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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水岸規劃一直被視為全球各大城市主要發展地標，近年來隨著環境生態意識高漲，

都市河岸發展與河川生態保育友善共生成為當下思考重點。台中市近年來河川鄰近之造

橋、鋪路、建築快速開發，河川汙染日益嚴重，生物棲息地也隨之零碎化，因此積極尋

求碎裂棲地的生態功能連結，恢復河川原有生態活動，建立都市水岸生態親水休憩空

間，已成為現今台中市藍帶開發及整治的重要課題。本研究以台中市筏子溪中游段為對

象，跨領域整合包括水利河川之量測、景觀植栽之棲地動植物生長、活動習性調查、都

市計畫藍圖下之土地分區計畫評估、及建築現況物理環境及人文生活特性紀錄分析；並

以 1). 誘導式結構方法論的邏輯推演得出因地制宜的規劃原則，2).疊圖分析方法論來分

析筏子溪的空間環境各因子，輔助規劃各種土地使用之潛力與限制，取得土地開發利用

與保育的平衡點，以達到開發與保育兼顧之目標。本研究以建置筏子溪之生態廊道模擬

結果為基礎，探討在不影響都市發展的同時並維持河川原有生態系統，達到生態與都市

發展間之環境共生議題，並在模擬過程中以區域生物多樣性之構想尋找友善環境的方

法，用建築思維跨域整合河川水利工程、生態景觀以及都市計畫分區使用，提供未來各

城市在進行水岸發展空間規劃及生態保育時更全面向之參考基礎。 

 

關鍵字：都市藍帶、生態廊道、筏子溪、誘導式結構、疊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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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Blue Belt is using urban waterfront features that 

creating a unique urban styl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the waterfront space demonstrate the unique place 

identity. Nowadays with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rising, its application 

in urban river development emphasized more on th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hen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 In the past years along with the urban development, 

the river pollu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metropolitan cities of 

Taiwan. The habitat is also forced to be fragmented. Therefore, seeking the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habitat fragmentation link to the original river ecosystem 

restoration activities, the establishments of ecological urban waterfront open 

space hydrophilic, and the use of ecological corridors and green belt of the thread 

to bring colorful waterfront public life, th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aiwan. In this study, take the Fazih River at middle reaches in Taichung as the 

study site,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n relations of animal and plant habitats and 

activity habits, climate, geology, water quality, riverbed structure, human activities, 

and future urban planning. 

 

Structure methods is using the “Heuristic Structure” theory of logical deduction to 

derive the principles of local conditions from a framework of serious investigating 

and thinking process; and “Overlay Analysis” to assisted with planning of land 

use of th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of Fazih river environment space. " Heuristic 

Structure "theory is to define and verify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Using the 

Heuristic Structure models of five stages (Define the domain, Problem breakdown, 

Significance extraction, Induction, Deduction) to facilitate large amounts of 

relevant data, to induct and condense the information, and to deduce more 

conducive resources to the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Relating data is organized 

for interaction with potential factors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for deducing the 

planning principles that respect its river ecology and human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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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uristic Structure” theory is an innovative theory to challenge the common 

procedures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Together with “Overlay Analysis” method 

is expected to find the balance of land utilization and ecology conserv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both of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The environment around the river middle reaches was originally agricultural land 

with ecology multiplicity. In the future city planning, most of the land is urbanized 

and planned into residential areas.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f Fazih River 

could be foreknown the loss of its nature environment. More importan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blue belt natural recreation for urban residents is scarifie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is applied new thinking and new methodologies 

to simula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references for the foundation on the balance 

and symbiosis of ecology and human life. During the simulation, it suggested the 

planning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corridor to link biological diversity, to establish 

wetland, and to symbiosis nature environment with ur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 Urban Blue Belts, Ecological Corridors, Fazih River, The Heuristic 

Structure, Overla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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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緣起 

早期人類為了生存大多逐水草而居，宋元時期台灣的農田灌溉水利已非常普遍，清

朝闢圳引水，日本人來台時，便已興建水庫並利用水力發電。河川流域內之水系成為人

類聚落發展之紋理，流域內之自然資源也成為人類生活生產之來源，綠網與水網之建構

與存在，係以人類與自然環境競爭生存為必要演變之模式，自狩獵世代到農業世代，均

反映了人類生存與水網與綠網之共存關係(郭瓊瑩，2003)
1
。但隨著工業革命，都市發展

快速，自然環境也漸漸遭到忽視，為了交通發展便利，河川加蓋建造道路，築構水泥堤

防杜絕河水氾濫，不僅把人類文化發展的起源給掩埋、隔絕了，更阻礙了河川中的生命

成長。 

又因全球暖化海平面逐年上升，都市中的河川因河水高漲、氾濫而直接影響到人類

居住的環境空間，目前全球主要城市發展的趨勢著重於水岸發展，都市河川反映都市發

展過程與政策具體成果，河川的使用與都市性質有密切關係，以都市交通、水利設施、

都市規劃、防洪、生態等考量因素而所支配。 

都市藍帶的開發規劃係利用都市水岸紋理的特性，透過水岸整治、相關水利工程之

配合與整體景觀之規劃，建構全市性之水域開放空間體系，並藉以連繫週遭都市活動與

空間，塑造都市獨特風貌(陳效之，2000)2。而都市河岸空間(人文景觀)形成的都市風格，

往往即是都市發展的象徵，水岸空間因為具有人文，加上實質環境，才顯現出特殊的場

所性(江瑞怡，2006)3。世界上許多城市給予人深刻之意象，正是他擁有一條名川或是大

河蜿蜒市區而聞名，如巴黎塞納河、倫敦泰晤士河、科隆萊茵河(劉中文，1995)4。藉著

水岸土地使用發展，帶動地方建設(李如儀，2002)5，與環境生態意識高漲，其應用在都

市河岸發展逐漸成為生態保育的重點。 

環保署在 2006 年與 2007 年連續第二年針對全國 25 縣市、50 條重點河川流域，就

河川溶氧度、澄清度、氨氮、有機物及河岸面的清潔程度等五大項目進行評比。全台 50

                                                 

 

 
1
郭瓊瑩，詹氏書局，「水與綠網絡規劃─理論與實務」，2003。 

2
陳效之，國立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硏究」，2000。 

3
江瑞怡，國立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都市河川變遷下的空間與水關係之硏究 : 以高雄愛河為例」，2006。 

4
劉中文，私立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都市水岸空間利用背景環境與模式運用之硏究」，1995。 

5
李如儀，營建知訊第 239 期 P20 ~ 25，「勾勒台灣都市水岸景觀願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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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重要河川汙染調查，在這份全台河川總體檢報告中，有 39 條河川屬於中度以上汙染，

其中嚴重汙染等級多達 21 條，其中汙染因素排名前三主因為工廠廢水、家庭汙水與養

殖牲畜糞便汙水等排放，流入河川所造成之汙染(中華民國環境溪流協會，2006)6。 

而台中市被多條溪流穿過，大型的溪流由東至西有廓子坑溪、大里溪、旱溪、筏子

溪，小型（或為區域排水系統）則有綠川、柳川、梅川、麻園頭溪、朝洋溪。其中，綠

川、柳川、梅川、麻園頭溪四者被稱作台中市都會區(原台中市，以下稱台中市都會區)7

的四大河川。筏仔溪為較特殊之河川，雖源頭為舊台中縣，但其主流河段流經台中市都

會區，因此將筏子溪與四大河川併入汙染程度之評比，表 1-1 為台中市都會區河川水質

評估表。 

表 1-1 台中市都會區河川水質評估表 

   地理環境概述  水文及使用狀況  水質評估結果

筏

子

溪 

發源於台中縣神岡、社口間，及潭子西南

方，兩源頭於本市西屯福安理會合後，從

北北東方向南南西方沿大度台地並流，經

龍潭里入南屯區之新生里，經鎮平里、春

社里界，在中和里西方流入台中縣烏日鄉。

提供南屯區文山里、春社里以及台

中縣頂街村、大肚西方、社腳、福

山一帶大度台地西南麓稻田之灌溉

用水。  

4.75  

(中度污染)  

綠

川 

舊稱新盛溪，日據時改稱綠川。源於台中

市北屯區三光里，經忠烈祠東方、體育館

南方，再向南跨精武路、雙十路，流經市

中心區之柳川東西街之間，穿越民權路

後，順鐵路南側向西南流，經南區區公所、

長春公園折向西南方，過忠孝路，環流中

興大學西北後，在樹王村附近，注入旱溪。

溪長 10km，集水面積 566.4 公頃，

平均河床坡度 0.76%。全線均在都市

計畫範圍內。河道歧分，斷面寬狹

不一，平時接納市區之污水，又因

垃圾污染，影響市區觀瞻及環境衛

生。  

9  

(嚴重污染)  

柳

川 

源於大甲溪岸之食水嵙溪附近，經豐原、

潭子、舊社、二分埔、北屯而入市中心區，

再經半平厝、樹子橋後再頭前厝附近流入

全長27.2km市區外上游集水面積約

422 公頃，平均河床坡度 0.75%。柳

川上游為灌溉兼排水之圳路，而下

8  

(嚴重污染)  

                                                 

 

 
6
中華民國環境溪流協會發佈於民國 95 年 02 月 08 日【台灣五十大河川體檢報告】。 

7
台中縣、市合併為台中市於民國 99 年 12 月 25 日，正式升格為直轄市，鄉鎮市將配合改制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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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溪。  游河道曲折不齊，部分雖已完成護

岸工程，但參差不齊，其間有數座

灌溉攔水堰，阻礙排水，影響甚鉅。 

梅

川 

梅川又稱龍子川，發源於三分埔附近，從

賴厝廓流入市區後，經後龍子、半平厝在

南區和平國小附近與柳川會合。  

台中市內河道長度約 8.2km，外圍農

田部門集水面積約 260 公頃，市區

內集水面積 345.5 公頃，平均河床

坡度 0.83%。大雅路上游河道狹小，

多攔水堰，故常有局部氾濫。  

8  

(嚴重污染)  

麻

園

頭

溪 

麻園頭溪，又稱麻園溪。自西屯路中港路

何厝附近，經南屯區麻園頭，新起厝縱貫

南屯街區在下楓樹南方，烏日東流注入旱

溪。  

全長 8.5km，合流點上游之集水面積

563.4 公頃，其中計畫住宅區部分佔

151.9 公頃，平均河床坡度 0.68%。

功能以農田排水為主。  

4.75  

(中度污染)  

(資料來源：陳春貴，「柳川河岸空間美綠化計畫 」，1999) 

台中市都會區近年來快速開發，造橋、鋪路、建大樓，河川汙染日益嚴重，生物棲

息地也隨之被零碎化。因此積極尋求碎裂棲地的生態功能連結，恢復河川原有生態活

動，建立都市水岸生態親水休憩空間，並利用生態廊道及綠帶之串連帶給市民多采多姿

的水岸生活，已成為現今台中市藍帶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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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位於台中市都會區之五個河川流域，分別為綠川、柳川、梅川、麻園頭溪以及筏子

溪，因都市開發之因素前四個河川皆已為水泥建造河床，後期所規劃之方向僅限於景觀

綠化、觀水之步行空間。筏子溪是為台中市都會區僅存的自然生態河川，但長年受到生

活汙水及工廠廢水之排放而使河川生態受到嚴重影響，河川周遭土地原為農業用地，經

未來都市開發計畫，中游段重新規畫為住宅用地，河川生態環境被迫縮小，而都市居民

又極為其重視自然遊憩。 

本文著重於台中市都會區筏子溪水岸生態環境的保育與未來發展，呈現都市人文環

境與河川生態環境共生之型態，以生態保育為最主要課題，並達到人類休閒娛樂且不造

成生態擾動，又可以串連因都市發展而造成生物零碎的棲地，改善水泥堤防所增加的徑

流量，進而維持生態平衡。 

以模擬結果為基礎，將筏仔溪中游段的生態與人之生活使之平衡，達到生態與都市

發展間之環境共生議題。在模擬過程中以區域生物多樣性之構想尋找友善環境的方法，

以生態廊道聯繫周遭生態系統之基礎概念，人工溼地重建都市區域之生態體系，提供城

市在進行水岸發展空間規劃及生態保育的參考基礎。研究目的如下： 

1. 針對台中市都會區筏子溪生態物種的生活棲地環境做探討，進而改善人為活動所帶

來的汙染條件。 

2. 釐清人在河川空間的親水活動行為，歸納各活動的相關性及影響生態河川之行為。 

3. 都市發展的同時，找出維持生活與生態之間的環境共生平衡方式。 

4. 檢討相關研究與本計畫成果，進一步評估在筏子溪的研究與促進相關領域之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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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1.3.1 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針對都市河川環境，以生態、河川、人三者之間進行探討，結合生態保育、

河川景觀、人的休閒活動等，推導出適用於都市河岸環境的生態廊道設計原則與概念。 

1.3.2 研究對象 

筏子溪發源於台中市大雅區橫山圳排水，屬平地河川。流域範圍北以大甲溪為界，

西臨大肚山台地，東接麻園頭溪，由北而南，匯集各平地逕流、葫蘆墩圳等農田排水及

大度山區各山溝、野溪之水，流經台中市都會區經集泉橋於烏日鄉匯入烏溪。 

左側為筏子溪主流河段，右側為港尾

仔溪，本研究以筏子溪中游段為研究對

象，上至永安橋下至虹揚橋，此段交通繁

複，河川上方高鐵行經，河川左側為中彰

快速道路與中山高速公路之交流道，河川

右側為安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所規劃

的住宅使用土地，整段筏子溪土地大部分

為農業用地使用，僅此段被列入規劃，未

來完成重劃後居住密度會大量提高，加上

東海陸橋加寬重建施工，植被移除、礫石

裸露，河川生態系統嚴重受到影響，因此

本研究以此段做為研究對象。(如圖 1-3) 
 

圖 1 -3 台中市筏子溪基地位置圖 

    

 

圖 1 -1 台中市筏子溪位置圖 圖 1- 2 台中市筏子溪主流河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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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方法與流程 

1.4.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誘導式結構」(Heuristic Structure)理論作為論文研究主要基礎架

構，釐析資料做為理論基礎及研究參考(蔡仁惠，2010)。探討都市河川生態環境空間與

人文環境的關係，並從中整合、歸納、分析而得出屬於筏子溪的生態規畫原則。並使用

空間格局8的疊圖分析做環境適宜性評估，於台中市筏子溪流域中游段做生態調查，建立

生物資料庫及其相關屬性資料，分析筏子溪流域的生態空間與人文環境兩者間生存之空

間適宜性。 

本研究在誘導式結構過程中運用此五個階段，問題界定、思考方向、重點提取、歸

結、推論，依此尋找出符合都市河川生態環境的條件與基地本身關切之問題的規劃準

則。初期藉由動機和目的來界定研究的主要議題，進而思考出相關的子議題，鎖定探討

研究範圍，以利研究方向的思考，經與本研究相關文獻內容作資料蒐集與探討整理，以

統覽相關各文獻理論以便理解問題與解題探討，形成論文之立論基礎。問題界定可以建

立明確的方向，透過思考議題可建立完整的邏輯架構，經過文獻閱讀，條列與議題相關

之文獻重點，將這些重點整合，疊加基地相關議題推演出因地制宜的規劃原則。 

本研究利用空間格局的疊圖分析，將收集到的基地資料，以圖層的方式方別紀錄，

植物種類分布圖可顯示於其現況分布狀況，應保護植群的配置區、可開發利用區等；動

物種類分佈圖可顯示其棲息地位置，如：鳥類覓食或棲息的分佈位置，標示出需特別保

護的動物種類之區位、大致的活動範圍等；人為活動範圍圖應分別標明活動發生的地

點、活動影響的範圍；交通動線調查圖則應將基地的各級道路加以標示，當將各種資源

調查圖層疊圖（Ian L. MCHarg，1969）後，可以發現土地利用型態是否對生態環境有

不當利用，找出滿足生態環境最適當之配置關係。以下就以誘導式結構理論與空間格局

疊圖分析兩套研究方法簡要說明： 

(一)誘導式結構理論(Heuristic Structure) 

誘導式(Heuristic)其命名源自於 1983 年郎尼根(Lonergan Bernard J.F.)之洞察

                                                 

 

 
8
在景觀生態學中空間格局他包括了景觀組成單元的類型、數目以及空間分布與配置。(鄔建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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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一書，1999 年蔡仁惠將誘導式之運作結構化而成為「誘導式結構理論」，最初

是應用在建築設計之操作上。誘導式結構乃是將操作者所從事思想建構之過程予以結構

化、邏輯化之思維方法,並藉由文字的敘述統合,化為一可操作的邏輯結構,將推導過程

中所牽涉的多面向資料經過「邏輯化結構」的整理,進而推導出「推論」、「目標情境」、

「定義」等超越原始資料之進階層次意涵，最終是在建立一個論文的主軸概念所指涉之

「深層涵義」，並依此主軸概念進行論文之線性書寫(蔡仁惠,2010)。 

誘導式結構理論操作模型共七階段(如圖 1-4)：問題界定、思考方向、重點提取、

歸結、推論、目標情境、定義，各階段間具備層級之邏輯關係。七個階段雖有先後順序，

但並無始自何階段之限制，只要將出現於一階之資料，逆向溯源尋求上階之邏輯建構即

可。上下階之間的推演也並非單純的線性因果關係，而是交互建構的邏輯性推演，所呈

現的是一個資料統覽的狀態，並具可逆性與可檢驗性，整個結構完整性是涵蓋全部七

階，當上階段水平向資料操作停止時才能進入下一階段，各階段間接有此等候(waiting)

動作。另該階資料間亦必須等質，因此也有權重(weighting)動作(蔡仁惠，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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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4 誘導式結構模型與操作機制圖 

(蔡仁惠，2010) 

誘導式結構理論模型一至七階段之操作應用，各階段流程解釋與應用內容如下所述

(蔡仁惠，1999)： 

1. 問題界定(Defining the Domain) 

問題界定之動作在於將題目之描述合理化，並達到主體可理解化，在設定之條件下將

題目內容結構化。對操作者而言，若能將結構化之問題化為內在表徵，再以文字與語言

形成外在表徵已過外在檢驗，則此時能確定主體已將問題格式塔化。由於操作始於問題

界定，也同時劃定了相對合理範圍，問題界定範圍將決定所探討結果之適用或解釋涵蓋

面。若改變設定條件則必須重新檢視是否影響其下階段之推演。 

2. 思考方向(Problem Breakdown) 

思考方向及解題方向，將探討範圍內之相異類型資料分別提出，將題目分解為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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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此相異類型應包括前後時空相關議題，所探討資料之信度越高，所得結論隻被質疑

度自然就愈低。此階段操作，生手最常出現找不到題目相符的資料問題，但當形成子問

題時，資料思索不會鎖定在有限向度內，因為問題出現之時即未設定領域。 

3. 重點提取(Significance Extraction) 

重點提取指在針對各相異類型資料中，與問題格式塔無關之資料剔除，將與問題格式

塔有關之敘述精簡化製單一語意，以利操作者往後做精確之讀取、運作而減少誤判之可

能。此階段亦強調所提取之資料向度，即資料來源領域越廣，最終解答之解釋力或信服

度才會高。 

4. 歸結(Induction) 

歸結是將前階段所提取重點做出分類，將所提取重點歸納出幾類結論，對資料本身做

出歸納的動作並未脫離資料之敘述範圍。由於歸結是一種分類的動作，因此二類敘述間

應保持獨立性與明確性，否則會形成演繹上的混淆。 

5. 推論(Deduction) 

恩格斯說：「如果我們有正確的前提，並且把握思維規律，正確地運用於這些前提，

那麼結果必定與現實相符。」(恩格斯，1971)所謂的推論即已進入抽象運演之較不可言

喻階段操作，困難度自然增加，它是經由片段之事實做出超越資料個別意義的連結，超

越對主體而言，是一種心智狀態；對資料而言，是他們更上一層的連結，朗尼根稱之為

更高觀點(Higher Viewpoint)。 

6. 目標情境與定義 

當推論仍為多數時，即需求再引伸出更高觀點，當目標情境仍為複數時，則此動作會

再出現，以求得最終清楚明確的概念，此階段之動作與推論階段之差別在於，推論是從

收集、歸結而得的資料去抽取，而目標情境則為從抽象再抽象的二階邏輯推演，定義之

推得更近一階。  

誘導式結構理論作為論文應用規劃設計之操作可分為兩種型態，其中一種為應用至

設計思考之邏輯推演，此種型態須將誘導式結構理論操作從一至七階段，而另一種為論

文邏輯操作推演，此種型態是將誘導式結構理論操作從一至五階段即可。而本研究屬第

二種型態，僅操作至五階段。學術論文之研究基本上可視為一種對「未知問題求解過

程」，因此可利用「誘導式結構理論」模型一至五階段之操作機制(問題界定、思考方向、

重點提取、歸結、推論)，以利主體對大量資料讀取與鎖定介面，進而進入歸結之資料

濃縮，超越資料範疇推論出資料之更上一層的連結而形成研究的主軸概念。 

誘導式結構理論(Heuristic Structure)為設計概念發展之操作工具。於思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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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進行問題、範圍與資料蒐集方向的界定與確認，以統覽的方式理解問題與解題。資料

蒐集包含實質環境的調查分析及相關理論文獻資料探討，歸納相關資料再與實質環境潛

因交互作用(蔡仁惠，2010)，推論出將河川生態與人文環境結合之原則。 

(二)疊圖分析(Overlay Analysis) 

疊圖(Overlay)一詞源自於 McHarg 所作之 Richmond Parkway 選線時，將各種自然

環境因素依其對道路規劃之適合性程度，以不同灰色調繪製在透明膠片上，然後再將所

有膠片重疊，即可由灰色調之深淺，判斷較適宜做為道路之區位分布。自 1969 年 Ian. L. 

