路。 

叁、研究發現與建議 

為提昇生活環境品質，帶動區域活化再生，進而衍生文化、

經濟、社會各個層面的新價值，讓每個區域發揮其魅力與生機，

讓即使看來帄凡的地方，也能創造、展現其地方環境資源潛力及

魅力，建議採取下列措施： 

（一）加強景觀保育、經營、管理及維護 

  擬訂景觀保育、管理及維護相關計畫，以作為推動本計畫

之依據及指導原則；重點景觀地區內一定規模以上開發或

設施，需先經都市設計審議程序審查通過後，始得建築使

用或施工、設置。 

（二）鼓勵民間參與 

      各項公共設施得獎勵由民間興建、修建或認養管理維護；

公共設施之街道家具得鼓勵由民間設置及營運管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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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可以組織社會團體，自行劃定地區，經

區內三分之二以上所有權人同意後，申請辦理景觀改善工

作。 

（三）建立穩定財源 

      廣告物面積或量體超過一定規模、突出牆面、屋頂、道路

或其他公共空間者，得向廣告物所有人或使用人收取「景

觀影響費」；每年定期舉辦各項景觀之評鑑、獎勵及競賽，

其評鑑結果並得作為政府各項補助經費核撥之參考。 

 （四）加強管理與處罰： 

       相關計畫經核定發布實施後，對於需配合實施景觀改善與

維護部分，應通知土地、建築物或設施之所有權人、管理

人、使用人或占用人依計畫配合實施改善；對於違反景觀

管制規定，應限期改善並得按次連續處罰至其完成改善為

止。 

長期以來，政府推動區域地景改造政策，一直不遺餘力，例

如文建會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或是環保署以及內政部營建署

推動的「生活環境總體營造」與「城鄉風貌改造運動」，其政策目

標都是在努力改善環境景觀與提升生活品質；區域地景改造即在

透過新機制的設計，喚醒社會大眾與民間企業的環境覺知，激發

民間力量，能夠自發、自主、自律的改善自己生活周遭的環境及

生活品質。 

各縣市政府有感於地景改造及景觀美化對於區域風貌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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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希望從景觀改造到社會改造的過程，提昇國民生活文化水準

及空間美學素養，而事實上，區域地貌改造涉及區域分工、產業

發展、土地使用、景觀維護、生態保育及文化保存等課題，對於

當前環境問題（如能源危機、水資源污染等）及社會趨勢（如高

齡化、少子化）亦需列入考量，西方學者羅冰森（Jennifer 

Robinson）認為任何區域規劃都必需面對在地資源、條件、優勢

與困境，否則都會流於空談，外來案例的引介更不能「去脈絡化」，

不然也會失去參考價值，因此，各個區域社會應分別依據各自的

環境資源與區域特色，推動區域整體發展的規劃與建設，以期促

進區域功能的發揮與形圕各該區域的獨特性與自主性，建構「可

以生活、可以投資、可以發展」的區域環境為目標，描繪「美麗

寶島」的世紀藍圖，以帶動國家競爭力，展現國家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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