McHarg 所出版的 Design with Nature 一書，首先以環境為出發點對土地利用進行規劃，

其所建立的方法即被稱為生態規劃法，而 McHarg 的理念便是著重於分析環境資源在空

間分布的差異性，以了解土地的適宜性，減少土地的開發行為對環境的衝擊(黃書禮，

2000)。 

土地使用型態分析包含在空間分析範圍，而空間分析除一般邏輯運算外，還包含圖

形資料的分析處理，大致可分為環域分析(Buffer)、疊圖分析(Overlay)以及網路分析

(Network)等幾個重要的分析方式9；其中疊圖分析主要由空間物件的交集

(intersection)、聯集(union)、差集(identity)運算分析，另一方面進行點、線、面

的交互疊圖，包含點與線、線與面、點與線等(周天穎，2008)。  

 

圖 1 -5 疊圖分析之空間物件運算方式 

(周天穎，2008) 

 

圖 1 -6 疊圖分析的種類 

(周天穎，2008) 

                                                 

 

 
9 周天穎，地理資訊系統理論與實務(P3-12)，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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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Harg 的分析方法首先需要蒐集、研判各種自然環境的因子資訊，包括氣候、地質、

地文、水文、土壤、植被、動物及土地使用，然後以關聯性矩陣分析各種土地利用類別

對自然環境之需求以及可能產生的效果，最後透過疊圖（Overlay）作業，套繪出最適

宜某土地利用類別之區位分布。其規劃步驟如下（McHarg，1992）： 

步驟一：確立規劃目標。 

步驟二：定義區域內主要的生物作用、生態機制與社會經濟價值。 

步驟三：分析上述因子特性，並將其結果個別繪製於圖上。 

步驟四：將相關的因素圖進行疊合，並得出該區域對將來規劃的適宜性等級。 

表 1-2 McHarg 適宜性分析步驟表 

 

(資料來源：Berger，J. , Johnson, A., Rose, D., and Skaller, P.( 1977 ). 

Regional Planning Notebook (Unpubl ished Course Guidel ines ). Phi 

ladelphia, PA : Dept, of Landscnpe Archi. and Reg. . Planning, Univ. of Pe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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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圖分析是藉由二幅以上的圖層在空間上相互重疊，進行相交、合併、切除等套疊

之作用，並將套疊好的圖層進一步的做空間分析。當將各種資源調查圖疊圖（Ian L. 

MCHarg 1969 所提）後（如圖 1-7），可以發現土地利用型態是否對基地環境產生壓力，

例如不當的開發利用，或周邊聚落之逐漸擴張產生的潛在壓力等，將其在圖面上加以標

記，以便日後尋求改善對策；此外，亦可找出基地的敏感區或脆弱區，做為下一階段劃

定土地使用分區計畫的依據。而疊圖的最終目的係在找出可以滿足各種生態資源永續發

展的前提下，所能容許的人類活動型態與土地利用型式(杜明星，2003)。而疊圖分析之

應用範疇則屬地理空間性之分析，如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路廊選線、環境敏感地區劃

設、視野景觀分析等。 

 

圖 1 -7 環境疊圖分析示意圖 

（黃書禮，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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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流程 

本研究以「誘導式結構」理論模型為操作機制，其流程如圖 1 -8，論文之操作程序

則有下列四階段： 

1. 問題界定階段：本階段著重在論文議題，確立問題方向與範圍並界定思考方向，

收尋相關議題。 

2. 資料收集階段：本階段包括思考方向與重點提取，主要由都市河川議題、河川生

態議題、生態廊道議題、環境共生議題、基地議題等進行文獻資料收集。 

3. 資料研析階段：本階段將所收集到的文獻資料加以分析整合，客觀的合併相似語

意資料並以精簡的語句敘述，進而求得歸結。 

4. 研究建構與落實階段：將求知的歸結，以邏輯推演出因地制宜的規劃觀點，做為

本論文的主軸觀點。並擬定符合推論內容的空間轉換策略做為實質規劃方向，進

而提出未來筏子溪在空間規劃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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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8 研究流程圖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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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確立問題之合理化與範圍後，從題目中分解出相關子議題作為第二階段「思考方向」

之操作，劃定問題之重要面向作為往後資料收集之目標，本研究之思考方向主要分成「都

市河川議題」、「河川生態議題」、「生態廊道議題」、「環境共生議題」、「基地議題」等五

項議題進行探討(如圖 2-1)。 

本研究經探討議題收集相關文獻，在文獻資料中擷取重點內容為：都市河川議題共

92 點、河川生態議題共 72 點、生態廊道議題共 54 點、環境共生議題共 47 點與基地議

題共 62 點。 

 

圖 2 -1 誘導式結構模型中一至三階段之操作流程圖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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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都市河川議題 

台灣平地少而人口稠密，流經平原地區之河川多於兩側形成都市，而須加以整治以

避免洪患及消滅集水區都市化所引起水砂沖淤變化之衝擊，此類河川一般稱為都市型河

川。(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2005) 

河川對人類的歷史發展、民生需求與利用以及景觀美學有極密切的關係，有許多文化的

起源於鄰近河川的都會區域，人類與多數的生物均須仰賴河水維持生存，河川對人類的

貢獻更具多樣功能，包括引水灌溉、交通運輸、親水遊憩等，均顯示了河川對人類的重

要性，以下整理各個學者對『都市河川』的相關內容(如表 2-1)： 

表 2- 1 都市河川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內容 

2009 江惠君 

陳美洙 

張世倉 

河川是孕育人類文明之母，也是地球環境資源中最重要的一環，尤其是台灣

的眾多河川均對民眾生活及生態環境，具有高度文化、生態關係及影響。(P76)

2008 楊富光 都市藍帶與綠帶是串成都市紋理中之重要開放空間。(P44) 

2006 江瑞怡 都市河岸空間(人文景觀)形成的都市風格，往往即是都市發展的象徵。水岸

空間因為具有人文，加上實質環境，才顯現出特殊的場所性。(P29) 

2005 經濟部

水利署

水規所 

都市型河川之治理除需達到防洪之目的外，所採用之治理措施亦需兼顧河流

生態環境品質之維護，以發揮河流永續利用之功能。(P2-1) 

2000 陳效之 都市河川貫穿市區，將水的自然特色深入都市生活中，故配合都市景觀及遊

憩計畫，於河岸設置親水空間，提供市民接觸水體的場所與以自然水景為主

的景觀，塑造都市河岸之親水意象。 

1996 邱穀工

程顧問

公司 

地表水是水文循環中貯存在地表的水體部分，而水文循環是維繫地球生命最

重要的物質循環之一。地表水對穩定生態系統平衡、保障人類生命活動、提

升生活品質及其他生命生存，具有重要地位。(P3-13) 

1995 劉中文 水可說是都市的血脈，帶動都市的活動，維繫著都市的生命，河川與都市生

活緊密結合，創造具有獨特的都市地理風格與人文景觀。(都市水岸空間利用

背景環境與模式運用之硏究，P3-4) 

1995 林耀民 都市河川為都市開放空間之一環，因此具有都市開放空間之共安全、健康福

利、環境保護、資源生產、遊憩美學、文化教育、塑造都市形式，及提供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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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未來發展等之機能。(P14) 

1990 林丙申 都市河岸是指都市型河岸，亦就是流經都市化的城市地區而言。(P99) 

1981 E.P 

Odum 

人類最重要的資源，也就是水，及其生活空間之間的介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水是人類重要的資源，孕育著無數的生命與文明的發源，帶動了人類生活，形成了

城市集散地，並因在地人的生活方式創造了具有獨特性的都市水岸風格。在都市河川議

題上，可分為都市水岸發展、都市河川景觀和都市河川區域空間三個方向來探討，分別

整理如後。 

2.1.1 都市河岸發展 

一、 都市河岸空間 

都市河岸空間(urban riverfront)是指河川與都市空間的交接地區共同組成的環

境，包括水體本身與河岸周遭環境所形成的空間。(江瑞怡，2006)都市的風格往往是由

都市河岸空間形成的，也是都市發展的象徵。世界上許多城市給予人深刻之意象，正是

它擁有一條舉世聞名的河川穿越城市形成特殊的自然景觀，如巴黎的塞納河、倫敦的泰

晤士河、波昂的萊茵河，整理如表 2- 2。 

表 2- 2 各個國家河流發展特色 

地方 發展特色 

歐洲國家水岸  融合歷史文化與傳統建築具民族色彩與地域風格。 

 水岸開發具人性尺度，其建設呈現精緻文化特質。 

 善用水域特質與觀光遊憩活動結合，成為推動推動區域社會經濟

成長之原動力。 

 中央政府致力於補助水域公共設施建設及親水設施相關之投資。

美加地區水岸  水岸發展多半起源於都市土地利用之「再開發」。 

 在不影響環境生態及不犧牲公共利益之前提下，鼓勵私人開發。

 推展「行水區」公有及「親水為公共權益」之觀念。 

 大規模發展水岸及水域遊憩開放空間，以建立都會藍帶與綠帶之

周密路網。 

 突破傳統都市分區管制限制，容許以基地條件之適應性與市場需

求，開放彈性之混合土地利用。 

亞洲日本地區水岸  藉著水岸發展重整並確立該臨水都市之門面與特性。 

 以水岸重整之「磁性效果」刺激該都市之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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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水意識普遍覺醒，鼓勵全面發展水域休閒育樂設施。 

 改變單一碼頭、港灣的功能，配合內陸都會區之復健更新，而再

創水岸之多元化機能。 

 整合水岸區域發展，使之成為一連貫系統，並加強河域人文活動

之凝聚力。 

 設立水岸聯合開發基金會，並確立開發策略及推進土地所有權重

新分配之立法。 

 改進實質建設技術以確保「親水設施」之成功性與可及性。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行政院環保署，《流域河川生態設計準則》，1995) 

綜觀台灣移民的都市史可發現台灣的主要都市均發展於河岸，而都市河川是唯一具

有寬廣開放空間的親水藍帶，並可直接改善都市環境品質與形塑都市特殊風格，更重要

的是它可以提供都市居民紓解生活壓力以及讓想像揮灑的另一種遊憩體驗。(劉中文，

1995) 水岸提供都市市民與大自然直接接觸之體驗與休閒場所。 

 

二、 都市河岸功能 

都市河岸空間對於水的利用型態，除了對水體本身的利用功能外，水在河岸空間的

利用模式大致可歸類為利用水作為空間特色、利用水形成的活動空間，以及利用水作為

景觀等，在不同的利用型態下，則反映形成不同的都市河岸空間形態，如下：(江瑞怡，

2006) 

 治水機能：都市河川最基本功能，地表的排除、生活用水的排放、洪水的調節治洪

以及地下水平衡涵養等，都是河川重要的治水機能。 

 利水機能：對水的利用功能，如：水源提供、產業利用、運輸水運等，供應都市生

活所需和產業活動。 

 空間機能：河川本身特有的空間特性形成的機能，可以構成都市開放空間體系的一

部分，雖然河岸開放空間的替代性高，但對高度開發的都市空間而言，

河岸可利用作為活動場所和防災避難空間，但是當河川面對寬闊的道路

或土地使用時，具有隔斷的負面效果是不可否認的。 

 親水機能：當人與河川直接接觸時才能產生的功能，除了能夠滿足心理，亦能做為

休閒活動場所、塑造景觀形成都市風貌以及作為戲水場、親水公園等環

境利用的功能。 

 生態機能：從都市生態觀點，河川是都市環境重要的生態體系，可以提供生物作為

棲地的場所、調節微氣候以及淨化水質與空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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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都市河岸空間功能 

水的利用 河川功能 功能內容與空間型態 

空間特色 治水機能  排水利用─洪水、地表水、都市汙廢水、土砂 

 地下水的供給與調節 

利水機能  水源提供(水利)─飲用水、農業、工業用水 

 產業利用─魚場、貯木場、採砂石、發電廠、水車 

 運輸─船運 

活動空間 空間機能  空間利用─活動場所、防災避難 

 交通─道路、橋梁 

 物理環境的改善─通風、採光、噪音 

活動空間&

景觀 

親水機能  心理滿足(因與自然接觸而有心理上的平衡與情操養成) 

 休閒活動─水上活動、水岸活動、水邊活動 

 景觀塑造 

 環境利用─戲水場、親水公園 

空間特色&

景觀 

生態機能  生態保護─魚類、動植物、昆蟲 

 自然環境調節─微氣候、水、空氣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江瑞怡，《都市河川變遷下的空間與水關係之研究-以高雄愛

河為例》，2006) 

都市河川是調節乾淨空氣的來源，它可以改善都市中的空氣汙染，提升都市空氣中

的水氣量，降低都市氣溫並成為高密度都市中最佳的緩衝劑，都市河川與河岸活動之交

集，是為人們投入大自然景觀的最佳交集點。 

 

三、 都市河岸發展特性 

都市藍帶的開發規劃係利用都市水岸紋理的特性，透過水岸整治、相關水利工程之

配合與整體景觀之規劃，建構全市性之水域開放空間體系，並藉以連繫週遭都市活動與

空間，塑造都市獨特風貌，其建構方向如下：(陳效之，2000) 

 建立結合水域之開放空間系統：都市活動可以藉由這個開放空間系統的延續與

水相連接，例如廣場、公園、步道系統的建立，而將人的活動帶至水岸邊，使

都市活動與水岸活動可以融合一體。 

 建立以水為主題的都市意象：許多城市藉由水岸活動、空間建構形式、顏色等，

建立其都市的視覺意象，以及特殊人文景觀，來形塑特有的都市風貌。 

 形塑水域環境之實體性空間性格：曲線型水域空間可形構為實體性都市空間，

因此穿梭市區的蜿蜒河道，不僅可建構都市特有風格，也可扮演都市居民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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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的重要功能，河岸兩旁的開放空間更可經由蜿蜒的河道結合成生動又有系

統的生活活動場所。 

 建立沿岸空間的人文涵構：水岸環境為都市發展的根源，而以保存水岸歷史城

鎮特有的建築風格所展現的生活方式、空間特色，並整合水岸空間發展計畫，

將親水活動融入地方民俗活動及人文特色，將可塑造地域性空間意象並強化歷

史的記憶。 

在最佳狀況下，我們都希望有兩個系統並存於都會區中，一種形式是將自然演變過

程保存於開放空間中，另一種是都市化的發展形式。(Ian L. McHarg，2001) 藉著

水岸土地使用發展，帶動地方建設，利用都市水岸新生地發展成遊艇港，而水陸相

連之廣場是活力之高潮點，創造出都市更多活化空間。 

四、 河岸空間組成因子 

河岸空間之組成因子有生態環境、河川水體、實質空間，其中實質空間又分出河灘

地、堤岸及沿岸之臨水地區，而河灘地之低水岸適合之活動為親水活動或是水際生態之

觀察；高水岸活動型態為觀景、散步、垂釣或運動等。 

表 2- 4 河岸空間組成因子 

生態環境  生物─動物、植物、微生物…等 

 非生物─氣候、土壤、陽光、水…等 

河川水體  範圍─河川本身之水體 

 活動型態─水中生態之觀察、水上活動等 

實質空間 河灘地 低水岸  範圍─包含河川平時水流之水道、水面及水際一帶

 活動型態─水際生態之觀察、親水活動 

高水岸  範圍─河川洪峰逕流處 

 活動型態─眺望、散步、垂釣、運動等 

堤岸  範圍─水岸護坡 

 活動型態─觀景、眺望、散步、垂釣、運動等 

沿岸之臨水地區  範圍─護岸外鄰近之都市土地，住宅、商業、公園、

道路 

 活動型態─觀景、散步、休閒活動、商業活動等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劉效之，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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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河川空間利用圖 

(資料來源：劉效之， 2000) 

河川是地方風格象徵，一條流動的河水可以帶動周遭的環境，而人對都市河川的定

位，影響了都市發展與都市景觀，因而產生截然不同的都市風格與都市意象，如圖 2 -2

經由不同的河川地使用結合景觀、生態、遊憩而產生地方性的河川空間風格。透過環境

資源調查分析、環境供給、遊憩需求面之配合，以規劃目標為前提，可將河川空間做適

宜分配，根據目標予以分類再選擇評估的因子進行潛在分析，並應給予不同的權重，有

利於在環境之需求程度條件上有更明顯的差異(王永珍，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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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都市河川景觀 

一條都市河川要賦予它特有的場所性，須配合都市紋理，水岸為構成城市的一部

分，並且促進城市的生命力。水是都市景觀的一部分，藉由水岸景觀，呈現該地區在人

文與自然風貌上的獨特性(李如儀，2002)。關於構成都市河川的景觀要素，相關文獻整

理如表 2-5： 

表 2- 5 景觀河川要素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8 楊富光 永續發展理念下高雄

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

之研究 

 水與城市共同的歷史遺產、事件、地標、

天然環境等，能有利於水岸發展的特性與

意義。 

 而水是都市景觀的一部分，應該用於特殊

之功能，例如：水面運輸、娛樂和文化。 

A47 

A46 

2002 李如儀 勾勒台灣都市水岸景

觀願景 

運用水上交通建立，延伸水岸地區的產業

及人文景觀。 

A49 

2000 陳效之 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

化 : 台南市水岸地

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

間之硏究 

 都市河川具有強烈的軸向特性，植栽配置

上應順著水道的蜿蜒流向種植，以強化水

岸空間的方向性與連續性，進而塑造景觀

豐富的開放空間。 

 堤岸設施視為地景美化的一部分，盡量利

用不同的材質、色彩做造型上的變化和組

合來規劃設計護岸，形式可採取階梯式或

緩坡式護岸，以強化河岸空間之美化。 

 橋梁其造型應依地方風格設計，營造水岸

空間的焦點意象，並考量水上活動之需要

而考量其弧度與高度，並達到眺望景觀的

功能，成為都市新地標。 

A45 

A43 

A44 

1996 邱穀工

程顧問

公司 

台灣中部區域環境敏

感地劃設與土地適宜

性分析技術報告 

文化景觀敏感地在於景觀的價值能夠透過

人類具體的感觀，包括視覺、聽覺、嗅覺

等方面，產生愉悅震撼性的感覺，並提供

上述主觀層面特殊情感的景觀。 

A42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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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都市河川區域空間 

都市土地地狹人稠，河川空間易被忽略，為配合需求，河川環境必須做適當的分區，

並以尊重河川區域與其周遭環境為前提，規劃河川環境使用區域，融合當地自然與人文

環境特色。都市河岸空間對於水的利用型態，除了對水體本身的利用功能外，水在河岸

空間的利用模式大致可歸類為利用水作為空間特色、利用水形成的活動空間，以及利用

水作為景觀等，在不同的利用型態下，則反映形成不同的都市河岸空間形態。其使用分

區分類包括生態保護空間、自然休憩空間、親水活動空間、環境教育空間、運動遊憩空

間及防災管理空間，(如圖 2-3)： 

河
川
環
境
分
區
與
空
間
分
類

河川保育區

自然利用區

人工經營區

自然休憩空間

親水活動空間

生態保護空間

環境教育空間

運動遊憩空間

防災管理空間

 

圖 2-3 河川環境分區與空間分類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 生態保護空間 

環境生態調查研究，以了解棲息地特徵，考量水域環境是否有潛力供給生物優良的

環境，確認棲息地改善對於目標生物族群或群聚結構有正面之效益。棲息地改善模式儘

可能模擬自然狀況應配合當地的地形特徵與自然景觀的協調，做整體性環境規劃。棲地

改善方針，可由水防治、水岸的保護以及水岸結構物的設施等方向來著手。並於採取任

何棲息地改善措施，必須追蹤進行相關之環境生態調查研究與管理，以評估其對社經文

化和生態的影響，並提供作後續相關改善措施參考(陳效之，2000)。關於生態保護相關

文獻整理如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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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生態保護空間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8 王永珍 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

規劃 

動植物棲地環境或特殊地景須保護，禁止

或限制民眾進入或從事人為活動。 

A63 

2006 江瑞怡 都市河川變遷下的空

間與水關係之研究-

以高雄愛河為例 

當河川面對寬闊的道路或土地使用時，具

有隔斷的負面效果是不可否認的。 

A15 

2005 經濟部

水利署

規劃試

驗所 

都市河川復育之研究

(總報告)  

 都市型河川之治理除需達到防洪之目

的外，所採用之治理措施亦需兼顧河流

生態環境品質之維護，以發揮河流永續

利用之功能。 

 都市型河川復育時如需開挖重建洪攤

時，洪攤之高程宜與滿岸河槽之岸頂高

程相同，以利大於造床流量之水漫上洪

攤，使於洪攤上形成濕地，及恢復生物

棲地之生機。 

A41 

A62 

2002 李如儀 勾勒台灣都市水岸景

觀願景 

藉著水岸土地使用發展，帶動地方建設，

並利用生態廊道及綠帶之串連帶給市民多

采多姿的水岸生活。 

A18 

2001 Ian L. 

McHarg 

道法自然-以生態系

統為本的環境規劃設

計哲學與實務 

 五十年一次或 2%發生氾濫機率的洪氾

平原已逐漸被認定應保留其區隔洪災

的功能或任何有關於洪氾平原的土地

使用。 

 都市的腹地是乾淨空氣的來源，他可以

替換都市所排放的汙染空氣。 

A85 

A20 

2000 陳效之 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

化 : 台南市水岸地

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

間之硏究 

 水域環境的生態計畫，必須配合當地地形

特徵與自然景觀，以生態綠化的手法，誘

導復育自然樹種，使水岸環境達到都市之

肺的作用。 

 水岸環境的復育計畫，應盡可能模擬大自

然的狀態，避免過多不必要的人工設施，

建築物應盡量淡化處理，與環境融為一

A72 

A74 

A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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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生態保護型的開發型態，主要是針對具有

保育價值生物棲息或具有高度生態敏感

性的水岸環境所進行的開發規劃方式，因

此必須審慎調查水岸環境的特徵與生物

環境，並充分尊重當地環境倫理，在盡可

能不破壞生態環境原則下，進行水岸環境

的開發。 

1995 林耀民 都市湖岸空間改善對

策─以台北市永福橋

至淡水大橋間河段為

例 

都市河域對都市實質環境具有調節及提供

自然生態族群的存續與演替，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 

A64 

1995 劉中文 都市水岸空間利用背

景環境與模式運用之

硏究 

都市水域的水體與植生具有沉澱空氣塵

埃、淨化空氣、通風換氣、降溫、調節陽

光的功能。 

A66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二、 自然休憩空間 

人類在自然環境中從事活動及環境利用時，必須尊重自然環境運作之法則，順應

生態之體系，建立一個和諧互利的環境。面對著重休閒活動的世代，針對河岸邊休閒活

動與自然利用關係，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7： 

表 2- 7 自然休憩空間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8 王永珍 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

規劃 

具有自然景觀，民眾可於陸域從事休閒遊

憩活動。 

A50 

2008 楊富光 永續發展理念下高雄

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

之研究 

藍帶與水岸活動之交集，提供人們投入大

自然景觀的最佳交集點。 

A30 

2000 陳效之 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

化 : 台南市水岸地

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

間之硏究 

 結合都市中的河川與綠地，建構都市的藍

帶與綠帶系統，並藉以連結都市中的重要

公共空間，構成有系統的開放空間體系。 

 規劃水運即步行系統來連繫各個活動據

點，以構成一整體之休閒遊憩動線與活動

A51 

A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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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 

1995 劉中文 都市水岸空間利用背

景環境與模式運用之

硏究 

都市河川是唯一具有寬廣開放空間的親水

藍帶，並可直接改善都市環境品質與形塑

都市特殊風格，更重要的是它可以提供都

市居民紓解生活壓力以及讓想像揮灑的另

一種遊憩體驗。 

A38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三、 親水活動空間 

河岸親水活動不僅要考慮到人的親水行為，更要以生態為規劃重心，而河灘地因

河水的漲落而形成沙洲或淺灘，經常為親水活動的主要場所，盡量避免過多的人工設施

破壞，應保持自然的景觀風貌，以維持敏感的生態環境，並配置適當的活動設施，以利

河灘地的活動進行。針對河岸親水活動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8： 

表 2- 8 親水活動空間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8 王永珍 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

規劃 

民眾可於水岸或水域從事親水活動，其水

位需於不及膝且無法洪患之虞之野溪或

小排水。 

A53 

A54 

2006 江瑞怡 都市河川變遷下的空

間與水關係之硏究 : 

以高雄愛河為例 

 親水機能是當人與河川直接接觸時才

會產生的功能。 

 河岸活動特有的人文涵構，將活動融入

地方民活動及人文特色，結合河岸空間

發展，則可以塑造出地域空間的意象，

形成都市河岸特殊的空間場所性。 

A55 

A56 

2000 陳效之 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

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

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

之硏究 

 建立結合水域之開放空間系統：都市活

動可以藉由這個開放空間系統的延續

與水相連接，例如廣場、公園、步道系

統的建立，而將人的活動帶至水岸邊，

使都市活動與水岸活動可以融合一體。 

 親水化形式係利用水的自然特性，規畫

A24 

A57 

A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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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具遊憩功能及環境保護的水岸環境

利用形式。 

 水域為生態體系的重心，保育著豐富的

生態系的水岸空間，因此未充分發揮水

域之環境機能，完整的生態環境構成親

水空間的必要元素。 

1995 劉中文 都市水岸空間利用背

景環境與模式運用之

硏究 

都市河岸親水空間係指都市河岸環境具

有提供優美的景觀、滿足人類的情緒與心

理，以及保育生態體系等多項環境機能的

內涵而言。 

A11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四、  環境教育空間 

河岸高灘地賦予豐富的動植物，藉由天然的教室，可提供更多的教育空間，關於

環境教育空間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9： 

表 2- 9 環境教育空間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8 王永珍 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

規劃 

 民眾可進行環境教育學活動。 

 提供生態教育環境，發展生態旅遊。 

A75 

A76 

2008 楊富光 永續發展理念下高雄

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

之研究 

水岸是提供市民與大自然直接接觸之體驗

場所。 

A32 

2000 陳效之 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

化 : 台南市水岸地

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

間之硏究 

 建築物高度與河堤之護岸所構成之垂直

高度，是影響河岸空間尺度的另一因素，

其與河岸空間取得平衡，可形成良好的空

間尺度。 

 將水岸規劃朝向生態旅遊的規劃方式，使

水岸環境成為社會環境教育的場所，並以

生態永續發展理念的規劃方式，保持環境

經營的永續性。 

A78 

A79 

1978 郭中瑞 從台灣都市的水問題 都市河岸空間的建築物除了本身的價值 A77 



台中市筏子溪生態廊道之研究與建構─以中游為例 

逢甲大學 e-Theses & Dissertations( 100 學年度) 28

談起 外，對環境整體變遷及景觀上有其必然的

象徵地位。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 運動遊憩空間 

台灣河川大部分時間處於枯水期，高灘地可善加利用作為活動場所，但因季節變

化仍有短暫的豐水期與暴雨期，因此高灘地之利用以較少人工設施為主，且活動設施必

須易維護管理，方便暴雨期過後亦可使用。以下針對運動遊憩空間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10： 

表 2- 10 運動遊憩空間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8 王永珍 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

規劃 

設置民眾運動休閒娛樂空間。 A60 

1995 劉中文 都市水岸空間利用背

景環境與模式運用之

硏究 

都市水岸地區擁有廣闊的河灘地，可提供

市民作為活動之場所，如廣場、運動場、

草坪，提供多樣的水域、陸域休閒與運動

之空間。 

A6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六、 防災管理空間 

台灣河川因季節雨量而分為枯水期、豐水期與暴雨期等三種，此三期水量差異懸

殊，停留時間皆不同。由於都市河川與人居住環境土地關係相當密切，因此都市河川更

需注意防災防洪等問題，關於防災管理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11： 

表 2- 11 防災管理空間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9 Sim Van 

der Ryn 

&Stuart 

Cowan 

生態設計學：讓地球

永續的創意法則 

 生態防洪法仰賴於健全的地景，由植物

調節水流，減低侵蝕，讓水順勢而流，

其目標在復育生態系，使生態系再度扮

演防洪角色。 

 生態洪水控制系統是回歸到主動地景的

概念。 

A91 

A92 

2008 王永珍 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

規劃 

台灣中央管河川幾乎均已構築堤防，其中

大多數以混擬土構築，難以改變其結構。 

A83 

2006 江瑞怡 都市河川變遷下的空 治水機能是都市河川最基本的功能，例 A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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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水關係之研究-

以高雄愛河為例 

如：地表水的排除、生活用水的排放、洪

水的調節治洪以及地下水的平衡涵養等。 

2005 經濟部

水利署

規劃試

驗所 

都市河川復育之研究  都市型河川沿岸多公共設施與建物，缺

乏空間容納河槽橫向擺動範圍以滿足

河槽規劃長度，因此可在河槽相鄰兩彎

段間之順直段(亦即瀨段)內設置階潭

式跌水設施已消能。 

 台灣平地少而人口稠密，流經平原地區

之河川多於兩側形成都市，而須加以整

治以避免洪患及消滅集水區都市化所

引起水砂沖淤變化之衝擊。 

A7 

A40 

2004 林鎮洋

陳彥璋

吳明聖 

河溪生態工法 洪氾平原間的乾濕交替作用，使沿岸區域

與鄰近森林的生產力、分解作用、魚類繁

衍與覓食均得有良好表現。 

A89 

2003 林鎮洋

邱逸文 

生態工法概論 雨水貯留設施，一般用於景觀園藝的滯洪

池或人工溼地，在大雨時貯留、調節洪峰

量，減少都市洪水發生。 

B49 

2001 Ian L. 

McHarg 

道法自然-以生態系

統為本的環境規劃設

計哲學與實務 

 與洪氾平原有關之土地使用種類方面，

則包括港口、海港、遊艇碼頭，與水有

關之工業，以及在某種特定條件下之耗

水工業等。 

 五十年一次或 2%發生氾濫機率的洪氾平

原已逐漸被認定應保留其區隔洪災的功

能或任何有關於洪氾平原的土地使用。 

 洪氾平原可以做為農業、林業、遊憩、

公共事業開放空間以及住宅開放空間

等。 

A87 

A85 

A86 

2000 黃書禮 生態土地使用規劃 洪氾平原定義可分為兩類，其一係指河川

在上游對沿岸土地之沖蝕，夾帶大量泥沙

至下游地區經時間沖刷與淤積作用形成之

洪氾平原；其二則指潛在可能遭受洪水氾

濫而危害人類之洪氾平原地區，其範圍並

A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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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固定且隨著所設定之洪水頻率年而定。 

1996 內政部

營建署 

台灣中部區域環境敏

感地劃設與土地適宜

性分析 

洪水平原劃設準則如下： 

1. 潛在洪水平原，即地質為全新世沖積層

或土壤屬沖積土，且坡度小於 5%之地

區。 

2. 常浸水區，省水利局與經濟部所研究之

洪水危險地區，將各縣市之低漥地區化

為常浸水區。 

3. 設計洪水頻率 100 年洪水到達地區，以

台灣省水利局針對台灣省各主次要河

川之治理規劃報告為依據。 

4. 海岸地區洪水平原，將易發生洪氾溢

淹、暴潮溢淹之地區，規為海岸防護區

之範圍。 

A81 

1996 邱穀工

程顧問

公司 

台灣中部區域環境敏

感地劃設與土地適宜

性分析技術報告 

 依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環境敏感地

區土地規劃與管理之研究」中界定之洪

水沖積平原劃設準則，及地質層全新世

沖積層或土壤屬沖積土性質，且坡度小

於 5%之地區。 

 分析洪氾平原的主要目的，是為了防止

潛在洪害地區內進行開發活動或做長

期之居住使用，以避免因開發活動而阻

礙了洪水宣洩，或增加洪害發生時所造

成的損失。 

A80 

A88 

1995 Bayley, 

P. B.  

Understanding: 

large 

river-floodplain 

ecosystems 

一般生物的生產力，特別是多樣種魚的產

生，在河流-洪氾平原區會較高。 

A9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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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河川生態議題 

在河川生態議題上，可分為河川生態復育、河川生態環境規劃和河川生態工法等，

三個方向來探討，分別整理如後。 

2.2.1 河川生態復育 

河川孕育了許多的生命，河水裡的水生生物、周邊的動植物，以水中生物為食的鳥

類，甚至是靠著河水生存的人類，但隨著提升物質生活的同時，人們試著馴服河川並享

受其控制後所帶來的附加價值。但這樣的做法隨著保育思潮崛起，許多先進國家已陸續

拆除阻水設施，河川復育已成為國際間的新風潮。 

一、 生態復育與保育 

河川是許多生物生存的場所，復育過程僅是重建一般之結構，功能及機能而非

生態系統之自發性行為。要使生物樣性必須顧及到其生存環境，包括水質、流速、食物

來源及外界干擾等，針對河川生態的保育與復育其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12： 

表 2- 12 生態保育與復育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10 呂映昇

孫建平 

魚類棲地多樣性與空

間層級系統之關係探

討及其於溪流復育之

應用 

對於河川縱向棲地多樣性之復育，應考量

底質粒徑的分布從上游到下游逐漸變小，

符合自然之復育工程可減少失敗之機率。 

B8 

2009 Sim Van 

der Ryn 

&Stuart 

Cowan 

生態設計學：讓地球

永續的創意法則 

棲息地過分破碎的物種，如果缺乏生物廊

道(wildlife corridor)連接受保護地區也

無法維持足夠存活的族群個體數。 

C16 

2009 經濟部

水利署 

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

(2/2) 

當棲地遭受大範圍擾動時，生物會選擇趨

避至其他環境，當擾動結束，棲地環境趨

向穩定時，生物又會再次擴散回到其原來

的棲地。其破壞的過程是快速的，但回復

的過程卻是緩慢的，長時間維持穩定之棲

地環境及水質狀況，是生態回復之必要條

件。 

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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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王永珍 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

規劃 

 “復育＂可使河川廊道回復動態平衡且

功能達到自生性水準。 

 維持河川生態系統原有的棲地，透過適當

的措施將已遭破壞的棲地復原，或增加棲

地的資源(如空間與食物)以增進所能供

養生物的承載力。 

 生態復育是盡可能回歸到經擾動前之生

態系統之狀況與功能之過程。 

B14 

B11 

B15 

2008 楊富光 永續發展理念下高雄

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

之研究 

 水岸空間能夠成功的基本關鍵，都必須要

有好的水體與水質，這些屬於生態環境系

統的建構。 

 自然河川應有深淺緩急不一的水勢，才能

有較好的生態環境。 

B21 

B38 

2005 經濟部

水利署

規劃試

驗所 

都市河川復育之研究

(總報告) 

都市型河川復育時宜於河槽、洪攤及攤緣

綠帶採取適當之生態措施以維護河川廊道

之生態、環境、景觀及遊憩品質。 

B10 

2001 Ian L. 

McHarg 

道法自然-以生態系

統為本的環境規劃設

計哲學與實務 

一般動植物種類的群落與地形有相當大的

關係。 

B18 

1996 邱穀工

程顧問

公司 

台灣中部區域環境敏

感地劃設與土地適宜

性分析技術報告 

地表水是指水文循環中儲存在地表湖泊、

池塘、河川、溪流中的水體部分，不僅為

人類生活與生產活動所必須，亦為動植物

維生所不可或缺。 

B6 

1989 諸葛陽 生態平衡與自然保護  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能力是有限度的。 

 生態平衡並非靜止不變的，對生物資源進

行合理的利用，非但不會影響生態系統的

平衡，反而能提高其經濟效益。 

B1 

B2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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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物種棲地要素 

要使一個區域生態多樣，先決條件無非是要有好的水質與適當的環境，在都市

中的生態空間要使物種能夠生存並復育部分生物，對生態物種的生活習性與其生存環境

需有相當的了解，縱能使一生態區域達到生物多樣性。關於生態物種棲地的相關文獻整

理如表 2-13： 

表 2- 13 生態物種棲地要素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10 呂映昇

孫建平 

魚類棲地多樣性與空

間層級系統之關係探

討及其於溪流復育之

應用 

1. 棲地復育與評估時，應考量以下幾要

點： 

2. 最小為棲地尺度─考量魚類需求之水

深、流速與底質。 

3. 深潭湍瀨尺度─考量魚類偏好之棲地

類型(如深潭、湍瀨、深流等)。 

4. 河段或區段尺度─考量河段或區段溪

流的棲地多樣性與棲地之組成，來滿足

各魚種之棲地需求，或者是滿足魚類洄

游以延續、擴散與增長族群。 

B7 

2009 Sim Van 

der Ryn 

&Stuart 

Cowan 

生態設計學：讓地球

永續的創意法則 

有機體在所有層次的變化，包含從同個物

種的基因變化，到種、屬、科等更高層次

的生物分類變化；包含生態系的變化，如

特定的棲息地的生物群落組成變化，以及

居住環境條件的變化。 

B40 

2008 王永珍 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

規劃 

 河川魚類及水中生物之基本需求包括河

川中之水量、水溫、流速、食物、隱蔽、

生活空間、繁殖場所及優良水質。 

 原生植物之復植，可提供野生動物之食

物來源或活動、隱藏與棲息場所。 

B12 

B13 

2008 楊富光 續發展理念下高雄市

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

研究 

 除了配合防洪機能外，應儘可能減少河

道與河岸的整地範圍，並保留原有之孔

穴、亂石堆，避免干擾動植物棲息地。 

 護岸設計應考量兩棲動物的特性與活動

路徑。 

B35 

B37 

2005 經濟部 都市河川復育之研究 淵瀨具有同時為水棲生物提供絕然不同棲 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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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利署

規劃試

驗所 

(總報告) 地性質之功能，淵段不僅為魚類提供食源

與棲地空間，更可在大水及枯水時段作為

避難場所。 

2001 Ian L. 

McHarg 

道法自然-以生態系

統為本的環境規劃設

計哲學與實務 

可及性將可決定那些不適合短暫性、高密

度遊憩活動的野生動物棲息所在地。 

B17 

 

1976 Tennant Instream flow 

regimens for fish, 

wildlife, 

recreation and 

relate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對維護河川生態系統穩定與平衡的最小流

量，即該河川的生態基流量，平均水深 30

公分、流速每秒 0.23 公尺是大多數河川生

物生存的最低需求。 

B16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三、 河川生態功能 

從都市生態學觀點，河川都市環境重要的生態體系，可以提供生物做為棲息的

場所、調節微氣候以及淨化水質與空氣。關於河川生態功能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14： 

表 2- 14 生態河川功能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9 Sim Van 

der Ryn 

&Stuart 

Cowan 

生態設計學：讓地球

永續的創意法則 

 保育生態學的基本基石為核心保育地禁

區，禁止任何利用。每塊保育區則由緩衝

區圍繞，土地使用逐漸增加。 

 確保生物多樣性的三個層面：維持原生物

種可以存活的總數、保護演替過程裡各個

代表性的原生生態系類型，以及尊重大規

模的生態過程。 

B29 

B43 

2008 王永珍 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

規劃 

 “復育＂可使河川廊道回復動態平衡且

功能達到自生性水準。 

 河岸旁設緩衝綠帶，以降低地表逕流量、

提供野生動物棲息的場所。 

B14 

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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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楊富光 永續發展理念下高雄

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

之研究 

 永續水岸發展對於全體市民是有益的，不

僅是生態與經濟上還有社會的面向，社區

再開始階段，也應該保持彼此不間斷之討

論與互動。 

 河岸旁設緩衝綠帶，可過濾地表逕流、提

供野生動物的棲息場所，亦可美化河川景

觀。 

B32 

B34 

2002 李如儀 勾勒台灣都市水岸景

觀願景 

由生活、生態的角度切入，在人文與生態

和諧的發展模式下進行空間規劃。 

B22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2.2.2 河川生態環境規劃 

河域中豐富的覓食環境造就了完整的食物鏈，然而在人類經濟快速發展下，無論棲

息、繁衍暨覓食等行為習性隨之產生重大變化，藉由人為復育方式回歸其原本需求之環

境，以尊重維護河川生物種原生命力，以下針對河川生態環境的規劃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15： 

表 2- 15 河川生態環境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9 Sim Van 

der Ryn 

&Stuart 

Cowan 

生態設計學：讓地球

永續的創意法則 

J.T.R.卡克文設計指導原則： 

 

 增加棲息地的規模與品質，以增加當地

的個體數，並降低滅絕的風險。 

 增加棲息區數目，改善移動與再駐的可

能性。 

 增加廊道並降低障礙的效應，降低地景

造成的阻礙，增加族群傳播的可能性。 

B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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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王永珍 河川景觀暨生態環

境規劃 

 洪水季節有隱蔽區，以躲避高速湍流。 

 中枯水季既有水深流速緩之深槽且又有

水淺流急的淺灘，此有助於魚類的攝食、

繁殖及隱藏。 

B28 

B27 

2008 楊富光 續發展理念下高雄

市愛河水岸發展策

略之研究 

 臨近水邊之都市化空間應以擴大綠

化、提升水路自然化、暗渠復明化及河

床透水化等為主要目標。 

 河川地的利用應減少硬舖面，增加可生

長植物的泥土面，如為必要之硬舖面，

應採用透水性材質。 

B33 

B36 

2003 林鎮洋 

邱逸文 

生態工法概論 河溪整治規劃設計原則： 

 綠帶及藍帶之結合。 

 視覺環境景觀之調合。 

 生態遷徙通道之維持。 

 在溪流用地許可下，盡量維持原有自然溪

溝之蜿蜒度。 

 在排洪安全原則下，盡量減少槽化護岸構

造，維持自然溪岸。 

 在水利安全要求下，河幅可配合原溪溝自

然形狀之寬狹程度規劃。 

 注意水域環境之變化(河床深淺、砂礫、

孔隙、水流急緩、水體變化)。 

 水岸環境之營造(河岸植物之栽培、陰

蔽、食物來源)，以及水陸域交界處生態之

維護。 

 水質之維護(汙水來源管制、處理)。 

B47 

2001 Ian L. 

McHarg 

道法自然-以生態系

統為本的環境規劃

設計哲學與實務 

生態規劃方法是可以應用來了解及建構以

自然考量之規劃模式，甚而是依循自然法

則之設計。 

B31 

1996 邱穀工程

顧問公司 

台灣中部區域環境

敏感地劃設與土地

適宜性分析技術報

告 

環境敏感地的劃設係針對規劃區的自然特

性，探討某一類環境因子之影響性或某項

資源所具備之功能與特性。透過環境敏感

地的劃設，可分析出規劃區的敏感性程度

及其環境影響，從而有效地反映出其土地

及資源在開發行為中所能提供之優劣條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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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993 肖篤寧 

傅伯杰 

景觀生態學  

理論、方法及應用 

景觀生態規劃是通過分析景觀特性以及對

其判釋、綜合和評價，提出景觀最優利用

方案。其目的是使景觀生態特徵在時間和

空間上協調化，達到對景觀優化的利用，

既保護環境，有發展生產，合理處理生產

與生態、資源開發與保護、經濟發展與環

境質量，開發速度、規模、容量、承載力

等的辯證關係。 

B24 

1993 肖篤寧 

俞孔堅 

景觀生態學  

理論、方法及應用 

景觀生態設計原則： 

 自然優先原理：保護自然資源，維護自然

過程是利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前提。 

 整體設計原理：景觀生態設計是對整體人

類生態系統進行全面設計，為人類需要、

也為動植物需要而設計，設計的目的是整

體優化。 

 設計適應性原理：人為設計必須適應自然

景觀原有的“設計＂，使人為引入景觀元

素時所帶來的副作用最小，以保證整體景

觀結構和功能的完整性。 

 多學科綜合原理：各景觀元素分別是自然

和社會科學多學科的研究對象，只有聯合

多學科共同工作，才能實現理想的景觀生

態設計，保證整體生態系統的和諧與穩

定。 

B25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整理) 

2.2.3 河川環境生態工法 

河川生態工法的理念是與水共治，把屬於大自然的歸還給自然，而生態工程就是達

成河川生態工法的手法。傳統河川海岸整治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衝擊，因此在河川整治

工程中與生態保育應有最佳的平衡機制，以順應自然萬物之生活及生存需求環境，並強

調工程各階段都應重視生態系結構之穩定、棲地與物種之多樣性。以下對於生態工法應

用繪製關係圖，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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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生態工法之應用彙整圖  

(林鎮洋等，2003) 

一、 河川環境生態工法概念規劃原則 

生態工法所需的物料必須符合原生、自然，否則也要著重在能創造多孔性空間的材

料為主。(楊光富，2008)以下針對河川環境應用於生態工法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16： 

表 2- 16 河川環境生態工法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8 楊富光 續發展理念下高雄

市愛河水岸發展策

略之研究 

河川的水質可藉由清除底泥或生物加工法

加以改善，如水耕植物法。 

B39 

2006 歐風烈

郭瓊瑩 

河川土壤生物工程

─工法設計暨施工

手冊 

木格框牆植生用於重建近垂直的岸坡。多

層的切枝放置於架內並向坡面延伸；當切

枝生根固定並開始成長，植被將逐漸取代

木格框的功能擋住岸坡。 

B51 

2004 林鎮洋 

陳彥璋 

吳明聖 

河溪生態工法 石樑工法係在河道中以大型天然石材構

築，坡度較陡處可以連續設置，構成階梯

式淺灘及淺瀨，使上游流速降低，沉降性

增加，具有攔砂性質，在低流量可以保有

一定水位，在高流量時可以成為保護魚類

的避難所。 

B52 

2003 林鎮洋 

邱逸文 

生態工法概論  溪流整治工法規畫基本構想：整握保護標

的、維持自然環境型態、採近自然工法、

考慮景觀因素、考慮社區親水。 

 道路工程應用於生態工法著重點為生態

B46 

B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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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包括道路形式、面積、生態補償及

生態廊道尺度考量)、邊坡保護(例表土回

植)、舖面改良(透水性路面)、污染防治。 

2003  蔡厚男 

邱銘源 

呂慧穎 

道路建設與生態工

法 

生態工法為落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

展，採取以生態為基礎，安全為導向的工

程方法，以減少對自然回敬造成傷害。 

B45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以下針對河岸護坡到都市道路之間緩衝區段，應用之生態工法圖面解說： 

1. 入滲溝(管渠)設施，設於地面之溝渠，內部以卵石填充，底部為天然土壤，允

許雨水滲入，周邊配合草帶可增加汙染物之去除，如圖 2-5。 

 

圖 2 -5 入滲溝(管渠)設施示意圖 

(溫清光，1997，鍾詩明重繪) 

2. 木格框牆植生用於重建近垂直的岸坡。多層的切枝放置於架內並向坡面延伸；

當切枝生根固定並開始成長，植被將逐漸取代木格框的功能擋住岸坡，如圖

2-6。(歐風烈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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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 木格框牆植生示意圖 

(Eubanks and Meadows) 

 

二、 濕地的意義 

在二十世紀初，人類即利用自然濕地做為接受汙染水的水體之一。直到 1952 年時

於德國 Plon，學者利用溼地中不同之水生植物進行去除酚及乳製品廢水的相關研究；美

國在 1970 年代則開始利用此一自然處理系統淨化各類的廢汙水(邱文彥，2001)。而國

內，人工濕地的相關研究始於民國 86 年，研究範圍涵蓋生活汙水、養殖廢水、非點源

汙染及工業廢水等(陳世偉等，2006)。 

濕地是自然界最富有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功能最高的生態系統，在蓄洪防旱、調節氣

候、淨化水質、維持生物多樣性等方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同時他也是動植物的重要基

因庫，並為無數依賴濕地的濕地的動植物提供水、主要食物與棲息地。濕地被認為是地

球上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統，它與森林、海洋並稱為全球三大生態系統。因此被譽為地球

之腎。城市濕地是城市中一種重要的自然資源，在維持城市的生態平衡和為一些稀有動

植物提供野生生竟方面具有不可替代的作用(王浩等，2008)。溼地，在台灣並有法律條

文解釋濕地的定義，在各國及名間團體對濕地的定義皆有不同的說法，但皆脫離不了土

壤、水及植物三大元素，以下關於各個濕地的定義整理如表 2-17： 

表 2- 17 濕地的定義 

團體組織名稱 內容 

拉姆薩公約(Ramsa 國

際公約) 

濕地係指沼澤、沼泥地、泥煤地或水域等地區，不論是天然或

人為、永久或暫時、死水或活水、淡水或海水，或兩者混合而

成，其水深在低潮時的時候不超過六公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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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自然保育聯盟

(IUCN) 

濕地為有水生植物生長的地區。 

美國的漁業與野生動

物協會 

濕地是介於陸域及水域系統之間的漸變地帶，水位通常在地表

附近或是地表常被淺層水面所覆蓋…..。濕地必須具有以下三

種特性中的一種或一種以上： 

  (1)至少是周期性，土地上以水生植物為優勢群種。 

  (2)在下層的土壤中以未排水的還原性土壤(hydric soil)

為主。 

  (3)下層土壤在每一年的生長季期間屬非土質化(nonsoil)，

而是由水形成的飽和狀態或是有時候被水所覆蓋。 

美國環境保護署和工

兵團 

凡是被地表水或地下水所淹沒或浸透之地區，且其時間週期及

次數足夠支持正常環境下水生植物的繁衍，包含林澤、草澤、

泥沼。 

加拿大濕地資料中心 

 

土壤為水所覆蓋，或長期飽和，以增進濕地或水棲過程，且須

包含濕土、水生植物，和適應濕生環境的多樣性生物活動。 

加拿大國際濕地工作

組織 

這些地區的濕土是優勢的，土壤為水所覆蓋，水位隨著每年的

融冰季節而有變化，以支持水生植物生長。 

美國威斯康辛州 

 

在地面或靠近地面之上下有足夠的水能夠支持水生或水域植

物，並且有濕地的指標土壤。 

美國康乃迪克州 

 

由排水不良的沖積或氾濫地土壤所組成的土地、或被水淹沒的

土地，及由美國農業部土壤保育機構所定義之土壤來校正。 

美國加州 

 

海岸地區季節性或永久性為淺水所覆，其包括了鹽澤、草澤、

開放或封閉的含鹽沼澤、泥地及沼澤群落。 

台灣行政院農委會(自

然保育通訊月刊) 

 

濕地需具備以下三種條件之一者即稱為濕地 

  (1)週期性的，以水生植物為優勢。 

  (2)主要是無法排水的積水土壤。 

  (3)基質不是土壤，而是在每年生長季節的某些間內，包含

有飽和的水分，或是積有淺水的土地。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濕地為陸地與水域的過渡地帶，並稱「濕地」為「坔」，意指

潮濕的土地，如池塘、 潮汐灘地、泥沼地、沼澤區、低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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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水區等地。 

中國大陸 

 

陸地和水域的交匯處。地表有暫時或永久的淺層積水，以水生

植物為優勢種，包括沼澤、海岸灘地、湖灘地、濕草地及淺水

湖泊。 

(本研究整理自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濕地》，William J. Mitsch & James G. 

Gosselink，1998；《海岸環境管理與資源利用評估之研究-以新竹海岸濕地為例》，閻克

勤，2006) 

 

三、 濕地的功能 

溼地與海洋、森林並列為全球三大生態系統，濕地涵蓋了所有河口、灘地紅樹林、

沼澤林、沼湖等高產量的區域。根據生態學家尤金．奧頓（E. Odum）指出，溼地的總

生產量，是一般良田的兩倍半到四倍。除了豐沛的生產力外，溼地在整個地球環境中，

積極扮演著不同的角色及提供了許多重大功能，功能如表 2-18： 

表 2- 18 濕地的功能 

功能面向 自然保育層面 社會經濟層面 

濕地的功能 補注地下水 調節洪流 

涵養水源 保護海岸線 

孕育天然資源 提供食物來源 

提供生物棲所 水上運輸 

淨化水質 科學教育研究 

微氣候調節 休閒觀光旅遊 

(資料來源：荒野保護協會) 

溼地是瀕臨絕種生物的最佳庇護所也是控制都市地表逕流水的系統之一。城市溼地

的重要功能與價值一直是人類社會發展和城市文明進步的物質和環境的基礎，關於濕地

功能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19： 

表 2- 19 濕地功能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9 Sim Van 

der Ryn 

&Stuart 

生態設計學：讓地球

永續的創意法則 

 濕地可以調節洪水、淨化水源，將積泥轉

化成土壤，調節地下水的補充與釋放，穩

定地區與全球氣候。 

B66 

B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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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wan  溼地保存了基因與群落的多樣性，為候鳥

及其他生物提供食物與棲息地。 

 生態防洪法仰賴於健全的地景，由植物調

節水流，減低侵蝕，讓水順勢而流，其目

標在復育生態系，使生態系再度扮演防洪

角色。 

2006 陳世偉 

吳俊毅 

高志明 

張有義 

高屏溪舊鐵橋人工

濕地水質淨化功能

探討：一個親水的自

然系統 

 濕地具有淨化水質、涵養水源、調節洪

患及休閒教育等功能，故其在環境保護

和數或經濟層面上均貢獻良多。 

 濕地對生態系統的價值：包括了對洪水

的削減作用、對暴雨的減緩效果、對含

水量的補助以及淨化水質的功能。對於

全球的價值則在於氮循環、硫循環及碳

循環之中，濕地是一個很重要的因子，

以維持大氣中氮氣、硫化物及二氧化碳

的平衡。 

B53 

B56 

2006 李永展 永續城鄉及生態社

區理論與實務 

 濕地生態系統功能主要包括有：地下水

補注、防洪滯洪、營養物或汙染物的轉

換、生產力與碳循環等。 

 濕地通常形成於水陸交錯地帶，經由乾

溼交錯形成：水體、土壤與植被三種自

然特性。 

B69 

B68 

2005 William 

J.Mitsch 

& Sven 

Erik Jǿ

rgensen 

生態工程與生態系

統重建 

 處理廢水的濕地一般被歸類為治療型濕

地，用來處理市區廢水系統，市區的暴

雨、礦區排放的酸雨、郊區非點式的汙

染、農業區的廢水和工業區的廢水。 

B59 

2005 William 

J.Mitsch 

& Sven 

生態工程與生態系

統重建 

 治療型濕地依據植物型態分類可分做為

五種系統，漂浮草本植物系統(例:水生風

信子、浮萍)、出水草本植物系統(例:蘆

葦、香蒲)、水底草本植物系統、森林濕

B60 

B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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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 Jǿ

rgensen 

地系統、多種海藻系統。 

 治療型濕地目的在於改善水質，其中香

蒲、大莞草和蘆葦能夠在高營養和

BOD(生物需氧量)的廢水中繁殖，而蘆葦

為侵略性非常強之植物。 

2004 李永展 永續發展策略 濕地具有水鳥關懷倫理及觀賞價值之外，

對人類尚提供多向度的服務功能，例如微

氣候與生物圈生態系統的穩定、提供自然

生態教學、避免洪水災害、防止海岸沖蝕、

淨化水質、水量補注、野生動物植物棲息

地及特殊地理景觀美感等生態價值、經濟

價值與景觀價值。 

B72 

1995 郭瓊瑩 

計畫主持 

流域河川生態設計

準則 

濕地生態棲地的功能 

 濕地孕育了豐富的生物種類，是野

生動物極重要的棲息地。 

 濕地係生態循環中極重要的場所。 

 濕地可以調節水化、淨化水質。 

 濕地可以緩衝水流之沖刷與侵

蝕，保護水岸。 

 濕地具有生產食物，並作為環境指

標的功能。 

B71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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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態廊道議題 

Dr. Richard Forman 所提出的景觀規劃概念，他認為因應都市發展，不得已需要將

一大區塊環境切割為數個小區塊環境，必須在區塊跟區塊之間，為當地動物量身訂做，

建立有效的生態廊道或是串聯的踏石區域，以達到物種播遷的目的。而景觀生態元素中

包含了區塊、廊道及基質(底)，以下針對其定義解釋如表 2-20： 

表 2- 20 景觀生態元素表 

書

籍 

Richard T.T Forman & Michel Godron，

地景出版社，“Landscape Ecology＂，

1994。 

鄔建國，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景觀生態

學─格局、過程、尺度與等級」，2003。

景

觀

生

態

元

素 

區塊(Patch)： 

景觀空間尺度上所能見到的最小均質單

元。 

綴塊(Patch)： 

泛指與周圍環境在外貌或是性質上的不

同，並具有一定內部均質性的空間單元。

廊道(Corridor)： 

具有通道或屏障功能的現狀或帶狀區

塊，主要功能包括棲地、通導、過濾、來

源和沉澱，此功能主要為廊道的寬度及連

結所控制。 

廊道(Corridor)： 

是指景觀中與相鄰兩邊環境不同的線性

或帶狀結構。 

基質(Matrix)： 

為相對面積高於景觀中其他任何區塊類

型的要素。 

基底(Matrix)： 

指景觀中分布最廣、連續性最大的背景

結構。 

(本研究整理) 

在生態廊道議題上，可分為生態廊道定義、生態廊道功能與結構和生態廊道規劃原

則等，三個方向來探討，分別整理如後。 

2.3.1 生態廊道定義 

一、 廊道的定義 

廊道是為一線性嵌塊體，主要提供棲息嵌塊之間的遷移，提供生物所需的生存資源、

繁殖作用和遷徙。 關於廊道意義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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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1 廊道定義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7 林憲德 城鄉生態 生態廊道是位在主要自然保護區之間，做

為生物覓食、繁殖行動、季節移動的線狀

與帶狀景觀要素。 

C5 

2004 陳銀蓁 生態廊道影響因子

與都市行道樹自明

性關係之研究-以台

中市中港路行道樹

為例 

 廊道通常由某種相似的植被連結到嵌塊

體。 

 廊道是有潛在意義的構成要素。廊道具備

棲息地、通道、阻隔、過濾、資源及導入。 

 廊道的結構為寬度、間斷區、節點、連接

度、梯度、品質及曲度。寬度影響廊道內

部物種生存機率，決定接受多少外來人為

與生物干擾或是邊緣效應。間斷區與節點

則非隨機的延廊道分布於交叉處；連結度

亦是廊道結構的主要量度。 

C8 

C11 

C12 

2003 鄔建國 景觀生態學─格

局、過程、尺度與等

級 

指景觀中與相鄰兩邊環境不同的線性或帶

狀結構。 

C46 

2003 蔡厚男羅

宏銘呂慧

穎 

農地景觀生態廊道

建構之研究─以得

子口溪流域平原為

例 

生態廊道一般而言，河川溪流、樹籬或灌

木帶，因植物覆蓋度高與人類活動干擾較

低，形成有助於生物棲息或移動之廊道。 

 

C6 

2003  蔡厚男 

邱銘源 

呂慧穎 

道路建設與生態工

法 

道路廊道環境特質產生常見問題包含：風

切效應干擾、邊坡生態基質不良、逕流水

質汙染及貯留不易、車輛噪音、空氣汙染

及振動干擾和過度設計與維管的干擾。 

C2 

1994 Richard 

T.T 

Forman & 

Michel 

Godron 

景觀生態學 具有通道或屏障功能的現狀或帶狀區塊，

主要功能包括棲地、通導、過濾、來源和

沉澱，此功能主要為廊道的寬度及連結所

控制。 

C47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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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廊道類型 

關於廊道類型的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22： 

表 2- 22 廊道類型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5 林信輝 景觀生態與植

生工程規劃設

計 

 干擾廊道：道路、電線廊道、動物遷徙路

線 

 殘留廊道：土地開發後所殘留的林帶 

 環境資源廊道：沿著河岸的林帶 

 再生(新生)廊道：沿著籬笆所生長的樹籬

或綠籬 

 人為引入廊道：人工種植的防風林或是樹

籬 

C23 

2003 鄔建國 景觀生態學─

格局、過程、

尺度與等級 

根據組成內容或生態系統類型，廊道可分

森林廊道、河流廊道、道路廊道等。 

C24 

2003  蔡厚男 

邱銘源 

呂慧穎 

道路建設與生

態工法 

道路廊道環境特質產生常見問題包含：風

切效應干擾、邊坡生態基質不良、逕流水

質汙染及貯留不易、車輛噪音、空氣汙染

及振動干擾和過度設計與維管的干擾。 

C2 

1994 Richard T.T 

Forman & 

Michel Godron

景觀生態學  線狀廊道(如小道、公路、樹籬、地產

線、排水溝及灌渠等)是指全部由邊緣

物種佔優勢的狹長條帶。 

 帶狀廊道是指具有含豐富內部生物的

中心內部環境的較寬條帶。 

C13 

C14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一、 廊道特性 

關於廊道特性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23： 

表 2- 23 廊道特性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8 楊富光 續發展理念下

高雄市愛河水

生態工程理念主張水與綠組成的廊道系

統，創造與大自然融合的環境，藉此達到

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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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發展策略之

研究 

水岸空間生態系統的平衡。 

2005 經濟部水利署

規劃試驗所 

都市河川復育

之研究(總報

告)  

河川廊道為最被野生動物所使用之棲地。 

 

C3 

2003  蔡厚男 

邱銘源 

呂慧穎 

道路建設與生

態工法 

高速公路環境特性分析尤其是交流道附近

分歧狀的空間格局，使周遭土地使用型態

島化，產生碎裂的分離小區塊。 

C1 

1994 Richard T.T 

Forman & 

Michel Godron

景觀生態學 河流廊道分布在水道兩側，其寬度隨河流

大小而變化。河流廊道控制著水和礦質養

分的徑流，因此，可減少洪水氾濫、淤積

和土壤肥力損失。 

C15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經廊道特性相關文獻整理，都市中廊道須具備之空間特性分為三：結構特性、生物

多樣性及人為活動三大部分，其中結構特性又分為曲度、寬度、長度、節點、形狀、面

積及連結度，而生物多樣性又分為植物特性及生物特性，人為活動則分為土地使用及活

動範圍進行探討，如圖2-7。 

都市生態廊道空間特性

結構特性 生物多樣性 人為活動

曲度
寬度
長度
節點
形狀
面積

連結度

植物特性生物特性

多孔隙棲地
密度
豐富度
歧異度

綠覆率
多樣性

土地使用
活動範圍

 

圖 2 -7 都市生態廊道空間特性結構圖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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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生態廊道功能與結構 

針對生態廊道功能與結構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24： 

表 2- 24 生態廊道功能與結構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9 Sim Van der 

Ryn &Stuart 

Cowan 

生態設計學：讓

地球永續的創

意法則 

 生物多樣性並不是靜態的，而是在空間複

雜性、干擾、當地物種的滅絕與地景層次

的運動中展開。 

 生物多樣性需要依賴整個連續性的地理

環境。 

B41 

B42 

2009 Sim Van der 

Ryn &Stuart 

Cowan 

生態設計學：讓

地球永續的創

意法則 

棲息地過分破碎的物種，如果缺乏生物廊

道(wildlife corridor)連接受保護地區也

無法維持足夠存活的族群個體數。 

C16 

2007 林憲德 城鄉生態 生態廊道主要是由綠籬、水路、堤防、道

路護坡帶所構成，但不一定採用連續性綠

帶的形式，只要能提供生物移動的暫時休

息地，有時配置成跳棋般的斑點也可以。 

C19 

2003 鄔建國 景觀生態學─

格局、過程、尺

度與等級 

廊道主要功能可歸納成下列四類： 

 生境：如河邊生態系統、植披條帶 

 傳輸通道：如植物傳播體、動物以及

其他物質隨著植被或河流廊道在生

境中運動 

 過濾和阻抑作用：如道路、防風林道

及其他植被廊道對能量、物質和生物

(個體)流在穿越時的阻截作用。 

 作為能量、物質和生物的源或匯：如

農田中的森林廊道，一方面具有較高

的生物量和若干野生動植物群，為景

觀中其他組成起到源的作用，而另一

方面也可阻截和吸收來自周圍農田

水土流失的養分與其他物質，從而起

到匯的作用。 

C25 

1994 Richard T.T 

Forman & 

景觀生態學  河流廊道植被通常把河流和周圍的土地

分開，植被對河流產生的影響包括遮陰、

C21 

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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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Godron 

枯枝落葉層的輸入、種子的輸入、石草毛

蟲排泄物以及造成水壩和水坑的倒木。植

被也可以河岸侵蝕。 

 廊道可做為某些物種的棲息地、物種沿廊

道遷移的通道、分隔地區的屏障或過濾

器、影響周圍基質的環境和生物源。 

 河流廊道的寬度應以有效完成兩方面的

功能為準則，即能控制從高地到河流的水

流和養分流，又促進高地森林內部動植物

沿河系遷移。 

C20 

 

2.3.3 生態廊道規劃原則 

生態網絡原則是基於生態跳島或生態廊道的連結為基礎，藉由網絡的聯結產生一種

生物流的空間格局，此種格局有助於景觀中物質與能量的交換(陳銀蓁，2004)。關於生

態廊道規劃原則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25： 

表 2- 25 生態廊道規劃原則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7 林憲德 城鄉生態 生態廊道的配置，必須基於現在及過去的

物種分布調查，認定人為分斷以前有過物

種之交流，才能對於被分斷的生物重新開

闢交流連結的計畫。 

C39 

2005 林信輝 景觀生態與植生工程

規劃設計 

具有自然植生的廊道可促進重要的自然

過程，如物種和表面水的移動；而人類的

使用造成的廊道則可幫助人類及多棲地

物種在不同塊區之間穿梭。這兩種廊道如

皆具有完整且密實的植生帶，均可作為與

鄰接塊區的過濾帶或阻隔帶；也可將物種

移動集中於廊道中，減少切割穿越大塊區

的機會。 

C36 

2004 陳銀蓁 生態廊道影響因子與  跳島嵌塊體位於居中媒介的地位，可提 C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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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行道樹自明性關

係之研究-以台中市中

港路行道樹為例 

供物種於生態棲地間的活動連結。 

 若廊道寬度足夠，物種更能安全成功的

穿越。 

 生態金字塔最基層的生態環境之健

全，可使生態金字塔上高級消費者生物

有豐富的食物基礎，進而促進生物多樣

化環境的穩定。 

C44 

C45 

2003 蔡厚男 

羅宏銘 

呂慧穎 

農地景觀生態廊道建

構之研究─以得子口

溪流域平原為例 

水系生態廊道的復育而言，應以自然河岸

植生帶之復育為優先，而後是水圳生態廊

道之連結。 

C26 

2003  蔡厚男 

邱銘源 

呂慧穎 

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 路廊研選之策略應依迴避、衝擊減輕及棲

地補償等三個原則逐一過濾評估，選擇對

環境最友善之方案。 

C27 

2003 郭瓊瑩 水與綠─網絡規劃理

論與實務 

新加坡─綠化技術設計準則 

 道路 

 沿道路兩側必須留設植栽槽(區) 

 新植之樹種應以鄰近道路現有數種為

優先考量 

 行道樹以交錯種植方式為佳，其位置必

須距離路緣石一公尺以上 

 一般住宅區路樹必須距路燈 4~6M，主要

道路則為 6~8M 

C37 

2003 邱銘源  生態道路的考量 

 風切效應(wind shear)導致邊坡植生不

易存活。 

 開挖後坡面生態基質不良，植生回復不

易。 

 施工道路設計應避免要求快速排水設

施，造成非點源汙染。 

 噪音、空氣汙染及震動的干擾，造成環

境的壓力。 

 為方便養護且僅著重安全考量，常有過

度設計的情形。 

C38 

2003  蔡厚男 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 道路構造形式的選擇(路堤、路塹、橋梁

與隧道)： 

C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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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銘源 

呂慧穎 

 路廊確定後應檢討道路構造形式的

佈設；原則上應採行對地表最小干擾

之構造形式。 

 路廊非必要，應避免大規模的土方挖

填作業，最短運距之挖填平衡，及做

小開挖面積。 

2003  蔡厚男 

邱銘源 

呂慧穎 

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 道路照明對周遭環境的影響與對策： 

 路廊經過重要動植物之棲地時，應評

估道路照明對周邊生態環境之影響。 

 路廊經過重要棲地時，燈光數計應在

不影響基本型車安全規範之考慮

下，就燈具位置、密度及照度範圍、

演色性及其他遮光設施加以調整，避

免干擾周邊生態環境。 

C31 

2003  蔡厚男 

邱銘源 

呂慧穎 

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 路權阻隔設施： 

 應於動物經常出沒路段設置警告標

誌。 

C30 

2003  蔡厚男 

邱銘源 

呂慧穎 

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 邊坡形式的選擇與生態綠化： 

 邊坡植生應採生態綠化，樹種之選擇

應以附近林地之潛在優勢種為對

象，以加速演替進而達到極盛相之原

貌。 

C34 

2003  蔡厚男 

邱銘源 

呂慧穎 

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 施工中之排水改道及水汙染防治： 

 施工中之汙水排放，應考量暴雨之逕

流量，無論距離遠近，應全部匯集至

沉澱設備加以處理。 

C35 

2003  蔡厚男 

邱銘源 

呂慧穎 

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 排水廊道的生態功能： 

 路肩邊溝應採簡易草溝形式設計，利

原生花草及蜜源植物之立足。 

 道路排水廊道設計時，除了滿足基本

排水功能外，應考量其生態功能。故

溝壁應考量砌石構築或於溝底堆置

消能石塊以營造多孔質空間。 

C33 

2003  蔡厚男 

邱銘源 

呂慧穎 

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 表土的再利用： 

 道路施工前應將遷移之林地表土，加

以保存並妥善堆放，以利完工後覆土

使用；加速植生演替。 

C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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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取樣區域之土壤，應分別堆置避免

混用。 

 

1996 邱穀工

程顧問

公司 

台灣中部區域環境敏

感地劃設與土地適宜

性分析技術報告 

生態敏感地係指生態體系中具特殊價值

或較脆弱易產生危害而需受到保護之地

區。 

 

C40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動物移動路徑考量：(蔡厚男，2003) 

 動物移動路徑應評估道路周邊之目標物種，依據其習性、生活圈範圍、誘導設施、棲地環

境特質及可能環境干擾之排除等，提供其可行之替代移動路徑。 

 檢討路權範圍兩側之植生高度，並因應鳥類及昆蟲之飛行習性，避免造成道路橫越之衝突。 

 河道整治施工，應避免洄游性魚類水生生物之落差阻隔，應調查其生態習性，設置魚道替

代洄游路徑。  

 

圖 2 -8 道路寬度與動物移動距離關係圖 

(資料來源：Forma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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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環境共生議題 

在環境共生議題上，可分為環境共生、自然與人為共生和科技與生態共生等，三個

方向來探討，分別整理如後。 

2.4.1 環境共生 

一、環境共生定義 

關於生態共生的定義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26： 

表 2- 26 生態共生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9 陳慕純 共生社群  每一種生存物種都與其他許多物種相關

聯，形成錯綜複雜的網狀結構，此結構乃

為共生結構。 

 生命延續繁衍的再生現象，需要共生建構

的維持運作，將永續的理念考慮進去，亦

為共生精神。 

 依照共生的內涵，包括開放性、互惠性、

效率性及平等性 

D3 

D4 

D6 

2009 黑川紀章 新共生思想 共生概念涉及到人與自然的共生、藝術與

科學的共生、理性與感性的共生、傳統與

尖端技術的共生、地域性與全球性的共

生、歷史與未來的共生、部分與整體的共

生、肉體與精神的共生、保守與革新的共

生、開發與保護的共生等等，不同層次內

的共生。 

D8 

2009 黑川紀章 新共生思想  共生是包括對立與矛盾的內在競爭和緊

張的關係中，建立起來的一種賦有創造性

的關係。 

 共生是在相互對立的同時，又相互給予必

要的理解的和肯定的關係。 

 共生不是片面的不可能，而是可以創造新

D9 

D10 

D11 

D12 

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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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的關係。 

 共生是相互尊重個性與聖域，並拓展相互

的共通領域的關係。 

 共生是在給予、被給予這一生命系統中存

在著的東西。 

2001 陳錦賜 永續建築環境

國際研討會 

 環境共生是環境發展的力量，萬物因存在

著共生的現象、行為與法則而欣欣向榮、

生生不息。 

 生命與地球環境共生演化現象逐漸轉變

為人類文明進化與地球環境共生演化的

心現象。 

D21 

D24 

2001 鄭仲昇 環境共生理念

應用於歷史建

築再生之研究

-以台北市西

門紅樓為例 

即在探討人類與環境之間的互動，並追求

一種天然資源消耗最少，對周圍環境破壞

最低的生活方式，以及取之於環境、用之

於環境的互動觀念，再利用於環境時，同

時能行保護環境之責，以達到永續經營的

目標。 

D17 

1992 黑川紀章 空間雜誌 環境共生建築是由環境保護等理念而來，

為與環境共生，其存在著要減低環境的負

荷，並與自然環境有更多的融合的要求，

以達到環保、節能、有自然、有文化、有

科技的環境共生建築。 

D1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環境共生的形成 

關於環境共生的形成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27： 

表 2- 27 環境共生的形成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9 黑川紀章 新共生思想 生命時代的建築，對於地域文脈、城市文

脈與自然和環境來說，將是一種開放性的

結構，向著自然與人類的共生、環境與建

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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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的共生發展。 

2009 陳慕純 共生社群  整個生物圈可以說是共生的狀態運作，與

環境做緊密的動作。 

 發現個體的生命，是由不同的系統，以合

作互惠的共生方式維持其運作。 

D2 

D7 

2004 賴興建 由日本環境共

生理念探討台

灣住宅社區之

外部空間規劃

-以台北市基

河三期國宅為

例 

時間序列方面為新環境與舊環境的共生。

重視歷史文化的保存、豐富人類文明的生

活，重視地方特色的保存、塑造地方領域

的自明，重是新舊環境的融合、促進永續

發展的經營。 

D19 

2001 陳錦賜 永續建築環境

國際研討會 

 環境共生思想的形成是人類求生本能反

應，人類藉由對自然環境的觀察、認知及

了解進行與自然環境相處，進而提出一些

思想學說。 

 地球環境內在生命體除與地球進行共生

式的演化外，生物之間亦在相互依存、相

互約制和相互競爭的關係下，推動生物的

共生進化。 

D22 

D23 

1989 諸葛陽 生態平衡與自

然保護 

環境影響生物，生物適應環境，兩者間保

持相對穩定的平衡，以獲得協同進化，兩

者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係。 

D1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2.4.2 自然與人文共生 

人、動物、植物、自然等等，一切物質存在於同一個時空，因此，所謂的共生，並

不是去征服自然，也不是與動物鬥爭狩獵場，而是順應自然，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針

對自然與人文共生議題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28： 

表 2- 28 自然與人文共生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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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黑川紀章 新共生思想 新型的城市與森林、城市與自然共生的時

代正在興起。為了實現城市與自然的共

生，應該在市區和城市周邊創造人工森林。 

D14 

D15 

2009 陳慕純 共生社群 大氣、水、土壤與生命在生態系統內共同

演化，這就是天人合一的生態學意義。 

D5 

2008 王永珍 河川景觀暨生態環

境規劃 

河溪生態規劃應同時兼顧河溪知各種基本

功能，在施作治水、利水等人工行為時需

考慮生物棲息環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以

達到共存共榮之環境。 

D26 

2008 陽明 生態工程  生態材料應選用接近自然狀態之材料(如

植生及石材)，以營造良好之生態基礎，

並兼顧自然環境景觀之和諧，以改變過去

相關工程僅注意方便性、安全性及實用

性，而忽略生態環境之重要性，以達到人

類及其他生物共存共榮之目標。 

 生態材料係指具有多孔性、滲透性、低汙

染、重複性、一回收及自然性之工程材

料。 

D32 

D31 

2006 江瑞怡 都市河川變遷下的

空間與水關係之研

究-以高雄愛河為例

都市河岸空間重新獲得重視，水的生命逐

漸重生，都市的親水再生，重新建構了人

與水之間的親近關係。 

D27 

2004 賴興建 由日本環境共生理

念探討台灣住宅社

區之外部空間規劃-

以台北市基河三期

國宅為例 

以空間方面為自然與人文環境共生。重視

自然生態保育、創造自然文明的平衡，重

視自然紋理的原形、善用工程技術的輔

助，重視環境資源的價值、促進永續發展

的經營。 

D30 

2001 Ian L. 

McHarg 

道法自然-以生態系

統為本的環境規劃

設計哲學與實務 

人類最重要的角色即作為此共生生態系經

營之媒介與作用者。 

D29 

2001 陳錦賜 2001 永續建築環境

國際研討會 

屋頂和建築物的外牆可以被綠化，綠化的

屋頂後常春藤攀爬的牆面，能提供蔬菜並

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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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能源。 

 黑格爾  凡存在皆有其所以存在之理，人之存在乃

是與其存在環境休戚與共。 

D2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4.3 科技與生態共生 

關於科技與生態共生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29： 

表 2- 29 科技與生態共生相關議題 

年代 作者 書籍 內容 編號 

2004 黃書禮 城鄉環境共生 提倡利用太陽能與風能等可再生能源、廢

棄物回收科技、河流復育、以及步行、腳

踏車、大眾運輸工具取代小汽車等方式。 

D43 

2004 賴興建 由日本環境共生理

念探討台灣住宅社

區之外部空間規劃-

以台北市基河三期

國宅為例 

從地球環境保全觀點，使能源能有效使

用、資源能再生利用，廢棄物適當處理，

與周邊自然環境達到調和及美觀，居住者

住宅空間達到健康、舒適的生活環境，使

住宅能兼顧到保護地域環境特色。 

D37 

2001 陳錦賜 2001 永續建築環境

國際研討會 

 綠色材料、元件和技術，以及運用這些綠

色材料、元件、技術和其他建築要素去提

高環境表現的設計策略。 

 以乾草捆作牆壁的絕緣材料，不用發動機

的太陽能及地能暖氣設施，雨水收集，以

高山植物花園做屋頂絕緣，風力渦輪，以

及能提供放射熱能的高科技窗戶。 

D38 

D41 

2001 陳錦賜 2001 永續建築環境

國際研討會 

將我們城市的某些部分轉變成(以多倫多

健康社區為例)： 

 社區廢水處理暖房：植物可以過濾社

區的廢水，暖房也可以生產蘭花(蘭花是最

能潔淨室內環境的植物之一)。 

 沼氣吸收器：利用沼氣吸收器將垃圾

轉換成能源。 

D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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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農作：利用屋頂、後院和陽台生

產高收成富維生素的食物，運用一種比水

栽法原則為基礎的密集種植方式，穩定地

提供我們的每日所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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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基地議題 

在基地議題上，可分為筏仔溪歷史背景與現況、基地氣候分析、筏仔溪水岸周邊設

施與活動情形、動植物棲地調查和筏仔溪未來發展定位等，五個方向來探討，分別整理

如後。 

2.5.1 筏子溪歷史背景與現況 

一、 筏仔溪基本資料 

筏子溪流域位於台中盆地西側，為烏溪的支流，兩岸平原為台中市最早有人居住及

活動之地區，平時筏子溪的河水主要提供灌溉，其河水的來源為生活上的汙水與工業處

理水之排放，為了可以讓台中市筏子溪右岸成為適合生物成長及居民親水遊憩的多樣性

河川空間，進行河川環境改善及生態保育工作，以回復河川生態風貌。 

筏子溪水源可追朔至葫蘆墩圳的尾水，起源於台中市大雅區(原台中縣大雅鄉)橫山

圳，屬平地河川。流域範圍北以大甲溪為界，西臨大肚山台地，東接台中市區排水的旱

溪流域，為烏溪支流。流經台中市西屯區、南屯區以及烏日區(原台中縣烏日鄉)，並在

烏日區匯入烏溪，由北至南流動，貫穿了台中市的西邊，也是台中市西屯、南屯的重要

河川。流域全長 21.25 公里，流域面積 132.57 平方公里，可分為大肚山台地及台中盆

地兩大區域，台地面積約佔全流域之 1/3。本區域北高南低，河床平均坡降約 1/160(許

少華等，2009)。 

 

二、 筏仔溪歷史背景 

由文獻得知：於日據時期大正初年時，筏子溪河面寬廣，因缺乏橋樑，當時民生物

資極為缺乏，而兩岸居民為連結兩岸交通，因此在筏子溪底，築一座竹管橋，但每到雨

水期與颱風季節大水來臨時，橋梁總被大水沖走，所以當時只能靠竹筏來往兩岸，而竹

筏的台語發音即為「筏仔」，所以，就以「筏子溪」為名(陳柏均、朱晏逸等，2008)。 

西元 1898~1904 年的台灣堡圖中(圖 2-9)，本研究範圍內並無公共設施或相關服務

據點，僅只有一大片農地與少數的農家；河道支流眾多而河岸邊為礫灘與沖積土，大部

分的道路小徑也僅順著河流，惟東海橋下游處近虹揚橋有搭建陸橋過溪。而今為了解決

人口密度問題與提高經濟建設，筏子溪河道寬度縮減並築河堤與人工護岸，保障居民安

全；建設高速公路提升南北便捷度，卻對生態棲地環境造成破壞，生物遷移受到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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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9  台灣堡圖 圖 2 -10 基地現況圖 

 

三、 筏仔溪河川型態分析 

上游段坡陡流急為 V形河槽，河川由北至南，始自烏橋、農路橋、連仔溪橋及車路

巷橋；中游段坡度較緩，河川蜿蜒易導致氾濫形成洪氾平原，此河段陸橋包含永安橋、

福安橋、東海橋及虹揚橋；下游段坡度平緩為泥沙沉積段，經過之陸橋有知高橋、筏子

溪橋及集泉橋，此段兩側縱橫之交通要到有中彰快速道路、中山高速公路、台灣高鐵及

台灣鐵路(如圖 2-11)，又為台中市之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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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 橋

車路巷橋

連仔溪橋

農 路 橋

永 安 橋

虹 揚 橋

東 海 橋

福 安 橋

集 泉 橋

筏子溪橋

知 高 橋

上游

中游

下游

‧坡陡流急
‧V型河槽
‧砂石供給段

‧中低海拔河川
‧坡度較緩
‧河川呈現蜿蜒
‧砂石輸送段

‧低海拔河川
‧坡度平緩
‧洪氾平原平坦寬廣
‧常呈蜿蜒型態
‧河口段呈分歧狀
‧泥沙沉積段

 

圖 2 -11 筏仔溪河川型態分析圖 

(本研究整理) 

四、 河床質調查 

筏子溪河床質以卵礫石為主，泥砂含量低於10%，中值粒徑介於9～15cm之間，D90

則介於20～30cm(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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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河道演變過程(如圖 2-12) 

(1) 民國 88 年現況描述: 

民國 88 年筏子溪中游段僅有永安橋與東海橋兩座陸橋，中彰快速道路構築中，河

岸周遭土地尚未被破壞，且幾乎為綠地。 

(2) 民國 92 年現況描述: 

民國 92 年福安橋、虹揚橋與中彰快速道路已建置完成，但河岸邊綠地逐漸消失被

建物取代，加上陸橋施工河床植被嚴重被破壞，筏子溪與港尾仔溪匯流處也因為當

時的觀念，認為水泥護坡較為不易毀壞，大面積的使用混泥土護岸，確保河岸居民

的安全。期間經過桃芝、納莉等颱風洗禮。 

(3) 民國 94 年現況描述: 

民國 94 年高鐵以建築完成，河岸邊建築物越來越多，由於上游工廠排放廢水已對

筏子溪水質造成影響，綠地面積已不如從前。 

(4) 民國 97 年現況描述: 

在民國 97 年航照圖可以明顯看出筏子溪河道已被拓寬，減緩因暴雨導致河水覆漫

情形，但為傳統施工方式，拓寬之河川尚未有植被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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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2 筏仔溪河道演變過程圖 

(資料來源：台中市政府空間地圖查詢系統) 

2.5.2 基地氣候分析 

一、 氣溫 

台中地區年平均氣溫約23.3℃間，最高月份7～8月，平均氣溫28左右，最低為12～

2月平均氣溫16～18℃間。(表2-30) 

表 2- 30 氣象局台中測站月平均氣溫統計表(1981-2010) 月份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年平均

月平均溫 16.6 17.3 19.6 23.1 26.0 27.6 28.6 28.3 27,4 25.2 21.9 18.1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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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雨量 

台中地區年平均降雨量約在 1500 公厘左右，雨量多集中在 5～8月，降雨日數以五月最

多，十月份最少，民國 80~89 年月平均約在 230～380 公厘間，10 月至翌年 1月較少，

月平均約在 19～34 公厘間，全年 8月屬於多雨的天氣，可為筏子溪帶來充沛的水量。(許

少華等，2009) 

表 2- 31 氣象局台中測站月平均降雨量統計表(1981-2010 年)月份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年平均 

月平均 

降雨量 

30.3 89.8 103.0 145.4 231.5 331.2 307.9 302 164.5 23.2 18.3 25.9 1773 

 

三、 風 

（1）季節風 

台灣氣候主要受季風控制，冬季東北季風盛行，因其與東北信風重合，風力增強。

台中市自每年九月至翌年五月，長達九個月期間，均以吹北風為主，十月至翌年三月尤

甚，夏季（六至八月）吹南風，風力較小，歷年來各月最大風速，以一月最強，八、九

月最弱。全年平均風速約在1.4~1.7m/s間。 

表 2- 32 氣象局台中測站月平均風速統計表(1981-2010 年)月份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年平均 

月平均

風速 

1.7 1.6 1.6 1.4 1.4 1.5 1.5 1.4 1.4 1.6 1.6 1.6 1.5 

（2）颱風 

台灣地處颱風行徑之要衝，夏季常有颱風過境，尤以七月至九月最多；當風橫斷本

省中央山脈時，路徑常有轉折現象，同時風力亦有顯著之減退，減低不少颱風對台中市

的威脅。 

 

四、 地質土壤 

本流域之地質屬第四季地質，大肚山台地由紅色的粘土、未經膠結的礫石及夾雜在

其中的平緩砂質或坋質凸鏡體組成，紅色的粘土向上漸變紅壤，土壤屬紅棕壤土，土色

呈紅色強酸性反應，有機質含量低。台中盆地則為紅積層及沖積層，由細砂粘土及礫石

等所組成。土壤質地經實地採樣調查(如圖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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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3 筏仔溪流域地質圖 

五、 地勢 

筏子溪流域地勢西北高、東南低，

東側是大肚山，水流方向依地形由北向

南流，於烏日附近注入烏溪(如圖

2-14)。 

 

 圖 2 -14 筏仔溪流域地勢圖 

六、 水文概況 

河川水質變化狀態，受許多因素影響而有所變化。但是最主要的因素則是人為污

染，其來源可分為工業廢水，家庭污水，畜牧廢水。對整個筏子溪的排入狀態，下表2-33 

做詳細的說明。 

 

表 2- 33 各測站排入主要汙染源現況 



台中市筏子溪生態廊道之研究與建構─以中游為例 

逢甲大學 e-Theses & Dissertations( 100 學年度) 67

 
 

筏子溪橋水質測站 

1. pH值： 

由圖2 -15可知呈現甲類水體合格率62%，而符合乙類水體標準高達100%，充份符合

政策乙類水體標準的實施。不過水中pH值小於7有50%，有一半水體已經偏酸性化了，對

水中的生物有嚴重的破壞性。 

 
圖2 -15筏子溪橋pH值累積機率分佈圖 

2. 溶氧量： 

由圖2 -16顯示出甲類類水體合格率為78%，乙類水體合格率為95%。根據數據顯示，

溶氧量大於6.5mg/l占了絕大部分，足以提供水中生物新陳代謝做用，甚至帶動整體河

川的自淨作用，對其他污染物質相對有減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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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6筏子溪橋溶氧量累積機率分佈圖 

3. 生化需氧量： 

由圖2 -17呈現出乙類水體合格率為23%，而丙類水體合格率為42%，其餘58%無法符

合丙類水體標準，濃度超過10mg/l有18%。如中、上游地區污染值偏高。 

 

圖2 -17筏子溪橋生化需氧量累積機率分佈圖 

4. 懸浮固體： 

由圖2 -18可知符合甲、乙水體合格率為48%，丙類水體合格率為86%。以污染性質

作比較，甚至比中、上游的測站具有更高的合格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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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8筏子溪橋懸浮固體累積機率分佈圖 

5. 導電度： 

由圖2-19可知導電度全部介於225至475μmho/cm25 ℃，分部均勻，皆符合丁類水

體標準，呈穩定狀態。 

 

圖2 -19筏子溪橋導電度累積機率分佈圖 

6. 氨氮： 

由圖2-20可知甲類水體合格率為24%。乙、丙類水體合格率為38%，由於內新莊支線

排入大量的生活污水，加上下游地區的工業污水所致。呈高污染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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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20筏子溪橋氨氮累積機率分佈圖 

筏子溪橋現行法規為丁類水體標準，除了pH值與導電度無異常外，溶氧量及懸浮固

體丁類標準有100%，生化需氧量、及氨氮污染嚴重，丁類標準算恰到好處。 

表 2- 34 筏仔溪測站之分類水體合格率表 

 

筏子溪水質資料(民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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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5 筏仔溪橋監測站檢測表 

  溫度

(℃) 

PH 值 溶氧量 

 (mg/l) 

BOD 

(mg/l)

懸浮固體 

 SS(mg/l) 

導電度 

( m s/cm) 

氨氮

(mg/l) 

RPI 

平均值 24.9 7.3 7.5 6.9 27.9 350.2 1.05 2.90 

表 2-36 河川水體及水質標準表 

 

 

七、 交通概況 

(1).筏子溪兩側縱向之重要交通要道有：  

 中彰快速道路及環中路－沿筏子溪東側而行，部分基礎為水道護岸。  

 中山高速公路－東海橋上游沿港尾子溪東側而行，東海橋下游沿筏子溪西側而

行。  

 台灣高鐵－台中筏子溪河段在筏子溪東側，部分支柱建立於筏子溪上。  

 

(2)橫向跨越筏子溪之交通要道有：  

 西屯路－永安橋(水堀頭四號、五號橋)通過筏子溪  

 福科路－福安橋通過筏子溪中游及港尾仔溪匯入前。  

 中港路－東海橋通過筏子溪中游，交通流量大。  

 朝馬路－虹揚橋通過筏子溪中游。  

 五權西路－知高橋通過筏子溪中下游，交通流量大。  

 向上路－特三號道路橋跨過筏子溪連接工業區。  

 永春路－筏子溪橋，通過筏子溪下游，交通流量大。  

 復興路－及泉橋通過筏子溪下游，交通流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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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筏仔溪水岸周邊設施與活動情形現況調查 

筏仔溪為都會區唯一之生態河川，面對河川現有的周邊設施對生態的影響，以及都

會人的休閒需求，應以生態的觀點來提升都會人的生活品質，對於河岸生態與都會人之

間的關係必須由設施來做區隔與界定，以下針對筏仔溪現有的自然與人工水體設施做現

地調查與記錄，如表 2-37，並分析其設施之功用，提供對生態生存的影響參考。 

表 2-37 筏仔溪各橋段水體設施觀察紀錄表 

地點/位置 設施(礫石跌水、跳島、腳踏石…等

水中設施) 

功能 

永
安
橋
│
福
安
橋 

1. 

 

自然塊石堆集  減緩流速，形成潭瀨 

 過濾雜質、垃圾 

 增加溶氧，有利底棲生

物棲息 

 

 

2. 

 

自然礫間過濾  過濾汙水，達水質淨化

 增加水中含氧量，以利

水生生物存活 

3. 

 

自然生態跳島  助於生物移動，增加生

物多樣性 



台中市筏子溪生態廊道之研究與建構─以中游為例 

逢甲大學 e-Theses & Dissertations( 100 學年度) 73

4. 

 

水閘控管裝置  控制溪流水流量 

 疏導洪水 

 

5. 

 

混凝土護岸  防止河水氾濫、沖毀護

岸 

 

6. 

 

混凝土護岸  防止河水氾濫、沖毀護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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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蛇籠工，經植物覆蓋  防止河水氾濫，沖毀護

岸 

 增加生物棲地，提供生

物棲息掩蔽 

 提升生物多樣性 

 

8. 

 

蛇籠工，經植物覆蓋  防止河水氾濫，沖毀護

岸 

 增加生物棲地，提供生

物棲息掩蔽 

 提升生物多樣性 

 

福
安
橋
│
東
海
橋 

1. 

 

自然塊石堆集  減緩流速，形成潭瀨 

 過濾雜質、垃圾 

 增加溶氧，有利底棲生

物棲息 

 

 

2. 

 

自然生態跳島  助於生物移動，增加生

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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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攔河堰  提高河水水位，以利灌

溉引水 

4. 

 

箱型籠  減少河川侵蝕護岸使之

變形 

 提供多孔隙之生物棲息

空間 

 利於植生覆蓋 

5. 

 

水閘控管裝置  灌溉引水 

 

6. 

 

水閘控管裝置 

(單向閘門) 

 

 控制溪流水流量 

 疏導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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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混凝土護岸  防止河水氾濫，沖毀護

岸 

8. 

 

混凝土護岸  防止河水氾濫，沖毀護

岸 

9. 

 

混凝土護岸  防止河水氾濫，沖毀護

岸 

10. 

 

蛇籠工，經植物覆蓋  防止河水氾濫 

 增加生物棲地，提供生

物棲息掩蔽 

 提升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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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蛇籠工，經植物覆蓋  防止河水氾濫 

 增加生物棲地，提供生

物棲息掩蔽 

 提升生物多樣性 

12. 

 

蛇籠工，經植物覆蓋  防止河水氾濫 

 增加生物棲地，提供生

物棲息掩蔽 

 提升生物多樣性 

13. 

 

蛇籠工，經植物覆蓋  防止河水氾濫 

 增加生物棲地，提供生

物棲息掩蔽 

 提升生物多樣性 

東
海
橋
│
虹
揚
橋 

1. 

 

塊石堰  使魚類易接近或通過 

 減緩河流流速 

 增加水中含氧量 

 過濾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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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塊石堆集  減緩流速，形成潭瀨 

 過濾雜質、垃圾 

 增加底棲生物棲地 

 

3. 

 

自然塊石堆集  減緩流速，形成潭瀨 

 過濾雜質、垃圾 

 增加底棲生物棲地 

 

4. 

 

水閘控管裝置  控制溪流水流量 

 疏導洪水 

 

5. 

 

混凝土護岸  防止被水流沖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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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混凝土堤岸  防止被水流沖毀 

7. 

 

混凝土護岸  防止被水流沖毀 

8. 

 

蛇籠工，經植物覆蓋  防止河水氾濫 

 增加生物棲地，提供生

物棲息掩蔽 

 提升生物多樣性 

9. 

 

蛇籠工，經植物覆蓋  防止河水氾濫 

 增加生物棲地，提供生

物棲息掩蔽 

 提升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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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蛇籠工，經植物覆蓋  防止河水氾濫 

 增加生物棲地，提供生

物棲息掩蔽 

 提升生物多樣性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以水體設施現況調查發現整理如下： 

(1.) 永安橋之橋墩座落於筏子溪河床中，前後 100 公尺之河岸為水泥護坡，且

水體中含有施工廢棄物，較少鳥類聚集於此，屬迫切改善之重點範圍。 

(2.) 福安橋因為無橋墩之路橋，且河岸為生態工法之蛇籠護坡，經過一段時間

使護岸植生茂密，水體中含有塊石堆集成小島，形成自然之生態跳島，與礫石

高差所帶來的水質過濾，因而可發現此區域較多水鳥聚集，生態狀況良好，在

未來規劃階段應保持現況以少量開發為原則。 

(3.) 東海橋於民國 100 年初施工完成，周遭河岸為水泥護坡，橋墩與施工廢棄

物形成極具落差之河床，因缺乏植物庇護，大多數水鳥較少在此區域停留，又

因此路段係屬台中市主要道路，上下班時間車流量大，期間汽機車排放的廢氣

及噪音，與河川應有之生態與寧靜產生極大反差，在維護生態活動同時，亦須

滿足都市基本交通需求，是基地內較為棘手之改善範圍。 

(4.) 虹揚橋之橋墩並無座落於河床內，河岸為生態工法之蛇籠護坡，經過一段

時間使護岸植生茂密，因有大量的布袋蓮和礫石淨化，此河段之河水較為清澈，

較多鳥類在此聚集。 

 

針對筏仔溪各路橋之形式，與其橋下之狀況，經現場調查後，記錄如表 2-38。經調

查發現，東海橋因施工之因素，導致方圓五百公尺內鮮少有植生植物，而四座陸橋底下

綠覆率皆為偏低，有橋墩部分周圍更是無植生植物，因此須避免大量人工設施進入生態

棲地，應採用迴避或減緩的方式，若不得不進入生態棲地，須提出補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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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8 筏仔溪各路橋現況調查剖面示意表 

地點 永安橋(西屯路) 

 

 

地點 福安橋(福科路) 

 

 

 

 

地點 東海橋(中港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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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虹揚橋(朝馬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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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筏子溪目前現況已有部分活動產生，以下根據不同河段而記錄之活動紀錄表，如表

2-39。現況觀察，永安橋旁的玄靈宮，因無廟埕與寺廟周邊設施，人們自行在廟的附近

搭設了流理臺、遮陽休憩場所，在廟的周圍活動。而筏仔溪與港尾仔溪交接處之土地公

廟，附設活動廣場與休閒設施而使其產生人為活動。 

永安橋到東海橋河岸邊規劃了一米寬之人行步道，採用透水磚，因欠缺維護使其溝

縫雜草重生，行走困難且在某些路段堆滿了廢棄物，導致使用率貧乏；而陸橋上已規劃

人行步道與觀景台，因無遮蔽物，且整體周遭人行規劃不完善，使之乏人問津；相對之

下，筏仔溪最多釣魚活動的產生，卻毫無相關設施行為，成為筏子溪河岸活動的特殊景

象。 

表 2-39  筏仔溪水岸設施與活動觀察紀錄表 

河床舖面 地點/位置 設施 活動 

礫石溪流 永
安
橋
│
福
安
橋 

1.

 

小寺廟(靈玄宮) 

 

祭祀 

2. 自行車人行步道 

 

休憩、運動 

散步、自行車 

 



台中市筏子溪生態廊道之研究與建構─以中游為例 

逢甲大學 e-Theses & Dissertations( 100 學年度) 84

3.

 

自製休憩空間 

 

休息、泡茶 

聊天、下棋 

聚會、野餐 

閉目養神 

4.

 

小型人行步道  

5. 具有人行專用道之

路橋 

 

行走 

觀景 

福
安
橋
│
東
海
橋 

1. 小型公園 

 

休憩 

玩耍 

奔跑 

乘涼 

2. 小型人行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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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公廟 

 

祭祀 

4.

 

安全圍籬護欄 

 

行走 

5. 觀景台 

 

觀景 

6.  釣魚 

東
海
橋
│
虹
揚
橋 

1. 具有行人專用道之

陸橋 

 

行走 

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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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景台 

 

觀景 

3.

 

具有人行專用道之

路橋 

 

行走 

觀景 

4.

 

觀景台 

 

觀景 

5.

 

 釣魚 

6.  釣魚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圖片本研究拍攝) 



台中市筏子溪生態廊道之研究與建構─以中游為例 

逢甲大學 e-Theses & Dissertations( 100 學年度) 87

台中市都會區有六大河川，筏仔溪為其中之一，經現況與文獻調查後，除筏仔溪外，

其餘五大河川皆為混凝土河床鋪面，本研究收集了台中市都會區河川之現況與活動，並

整理其他地區河岸活動(如表 2-40)，為未來筏子溪注入活動之參考。 

表 2-40 河川相關水岸設施與活動調查表 

河川 河床舖面 地點/位置 設施 活動 

台中潮洋溪 混凝土 至善路與青海

路交接口 

行人步道 

座椅 

散步 

休息 

聊天 

台中綠川 混凝土 中正路與綠川

東街交接口 

行人步道 

公車等候亭 

 

散步 

休息 

聊天 

 

造型廊道 行走 

觀景 

水中造景 觀賞 

台中梅川 混凝土 梅川西路與自

立街交接口 

人行步道 

座椅 

散步 

休息 

聊天 

觀景台 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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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柳川 混凝土 中正路與柳川

西路交接口 

人行步道 

座椅 

 

行走 

休息 

聊天 

土地公廟 祭祀 

台灣大道 

 

停留、集會 

散步、休憩 

觀景、聊天 

約會、下棋 

參觀 

台中麻園頭

溪 

混凝土 台中港路與華

美西街交接口 

人行步道 

座椅 

 

行走 

 

觀景台 

 

觀景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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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梯步道 

 

觀景 

行走 

休憩 

竹東頭前溪 礫石溪流 新竹縣竹東鎮

環河路沿街 

濕地生態區 

 

運動公園區 

 

景觀生態復育區 

生態體驗教育區 

人行步道 

水車 

散步、慢跑 

自行車 

教育學習 

打球、溜冰 

踢球 

放風箏 

滑翔傘 

聊天、休憩 

遛狗、集會 

野餐、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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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淡水河 礫石溪流 新北市淡水河

沿岸與其支流

沿岸 

動物畜養區 

碼頭 

運動公園 

自行車步道 

廣場 

餵食綿羊 

划船、遊河 

賞夜景 

演唱會 

釣魚、遛狗 

散步、慢跑 

自行車 

打球、溜冰 

踢球、下棋 

放風箏 

滑翔傘 

聊天、休憩 

遛狗、集會 

野餐、約會 

帆船 

日本鴨川 礫石溪流 

 

日本京都 踏腳石、草坡 

 
人行步道 

戲水、散步 

賞櫻、野餐 

觀景、休憩 

節慶活動 

慢跑、遛狗 

騎自行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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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梯 

植栽(櫻花) 

 

納涼床 

用餐 

韓國清溪川 礫石混凝土 南韓首爾 噴泉廣場 

瀑布 

階梯 

腳踏石 

小橋 

戲水、浸足 

聊天、聚會 

表演、休憩 

散步、攝影 

電影播映 

市民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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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牆(文化牆)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圖片本研究拍攝，淡水河、鴨川、清溪川圖片摘自網路) 

 

台中市都會區之河川，因位在城市區域，河川腹地狹小，周圍之活動設施較為有限，

大多皆為人行步道與休憩座椅；竹東頭前溪將人工水質淨化設施結合生態教育公園，形

成具有教育意義兼環境友善之空間，並規劃多個區域，使人們產生不同活動，且提供自

然生態生長區域，為不被人打擾；台北淡水河岸腹地廣大，河床面積寬廣，活動遍及河

面上，並飼養綿羊供與民眾互動。日本鴨川河面雖寬廣，但河岸腹地偏小，周遭建物設

置納涼床使之與河岸產生活動，並在河岸種植季節性植物，讓鴨川因不同時令而產生具

有在地性的休閒活動。韓國清溪川與筏仔溪為同樣定位，因位於都會區，腹地狹小，但

不同於是清溪川設施較為完善，清溪川分段規劃，在不同河段設置不同設施，即使腹地

狹小也可以產生具有特色性的休閒活動。 

根據文獻整理顯示，筏仔溪目前河岸步行系統較為缺乏、部分護岸為人工混擬土、

陸橋切斷筏子溪生態及休閒系統的完整性、高灘地因豪大雨淹沒而受限設施等限制發展

條件，而自然的生態河川、豐富的生物物種、完整的路橋步道規劃、蛇籠護岸等都是具

有筏子溪的發展潛力條件，將受限發展條件與具有發展潛力條件相互疊加，取其優勢，

找出一套符合筏子溪的發展適宜規劃。 

 

2.5.4 動植物生態棲息地調查 

水利規劃試驗所於2000～2005年在筏子溪所執行的棲地復育保育與生態水利工程

規劃設計之試驗研究，過去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與第三河川局曾針對筏子溪之生態進

行調查研究，其監測時間共有四次，分別為 

第一次調查時間：97年06月30日~97年07月04日 

第二次調查時間：97年08月04日~97年0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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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調查時間：97年09月01日~97年09月09日 

第四次調查時間：97年10月13日~97年10月21日 

監測地點為烏橋、連仔溪橋、車路巷橋、永安橋、東海橋、知高橋與筏子溪橋，共

七個監測點。生物調查種類包括魚類、蝦蟹螺貝類、水棲昆蟲類、植物、鳥類、哺乳類、

兩棲類、爬蟲類以及陸生昆蟲類，九種生物種類。調查成果內容發表於「筏子溪生態監

測計畫」。本研究生態調查物種特別針對生態金字塔底層的生產者植物與高級消費者鳥

類做調查分析，根據調查發現據點了解其分布狀況，並應用於疊圖分析中使基地範圍內

之生態路網更具完善。 

(一)鳥類 

鳥類可分為留鳥與候鳥。留鳥一般指常年留居出生地而不遷移者；候鳥又分為兩

種，其中春季飛來繁殖，秋季南去越冬者為夏候鳥，秋季飛來越冬，而下年春季北返繁

殖為冬候鳥。 

水利規劃試驗所於2000～2005年在筏子溪所執行的棲地復育保育與生態水利工程

規劃設計之試驗研究，共記錄鳥類25科48種，其中較常見到或容易聽見叫聲的有小雨

燕、夜鷺、白頭翁、麻雀等4種。第三河川局(2005)於筏子溪車路巷橋至烏橋計劃範圍

內，共計發現6目16科23種，其中八哥、大卷尾、白環鸚嘴鵯、白頭翁、褐頭鷦鶯、粉

紅鸚嘴及樹鵲等7種為特有亞種。水力規劃試驗所(2006)所進行的情勢調查報告(2/2)於

筏子溪共記錄鳥類26科53種，其中紅尾伯勞為保育類物種，此流域之優勢物種為麻雀及

白頭翁，將其調查到之鳥類分布地點與其特性整理如表2-41。 

表2-41 鳥類調查分布結果表 

編

號 

地點位置 科名 名稱 特化性 遷移特性 圖片 

1. 

 

翠鳥科 翠鳥  普遍留鳥 

2. 

 

雨燕科 小雨燕  普遍留鳥 

3. 

 

椋鳥科 八哥 特有亞

種 

不普遍留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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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椋鳥科 白尾八

哥 

外來種  

5. 

 

椋鳥科 家八哥 外來種  

6. 

 

麻雀科 麻雀  普遍留鳥 

7. 

 

伯勞科 紅尾伯

勞 

三級保

育類 

普遍冬候鳥 

 

8. 

 

卷尾科 大卷尾 

(烏秋) 

特有亞

種 

普遍留鳥 

 

9. 

 

梅花雀

科 

白腰文

鳥 

 普遍留鳥 

10.

 

梅花雀

科 

斑文鳥  普遍留鳥 

11.

 

百靈科 小雲雀  普遍留鳥 

12.

 

鴉科 喜鵲 馴化種 普遍留鳥 

13.

 

鴉科 樹鵲 特有亞

種 

普遍留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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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燕科 赤腰燕  普遍留鳥 

15.

 

燕科 洋燕  普遍留鳥 

16.

 

燕科 家燕  普遍夏候鳥 

普遍冬候鳥 

普遍過境鳥 

17.未出現於監測點 燕科 棕沙燕  普遍留鳥 

18.

 

繡眼科 綠繡眼  普遍留鳥 

19.

 

鵯科 白頭翁 特有亞

種 

普遍留鳥 

 

20.

 

鵯科 白環鸚

嘴鵯 

特有亞

種 

普遍留鳥 

21.

 

鶯科 灰頭鷦

鶯 

 普遍留鳥 

22.

 

鶯科 棕扇尾

鶯 

 普遍留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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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鶯科 褐頭鷦

鶯 

特有亞

種 

普遍留鳥 

24.

 

鶺鴒科 白鶺鴒  普遍留鳥 

普遍冬候鳥 

25.

 

鶺鴒科 灰鶺鴒  普遍冬候鳥 

26.

 

畫眉科 粉紅鸚

嘴 

特有亞

種 

普遍留鳥 

27.

 

鳩鴿科 紅鳩  普遍留鳥 

28.

 

鳩鴿科 斑頸鳩  普遍留鳥 

29.

 

杜鵑科 番鵑  普遍留鳥 

30.

 

秧雞科 白腹秧

雞 

 普遍留鳥 

31.

 

秧雞科 紅冠水

雞 

 普遍留鳥 

 

32.

 

秧雞科 磯鷸  普遍冬候鳥 

33.未出現於監測點 鴴科 小環頸

鴴 

 普遍冬候鳥 

稀有留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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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鷺科 大白鷺  普遍冬候鳥 

 

35.

 

鷺科 小白鷺  普遍留鳥 

 

36.

 

鷺科 中白鷺  普遍冬候鳥 

 

37.

 

鷺科 夜鷺  普遍留鳥 

 

38.

 

鷺科 黃頭鷺  普遍留鳥 

 

 

39.

 

鷺科 黃小鷺  普遍留鳥 

40.

 

鷺科 黑冠麻

鷺 

 普遍留鳥 

 

41.

 

鷺科 蒼鷺  普遍冬候鳥 

 

本研究整理自《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與《台灣鳥類誌》(圖片摘自網路) 

經調查結果整理發現，棕沙燕與小環頸鴴於調查期間並未出現於筏子溪任何一河段

內，因此推斷棕沙燕與小環頸鴴消失於筏子溪河段。八哥、林八哥、黃小鷺、與黑冠麻

鷺，僅於下游有其蹤跡。喜鵲、棕扇尾鶯與粉紅鸚嘴，僅出現於上游。其中小雨燕、小

雲雀、白環鸚嘴鵯、灰鶺鴒、番鵑、白腹秧雞與中白鷺等七種物種，出現於上游與下游，

中游範圍內並未有蹤跡，因此為本研究生態廊道建構之對象，並了解其習性，整理如表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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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2 鳥類生存習性介紹 

編號 名稱 遷移習性 棲地環境與習性 食性 

1.  小雨燕 

 

普遍留鳥 長於海拔 2100 公尺以下的

都市、鄉村及農地上空活

動，利用屋簷或橋梁下方築

巢，築巢的位置幾乎都在

鄉、鎮、都市人工建築的地

方。腳細小而軟弱無力，無

法用來站立及支持體重，因

此不在地面行走活動，而用

爪來掛吊牆壁或岩壁上。因

落地後即無法起飛，幾乎所

有活動都在空中進行，需要

飲水時會低空快速掠過輕

點平靜水面。求偶期在空中

相互追逐鳴叫，交配也在空

中進行，夜晚才回到巢中棲

息。當空氣濕度增加就快要

下雨時，空中的昆蟲飛得既

低且密集，此時會出現雨燕

群聚覓食的現象，彷彿預測

快要下雨，因此而得名。 

在高空中張口捕食蚊蚋等飛

翔的昆蟲。 

2.  小雲雀 

 

普遍留鳥 生活於平地及低海拔的牧

場、旱田、沙丘、河川地、

機場等開闊而長有短草叢

的環境。日間除覓食外，大

部分時間會躲於高草或陰

影下休息，夜間則立於草地

上棲息。清晨及黃昏是覓食

高峰，可以在地面快速奔

跑，啄食地面的種籽與昆

能夠消化堅硬的種籽，繁殖

期則以娥及蛾的幼蟲、蚱蜢

及其他昆蟲的幼蟲餵食幼

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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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 

3.  白環鸚嘴鵯 

 

普遍留鳥 

(特有亞種) 

出現於平地和淺山地區的

樹林邊緣和灌叢區。各地族

群的數量似乎沒有其他鵯

科鳥類多。喜歡在灌叢、開

闊的樹林或果樹林的中下

層活動，很少在濃密樹林內

部出現。喜停棲在灌木草叢

頂端或草穗上。 

雜食性。以昆蟲及漿果為

主，也會吃草籽等種子。大

陸亞種的食性中有 90%是植

物，包括漿果、桑椹、雜草

種子、花瓣等，昆蟲包括不

同的甲蟲、鱗翅目幼蟲與成

蟲、蟬、蜻蜓、螞蟻、蜂類、

蟋蟀、蠅類等。 

4.  灰鶺鴒 

 

普遍留鳥 

普遍冬候鳥 

喜好中低海拔的山澗溪

流、水域附近、住家屋頂或

開闊空地，多在地表或石頭

上活動，也會棲息在樹枝

上。受到驚嚇時常會飛入樹

叢中。 

主要以陸域或水域無脊椎動

物為食。 

5.  番鵑 

 

普遍留鳥 棲息於平原、丘陵、低海拔

山區的河谷平原，喜愛芒草

與灌叢雜亂交錯的平坦荒

地，也包括蔗田、墓園等人

為環境。有很強的地棲性，

經常隱身於濃密的灌叢間

地面淺潛行覓食，偶爾於變

化位置低飛時或停棲於較

高的灌叢時才會被發現。夏

季羽色鮮明且活動頻繁，很

容易被發現；冬季羽色黯

淡，同時變得非常隱密，不

容易被發現。飛行能力不

佳，經常在穿越鄉間道路時

被車撞死。 

以較大型的昆蟲，如蚱蜢、

螳螂等，還有鱗翅目幼蟲、

蜥蜴、蛙類、小鳥巢內的卵

與雛鳥、漿果等為食。在灌

叢地面行走會跳躍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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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白腹秧雞 

 

普遍留鳥 棲息於有蘆葦或雜草的沼

澤地和灌木的高草中、竹

叢、濕灌木、稻田、甘蔗田

及河流、湖泊、灌渠和池塘

邊，也見生活在人類住屋

近，如林邊、池塘或公園。

白天在植物茂密處會水邊

草叢中活動，晨昏是活動高

峰。夜間會上矮枝過夜。善

步行、奔跑及涉水，平時不

飛翔，受驚嚇時多奔跑隱入

密叢裡。 

雜食性。吃蠕蟲、軟體動物、

昆蟲(甲蟲、蚱蜢等)及其幼

蟲、蜘蛛和小魚，也吃草籽

和水生植物的嫩莖和根。 

7.  中白鷺 

 

普遍冬候鳥 棲息於沼澤地、湖濱、河

畔、池塘等，較喜歡近水域

的草地。日行性。常與鷺科

其他鳥類如小白鷺、大白鷺

等混群在各類濕地覓食。覓

食時多淨利於水邊或淺水

中，等待獵物游近後啄食。

各種水生動物，包括魚、蛙、

蝦、蟹、水生昆蟲，以及陸

棲的蚱蜢、蜥蜴、雛鳥等。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台灣鳥類誌》，劉小如等人，2010) 

 

經過鳥類調查分布整理，發現筏子溪河段共有 39 種鳥類分布於上、中、下游，而

其中有七種鳥類為上圖中之小雨燕、小雲雀、白環鸚嘴鵯、灰鶺鴒、番鵑、白腹秧雞和

中白鷺等唯獨出現於上游和下游，因此成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且由鳥類的棲地環境、

生活習性及覓食來源，藉由了解其棲地與食物，成為建構生態廊道的主要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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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 

依據現場植物調查結果如圖 2 -21，調查項目包含喬木、灌木、草本及藤木。調查

範圍以筏子溪沿岸為主，北至永安橋、南至虹揚橋河段，總計調查約 39 種筏子溪河段

較常見之物種，各植物生長分布狀況及特性統計於表 2-43，其中，喬木分布密度較高之

區域位於永安橋與福安橋河段間，及東海橋至虹揚橋間區域，而灌木分布較集中處位於

永安橋下游段約 300 公尺間，虹揚橋上游段約 200 公尺間，靠近土地公廟地段，而在東

海橋及福安橋下植物分布狀況較為稀疏，現地調查期間鳥類的活動較常發生於喬木較密

集地區。 

 

圖 2 -21 植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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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2 植物分布索引圖 

 

筏子溪周遭植物分布及其特性功能相關整理表 2-43： 

表2-43 植物分佈區位及其特性 

植物名稱 地點/位置 功能特性 

1. 咸豐草 

 

分布於低至中海拔開闊地。鬼

針屬有三種很像的變種，不開

花時幾乎一模一樣，咸豐草開

花後因為不具有白色的舌狀

花，可以小白花鬼針草、大花

咸豐草區別。(徐玲明、蔣慕

琰，2009) 

2. 構樹 

 

淨化空氣，抗風耐旱。果實為

綠繡眼、白頭翁、麻雀、白環

鸚嘴鵯、五色鳥與紅嘴黑鵯等

食餌。花微小三線蝶的蜜源植

物。(章錦瑜，2007) 

水土保持護坡樹。(薛聰賢，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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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榕樹 

 

抗空氣汙染能力強，淨化空

氣，減少落塵量。果實為綠繡

眼、白頭翁、麻雀與烏頭翁之

鳥餌植物。葉為斯氏紫斑蝶、

端紫斑蝶、圓翅紫斑蝶、琉球

紫蛺蝶與石墻蝶等之食草。

(章錦瑜，2007) 

4. 芋 

 

熱帶亞太地區重要糧食作物

之一。在台灣是重要夏季蔬菜

和山地居民主要食糧的一種。

短期作物。(經濟部水利署，

2004) 

 

5. 紅毛草 

 

原產於熱帶非洲，歸化後分布

於郊野、道路兩旁。到了紅毛

草的花期，粉紅色花穗迎風搖

曳，呈現不同於河本科清一色

綠色的植物風情。(徐玲明、

蔣慕琰，2009) 

6. 黃斑榕 

 

常綠小喬木，株高可達 4公

尺，葉片呈倒卵形或橢圓形，

葉面有黃色斑紋，生長緩慢。

(薛聰賢，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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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黃金榕 

 

極佳的配色植物，增加戶外空

間活潑亮麗感。(章錦瑜，

2007) 

常綠小喬木，株高可達 6公

尺，葉片呈倒卵形或橢圓形，

新葉金黃色，日照越強越明

豔。(薛聰賢，2005) 

8. 稜果榕 

 

樹性強健，深根性，生長快

速，萌芽力強。不擇土質，抗

空氣汙染，抗風力強，耐潮、

耐鹽，病蟲害少見。(章錦瑜，

2007) 

9. 血桐 

 

栽培土質不拘，排水良好之地

均適宜。樹性強健，生長快

速，耐旱、耐鹽，自播性良好。

果為綠繡眼之鳥餌植物；葉為

台灣黑星小灰蝶之食草，花為

小波紋蛇目蝶之蜜源植物。

(章錦瑜，2007) 

10. 青葙 

 

原產於熱帶亞洲，分布在郊

野、荒地或開闊地。常在草坪

邊緣粗放的管理區域發生。

(徐玲明、蔣慕琰，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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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楝樹 

 

春季觀賞型喬木，具有淡淡花

香味。(羅家祺，2008) 

為台灣著名的鄉土植物，全株

有毒，熟果毒性最強，不可誤

食。(薛聰賢，2005) 

12. 鳳凰木 

 

夏蟬聚集的樹種，夏季觀賞型

喬木。(羅家祺，2008) 

花為銀紋淡黃蝶之蜜源植

物，葉為黃蝶屬蝴蝶之食草。

生性強健，抗旱，耐熱，抗汙

染，生長快速。(章錦瑜，2004)

13. 波葉山螞蝗 

 

臺灣全島低至中海拔山地、裸

露地、路旁。蝴蝶食草：波葉

山螞蝗是灰蝶科琉璃波紋小

灰蝶、波紋小灰蝶、平山小灰

蝶等小灰蝶的食草。 

14. 節節花 

 

生長於籬笆邊、水溝或庭院

裡，台灣全島平地都可見它的

蹤跡，尤其是濕潤的環境下。

(徐玲明、蔣慕琰，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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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甜根子草 

 

防風定砂先驅植物。(林信

輝，2003) 

16. 銀合歡 

 

易造成純林，水源難涵養，易

造成水石流，欠缺調節氣候及

維持生物多樣性的功能。(章

錦瑜，2007) 

17. 野莧 

 

原產於熱帶美洲，今廣泛分布

溫暖地區。一年四季到處可

見，稱為救命植物的野莧，其

嫩莖、嫩葉及花穗皆可食用。

(徐玲明、蔣慕琰，2009) 

18. 鯽魚草 

 

分布於郊野路邊、耕地或山坡

地。但因為種子小又多，所以

在草坪中靠種子散播而產生

的族群也很可觀。(徐玲明、

蔣慕琰，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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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輪傘莎草 

 

又稱為風車草，生長於溪畔、

廢耕水田或沿海沼澤地。(林

春吉，2005) 

20. 九芎 

 

生性強健，耐瘠、耐旱、萌發

力強，是綠美化的優良選擇。

(羅家祺，2008) 

防止土石崩落，水土保持護坡

樹種。(薛聰賢，2005) 

21. 毛柿 

 

生長緩慢，樹性強健，耐空氣

汙染、抗旱，病蟲害不多，耐

風、耐鹽。(章錦瑜，2007) 

22. 無患子 

 

以排水良好且肥沃土壤為

佳。樹性強健，生長快速，根

系發達，萌芽力弱，不耐修

剪，抗風力中等。對空氣汙染

之抗害力中等，對二氧化硫抗

性較強。(章錦瑜，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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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香椿幼株

 

生長迅速，空氣汙染與鹽風之

抗害力中等，深根性，萌芽力

強，移植難易中等。(張錦瑜，

2007) 

24. 春不老 

 

生性喜高溫多溼，耐陰耐旱，

容易栽培，通常都被當成圍籬

之用的灌木。 

25. 鳥桕 

 

生性強健，對空氣汙染之抗害

力強，抗風力差。果實為綠繡

眼、白頭翁與繡眼畫眉之鳥

餌。(章錦瑜，2004) 

 

26. 蘇鐵 

 

樹性強健，耐潮、耐寒、耐汙

染，生長緩慢，忌濕。為侏儸

紀孓遺植物，為稀有植物。(羅

家祺，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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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香椿

 

生長迅速，空氣汙染與鹽風之

抗害力中等，深根性，萌芽力

強，移植難易中等。(張錦瑜，

2007) 

28. 芒果樹 

 

圓錐花序生枝頂，每一花序有

數百以至數千朵以上小花，淡

黃色，分兩性與雌性兩種花，

麗蠅是其最重要的授粉昆

蟲，花謝後結核果。果實大，

歪卵形，微壓扁，長可達 20

厘米。成熟果黃色，果肉嫩，

香甜。 

29. 相思樹 

 

術性強健，耐旱、耐風、不擇

土壤、病蟲害少，是荒地復植

的優良樹種。(羅家祺，2008)

水土保持護坡樹，為台灣低海

拔造林主要樹種。根有根瘤

菌，能固定空氣中游離的氮

素，改善土壤。(薛聰賢，2005)

30. 野牽牛 

 

綠化觀賞用：耐光照、可栽培

供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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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鳥桕 

 

生性強健，對空氣汙染之抗害

力強，抗風力差。果實為綠繡

眼、白頭翁與繡眼畫眉之鳥

餌。(章錦瑜，2004) 

 

32. 毛西番蓮 

 

為危害農地的雜藤。果實甜

美，吸引鳥類爭食，耐鹽、耐

乾旱、耐貧瘠、耐酷熱炎陽，

生性強健。(章錦瑜，2008) 

33. 芭蕉 

 

多年生草本，具匍匐莖。假莖

綠或黃綠，略被白粉；葉片基

部圓形，不對稱，葉柄長 30

厘米，葉翼開張；穗狀花序下

垂，苞片紅褐或紫；果肉質，

熟食黃色，有多數種子。 

34. 馬纓丹 

 

為誘蝶、環境綠化或生態綠化

常用植物。(經濟部水利署，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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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苦楝 

 

春季觀賞型喬木，具有淡淡花

香味。(羅家祺，2008) 

為台灣著名的鄉土植物，全株

有毒，熟果毒性最強，不可誤

食。(薛聰賢，2005) 

36. 猢猻木 

 

為落葉喬木，主幹直立粗壯，

其基部膨大，有儲存水分的功

能。夏天綠葉茂盛，其果實為

木質蒴果，在非洲果熟期，常

聚集大批猴子來採食果肉，故

又稱猴麵包樹。(羅家祺，

2008) 

(圖片為本研究拍攝，資料整理自《行道樹圖鑑》、《景觀灌木藤本賞花圖鑑》、《景觀樹木觀賞圖鑑》、

《景觀喬木賞花圖鑑》、《台灣草坪雜草圖鑑》、《台灣的水生與溼地植物》、《自然生態工法之應用植物》

與《台灣原生景觀植物圖鑑》) 



台中市筏子溪生態廊道之研究與建構─以中游為例 

逢甲大學 e-Theses & Dissertations( 100 學年度) 112

2.5.5 筏子溪河岸未來發展定位	

筏子溪位居於台中市都會區，也是台中市少數幾條擁有生態之溪流。在未來的都市

計劃中，筏子溪右岸自永安橋至弘揚橋規劃為住宅用地，而河岸與住宅間之緩衝地帶的

發展，將決定河流的生存意義與居民生活的品質。 

調查目的：本研究是想要了解台中市筏子溪環境景觀與遊憩活動的現況情形，及民眾對

筏子溪的基本認知與河岸活動之願景，以其提出適當的建議，作為改善筏子

溪河岸環境之參考。  

調查範圍：本研究範圍為台中市筏子溪中游段，以永安橋至虹揚橋路段為分界點之河岸

土地。 

調查對象：過去曾經使用過筏子溪河岸空間之民眾。問卷蒐集作為分析的內容包括學術

科方面人員、居住附近之民眾、公務人員及網際網路人員等調查樣本：共蒐

集實體問卷共有 65 份，有效問卷為 52 份；網路問卷共有 50 份，有效問卷

47 份，兩組樣本共 99 份有效問卷。 

調查方式：以兩種調查方式分別進行，一為實體問卷為在研究範圍內以現場訪問調查的

方式請受訪者填寫，如受訪者對問題項目有疑問則立即給予說明受訪者填答

完畢後，問卷則當場回收；二為將問卷放置網路上，透過網路傳播方式，讓

曾經到過筏子溪之民眾也能作答，提供寶貴意見。 

透過以下問卷，調查附近居民與使用河岸的民眾對筏子溪河岸的基本了解，與其心

中對河岸的期盼與願景。藉由問卷的發起，數據的分析統計，來定位筏子溪中游區域河

岸的發展目標。 

水岸空間遊憩活動需求問卷 

一、基本資料 

1. 性   別：□男  □女 

2. 年   齡：□15 歲以下  □16~20 歲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3. 居住地： □台中市都會區(原台中市)  □大台中地區(原台中縣)  □其他外縣市 

4. 職  業： □農業  □工業   □商業  □服務業  □軍警  □學生  

            □公務人員       □無(含退休) 

二、遊憩活動偏好 

1. 您造訪筏仔溪的次數：           □初次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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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一周 1~2 次)            □偶爾(二周 1~2 次)   

□很少(一個月 1~2 次)          □極少(半年 1~2 次) 

2. 您這次前來筏子溪的主要活動是什麼?(複選) 

□釣魚                                      □乘涼 

□賞鳥                                      □賞景 

□聚會、聊天                                □發呆、冥想                     

□溜狗                                      □宗教活動(祭祀) 

□遊玩                                      □散步 

□運動(自行車、慢跑)                        □攝影 

3. 您喜歡下列哪些河岸活動？(複選) 

□釣魚                                      □賞景 

□運動(自行車、慢跑)                        □賞鳥  

□打球                                      □攝影 

□親水活動(戲水、浸足)                      □看書  

□發呆、冥想                                □散步、溜狗 

□野餐、烤肉                                □露營 

□聊天聚會                                  □放風箏 

□喝咖啡(行動咖啡車)                        □約會 

4. 您對於台中市筏子溪最深刻的印象為何？ 

□ 生態多樣性  □歷史人文  □河岸景觀    □釣魚場所   □寺廟活動 

□ 休閒活動場所  □無(沒有什麼特別印象)  □其他__      

5. 您希望台中筏子溪附近空間可以提供哪些活動？(複選) 

□ 釣魚平台  □植物、昆蟲、賞鳥觀察  □節慶活動  □騎自行車 □浸足 

□ 淨溪      □認識大自然   □賞景   □放風箏    □其他___ 

6. 您認為台中筏子溪沿岸適合哪些空間與設施？(複選) 

□生態教育區    □水質淨化區   □河岸釣魚空間規劃  □公園綠廊□自行

車道      □行人步道     □樹蔭休憩設施    □河岸咖啡館 

□ 戶外廣場及舞台 □野餐區      □其他__________ 

7. 您認為台中筏子溪及其鄰近地區，未來可朝哪些方向發展？ 

□ 生態保育與教育  □水岸觀光休閒    □集會節慶活動   

□ 水質淨化        □防洪、蓄洪      □其他___________(請註明) 

 

三、休閒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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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台中筏子溪的水岸空間滿意度調查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不
滿
意 

非
常
不
滿
意 

1. 筏子溪河川景觀 □ □ □ □ □ 

2. 筏子溪植物景觀 □ □ □ □ □ 

3. 筏仔溪動物景觀 □ □ □ □ □ 

4. 河岸的植栽狀況(行道樹) □ □ □ □ □ 

5. 自行車的路徑規劃 □ □ □ □ □ 

6. 行人步道的路徑規劃 □ □ □ □ □ 

7. 行人步道周邊的設施規劃 □ □ □ □ □ 

8. 行人步道的寬度舒適感 □ □ □ □ □ 

9. 行人步道的鋪面材質 □ □ □ □ □ 

10. 陸橋上的行人步道 □ □ □ □ □ 

11. 陸橋上的觀景台 □ □ □ □ □ 

12. 陸橋與河岸步道的連結性 □ □ □ □ □ 

13. 河岸的停留聚會空間 □ □ □ □ □ 

14. 寺廟的周邊服務設施 □ □ □ □ □ 

15. 筏仔溪兩岸整體景觀 □ □ □ □ □ 

 

水岸空間遊憩活動需求問卷分為兩類，一為實體問卷，另一類則為網路問卷。實

體問卷的詢問對象為筏子溪附近之居民與使用河岸空間之民眾；而網路問卷對象則是針

對台中市市民或是其他外縣市民眾，在調查以外期間曾經使用過筏子溪河岸空間。調查

結果實體問卷共有 65 份，網路問卷共有 50 份，其結果分析於第四章成果分析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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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規劃設計要點 

經由問題界定、思考方向及收集相關文獻，將從文獻重點提取中進行整合、歸納同

類資料交互建構獲得 26 項歸結要點(如圖 3-1)： 

 

圖 3- 1 重點提取與歸結關係圖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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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相關文獻議題之規劃設計要點歸結 

3.1.1 河川與人類文明的發展是密不可分的。 

(重點提取：A1-A4、A8、A9、A10、A36、A37、A48、A49、D25、D27、D36 歸納得出) 

自古以來，人類逐水草而居，因水而生存，有水而有生命。世界上有許多城市，因

有一條著名的河川使名聲響譽國際，藉此可知，河川對人類的文明重要性，而台灣的主

要都市也均發展於河岸，自農業時代先人引水灌溉到現在的河岸觀光休閒成了台灣河川

的主要發展目標，台灣河川的發展過程由原先的生活必需需要，至現在的休閒光觀空

間，過程中紀錄了台灣農業生活與獨特的文化背景。因此，可以藉由都市的河岸景觀，

了解當地獨特的人文風俗樣貌。 

 

3.1.2 水質改善是都市型河川對生態環境所需面臨的課題。 

(重點提取：A2、A6、A35、A64、B1、B6、B19、B21、B39、B50、B59 歸納得出) 

都市型河川經常為工廠廢水、家庭汙水甚至是畜牧農業排放的對象。在早期台灣，

人們認為都市中排放雨水需要迅速，以防都市淹水，因此將流經都市的溪流，改建成混

凝土排放渠道，讓急驟的大雨能夠順著渠道快速地排入大海；而工廠的廢水利用暗管偷

偷排入渠道，家庭中的廢水默默地倒入門前小溪、牲畜的排泄物更肆無忌憚地直接順著

溪流一起流入大海。長期的汙染已經讓能夠自淨的河水失去原有的功效，生物生存的環

境遭受破壞日益嚴重，物種也漸漸消失，生態環境正面臨著危機。 

 

3.1.3 具有都市意象的河岸空間須賦有都市人文歷史氣息與活動休憩空

間，並需考慮到自然演變與保存。 

(重點提取：A3、A10、A16、A17、A25、A27、A36、A47、A56、A58、A77、D19、D20 歸

納得出) 

都市型河川除了生活用水輸入及排出、交通運輸外，在促成光觀河岸的規劃案中需

要考量河岸自然景觀生態的演變及歷史文化的保存，藉由水岸活動、歷史人文、空間建

構形式來營造河岸景觀，並將水岸活動帶入都市中塑造都市意象，使都市空間具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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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奠定都市獨特風貌，有利於水岸觀光休閒發展。 

 

3.1.4 都市水域空間可調節民眾心靈並改善熱島效應。 

(重點提取：A8-A10、A29、A32、A38、A60、A65、A66、A72、A75、A77、B5、B56、B66

歸納得出) 

一個具有人文景觀、豐富的自然生態教育、親水空間等水岸活動的都市型河川，不

僅是提供都市民眾良好的自然體驗場所，紓解生活壓力的遊憩空間，還可以藉由水體沉

澱空氣塵埃，調節都市的溫濕度及提供都市新鮮的空氣，舒緩日趨嚴重的都市熱島與溫

室效應，使水域環境達到都市之肺的作用。 

 

3.1.5 台灣的都市型河川整治需具備防洪功效。 

(重點提取：A5、A7、A40、A41、A62、A83、A84、A88、91、B49、B56、B65 歸納得出) 

台灣地狹人稠，都市居民幾乎是與水爭道，過去常因颱風暴雨，使其流經都市的河

水暴漲，氾濫成災，危害都市居民，在當時常用混凝土構築堤防，防止溪水暴漲，但卻

只是治標卻不治本的方法。因此現今採用生態防洪之治理措施除了須達到防洪之目的

外，亦須兼顧河流生態環境品質之維護。藉由植物調節水流，減低侵蝕，達到生態保育

之目標，亦可為保障民眾生命之安全。 

 

3.1.6 河岸規劃建構是利用水岸紋理的特性連結周遭都市活動與空間。 

(重點提取：A9、A11-A14、A19、A21、A28、A35、A52 歸納得出) 

河岸規劃建構應順應現況調查結果進行規劃，利用該區段水岸紋理的特性結合周遭

都市活動與空間型態規劃。具有親水性的河岸應提供優美景觀、滿足人類情緒與心理，

以及環境生態的保育等多項機能，透過水作為空間特色，利用水形成活動空間，使河川

與都市生活緊密結合，帶動都市活動，塑造都市特有風貌。 

 

3.1.7 運用步行系統串連都市中公共開放空間，建構有系統的休憩動線，連

結都市的藍帶與綠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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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取：A10、A11、A18、A24、A26、A30、A31、A33、A35、A39、A50-A52 歸納得出) 

通道是連結節點與節點間最直接的方式，運用步行系統串連都市中各開放空間、節

點與地標，能有效建構休憩動線系統，通道間並可運用邊緣的概念，創造些許駐留點建

構符合休憩的意象且運用多層次綠化等手法連結都市中的河川與綠地，可創造更多的都

市背景綠點，使都市的生物多樣性更為豐富，帶給市民多采多姿的水岸生活。 

 

3.1.8 河灘地為沙洲或淺灘是親水活動的主要場所，但須避免過多的人工設

施。 

(重點提取：A11、A15、A23、A34、A53、A54、A55、A59、A61 歸納得出) 

河灘地因河水漲落而形成的沙洲或淺灘，為水岸親水活動的主要場所，低河灘地可

考量設置浸足、戲水等親水設施或提供生態教學之場域；高灘地之活動型態為觀景、散

步或運動。惟該區段仍屬洪泛波汲之範圍，相關人工設施可能阻擋洪泛時之水流，亦或

遭洪水侵蝕破壞，故人工設施應盡量簡化，並避免過多的設施，維持生態景觀風貌，以

利河灘地的進行。 

 

3.1.9 設置人工設施時要先了解生態環境及其棲息地特性，改善棲地還需因

地制宜，且要避開環境敏感帶。 

(重點提取：A59、A62、A63、A68、A69、A73、A74、B7-B12、B16、B18、B22、B24、B27、

B28、B37、B45、B46、B48、C29、C39、C40、D26 歸納得出) 

任何的生態環境在有人工要進入時，都應該先調查現況的生態物種與其環境，而後

再進入其中，施工中要配合當地情況設置因施工必須要破壞棲地的補償措施，如施工中

的汙水排放，應設置沉澱設備加以處理等。 

而動植物的棲地環境或特殊景觀改善模式盡可能模擬自然環境現況配合當地地形

特徵，建構設施應選用當地原生材料，並在需要動用之土地區域，保留原有表土，完工

後再加以覆蓋，以利原生物種生長。在規劃生態環境空間，必須避開生態體系中具有特

殊價值或較脆弱易產生危害而需要受保護之地區，禁止或限制民眾進入或從事人為活

動。完工後需對生物宜採取追蹤進行相關生態調查研究與管理，確認生物回歸情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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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使其對社經文化和生態影響，做整體性環境規劃。 

 

3.1.10 運用生態綠化手法誘導復育原生自然植被，維持原生物種的存活與

演替過程，促進生物多樣性。 

 (重點提取：A20、A45、A65、A66、A72、B5、B11、B13、B20、B41-B43、B47 歸納得出) 

都市中混凝土大樓、人工鋪面、道路系統、機械設備密集造成都市熱島效應，都市

的發展已嚴重影響整體生態體系，運用生態多層次綠化的手法復育附近林地潛在優勢植

被為對象，確保生物有豐富的食物基礎，並提供小生物之食物來源或活動、隱藏與棲息

場所，誘導原生小生物回歸原生土地，以加速演替而達到極盛相之原貌，共生生態的理

想環境，並藉此增加水岸環境的空氣替換率，淨化都市中所排放之髒空氣，藉此達到空

氣淨化的功能。 

 

3.1.11 以生態永續發展理念規劃方式將水岸規劃朝向生態旅遊發展。 

(重點提取：A41、A43、A57、A64、A76、A79、B15、B19、B22、B32、B33、D4 歸納得出) 

利用水的自然特性，規劃成具有遊憩功能、防洪措施、生態環境保護的水岸空間，

透過原生植被回植，當地材料使用、生態工法等手法，發展成生態為主要目標的河岸景

觀，提供自然生態物種的生存與演替的環境，成為都市民眾的環境教育與休憩場所，以

發揮河川永續利用之功效。 

 

3.1.12 洪氾平原之土地使用規範以開放空間為主。 

(重點提取：A80、A81、A82、A85、A86、A87、A88、A89、A90 歸納得出) 

洪水沖積平原劃設為沖積土地質，地形較為平緩，坡度小於 5%之地區，土地較易於

使用。惟該區域屬常浸水區易發生洪氾暴潮等危險災害，因此逐漸被認定為應保留與區

隔洪災的土地。洪氾平原應屬乾溼交替區域，與其區域生態較為豐富，故相關土地使用

以開放空間為主，以維護洪氾平原之生態環境及避免因開發活動而阻礙了洪水宣洩，或

增加洪害發生時所造成的損失。 

 

3.1.13 河岸空間的建物之存在需對環境景觀具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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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取：A22、A42、A46、A74、A77、A78、A83 歸納得出) 

河岸空間的規劃塑造一個城市的意象，河岸邊之建築物除本身價值外，對其整體環

境變遷及景觀需有象徵的地位。建築物高度與河堤之護岸所構成之垂直高度，是影響河

岸空間尺度的因素之一，與河岸間取得平衡，可形成良好的空間尺度。 

 

3.1.14 完整的生態環境構成親水空間的必要元素。 

(重點提取：A59、A70、A72、A75、B21、B46 歸納得出) 

水域為生態體系的重心。水域生態計畫須配合當地地形與自然景觀，以生態綠化的

手法，誘導復育原生植被，使其水岸達到淨化之功效。良好的水質雨水體為豐富的生態

河岸空間的基本條件，完整的生態環境，方能吸引民眾前來與河岸產生活動。 

 

3.1.15 跨河川之陸橋為減少河川底棲生物之破壞，應以斜張橋或拱橋方式

施作。 

(重點提取：A44、A63、B37 歸納得出) 

河川是許多動植物的生長環境，因人類的過度需求，而慘遭破壞，因此在規劃前應

事先評估是否有替代方案可以避免介入生態環境，若為必須是否有其他補償措施，可以

補償其受破壞之棲地，以維護生態棲息空間。 

經河川之橋梁其造型與施作應考量橋下生態及活動需求，決定其弧度與高度，不但

可以保護生態環境減少破壞，還可以營造水岸空間焦點意象，形成都市新地標。 

 

3.1.16 將堤岸設施視為地景美化一部分，且配合生態環境可採用多孔隙之

設施護岸，增加微生物之存活率。 

(重點提取：A43、B35、B441、B37、B47、B51、C33、C34、D3 歸納得出) 

過去觀念中認為混凝土是最佳護岸材料，但卻不符合生態條件，破壞河岸生態及景

觀。護岸設計應考量動物活動的特性與路徑，採用生態工法建構護岸不但能達到防洪效

用，亦可因構造孔隙提供生物生存及棲息。周邊的排水系統採用草溝形式設計，除了滿

足基本的排水功能外，其砌石構築之形態營造多孔隙空間，亦可供小生物活動。 

由生態工法所構築成的護岸，應配合地景景觀設計，並以階梯或緩坡式建構，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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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空間之美化。其河川枯水期間可作為民眾活動使用空間，豐水期間亦可減緩河溪暴

漲之水量，達到防洪之作用。 

3.1.17 緩衝綠帶的設置可以減少生物棲地的干擾。 

(重點提取：A91、B26、B30、B34、B36、B58、C6 歸納得出) 

生態防洪設施仰賴於健全的地景，藉由植物調節水流，可降低地表之逕流量，增加

棲息地的規模與品質，提供野生動物的棲息場所。因緩衝綠帶提高植物覆蓋率，使其減

少人類活動干擾生物棲地的發生頻率，保護生態核心區，有助於形成生物棲息或移動之

路徑。 

 

3.1.18 改善棲地品質，設置核心保育區，規劃生態廊道以增加族群傳播的

可能性。 

(重點提取：A63、A68、A69、A73、B14、B17、B23、B25、B28、B29、B30、C5、C6、C22、

C24、C26、C44、C45 歸納得出) 

核心保育區主要是針對具有保育價值生物棲息或具有高度生態敏感性的水岸環境

所進行開發規劃方式(陳效之，2000)。透過環境敏感地的劃設，可有效的使用土地及資

源規劃，高密度遊憩活動應避免設於核心區附近，並彼此間須保留緩衝區之圍繞，以免

核心區受干擾，且增加有相似植被所組成之廊道，促使核心區之生物交替、移動、棲息、

覓食與繁殖等行為，達到動態平衡回復自生性水準。 

 

3.1.19 順應自然，減低環境負荷，融合自然環境，減少資源消耗。 

(重點提取：A62、A71、A89、B2、B3、B25、B31、B38、B40、B43、B45、B47、B52、C7、

C35 歸納得出) 

人類對自然的態度轉變從敬畏到利用，引水灌溉、鑽木取火、劈材燒飯等；從利用

到征服，動物的捕殺、樹木的砍伐，致使隨時隨地有水用，毛皮大衣取暖，冷氣空調的

避暑；從征服到現在對自然的省思，提倡環保、節能減碳，各個行業領域都開始響應順

應自然，人天合一。人類在自然環境中從事活動及環境利用時，必須考慮到對自然環境

的影響及破壞，評估對生態的衝擊，尊重自然環境的運作系統，順應生態體系，降低施

工工程所帶來的廢棄物與汙染排放量，減少日常使用所引起的能量資源耗損。對自然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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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資源進行合理的利用，才能建立一個和諧互利的環境。 

 

3.1.20 濕地是提供多種生物棲息之場所，亦是能淨化水質、調節洪患，提

供民眾休閒教育之空間。 

(重點提取：A75、A76、B53-B72、C3、C4 歸納得出) 

濕地是由水、土壤、植被所組成，形成於乾溼交替之水陸交會地帶，聚集豐富的生

態物種，除了能消減洪水、減緩暴雨對地表之逕流量外，對生態系統的價值在於維持氮

循環、硫循環、及碳循環的平衡，具有淨化水質、涵養水源、調節洪患及休閒娛樂等功

能，為候鳥及其他生物提供食物與棲息地，是瀕臨絕種生物的最佳庇護所(陳世偉等，

2006)，為此也提供民眾一個天然的生態教室，為都市帶來生態價值、經濟價值與景觀

價值。 

 

3.1.21 對於干擾廊道的形成，應採取間接溫和的方式應對。 

(重點提取：C1、C2、C16、C23、C27、C28、C30、C31、C32、C37、C38 歸納得出) 

高速公路的興建縮短了兩地往來的時間，促進了經濟繁榮，但是卻造成了生態環境

的破壞。高架橋的架設阻斷了鳥類飛行路線，橋墩的座落迫使生物改變移動路徑，車道

的建構切斷了原為一塊棲地的連結，道路的柏油增加了地表逕流量，高速行駛的車輛迫

害了許多小生命等，尤其是交流道附近分岐狀的空間，使周遭土地使用型態島化，產生

碎裂的分離小區塊。因人類的便捷卻犧牲了生態物種的權利，為此必須重新連結生態間

的互動關係。 

對於已經生成之干擾廊道不能採用強制手段進行拆除，這樣在拆除的過程中，對生

態環境是二度傷害。其措施應依迴避、減緩、補償三大原則逐一過濾評估，選擇對環境

最友善之方案。 

 

3.1.22 廊道是為了促使受阻礙之兩地能夠相互交流，產生互動，提高兩地

之便捷度。 

(重點提取：C8-C22、C24、C25、C29、C36、C39、C41-C44 歸納得出) 

生態廊道通常由某些相似的植被所組成，連結到不同的區塊，因植物覆蓋率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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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干擾減少，有助於生物棲息、繁殖或遷移。廊道的建置要考慮到動物遷移路徑，包括

目標物種的習性、生活範圍、誘導設施、棲息地環境特質及可能干擾之因子排除，所提

供之替代路徑，他不一定是連續性的綠帶，有時候可以配置成跳棋狀的斑點，能夠讓其

物種安全之穿越，達到生態系統之穩定運作。 

 

3.1.23 相互依存的共生關係是促進環境永續的理念。 

(重點提取：D1-D16、D18、D21、D22、D23、D25、D28-D30、D33-D35、D37-D43 歸納得

出) 

共生概念涉及到人與自然的共生、藝術與科學的共生、理性與感性的共生、傳統與

尖端技術的共生、地域性與全球性的共生、歷史與未來的共生、部分與整體的共生、肉

體與精神的共生、保守與革新的共生、開發與保護的共生等等，不同層次內的共生(黑

川紀章，2009)。而人類與自然環境間的共生訴求，是一種追求資源耗損最小，對周遭

環境破壞最低的生活方式，能源要有效使用、資源能循環再利用、廢棄物適當處理，利

用自然環境時，同時要進行保護環境之責任，以達到用續經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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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地議題之規劃設計要點歸結 

3.2.1 筏子溪位於台中市區，河床由礫石所組成，流經中彰快速道路、國道

中山高、高鐵及台鐵。 

(重點提取：E1-E4、E8-E10、E13、É14、E20 歸納得出) 

筏子溪發源於台中市大雅區橫山圳排水，位於台中盆地內，流經台中市許多重大交

通建設，如：台灣高鐵沿著筏子溪周邊建築，國道中山高速公路與中彰快速道路也幾乎

與筏子溪平行建置，這些都是與筏子溪縱向建構，不管是搭高鐵或是自行開車，只要經

過台中，就會看到這條河川，對台中來說筏子溪是相當重要的門戶印象。而跨越筏子溪

之橫向橋梁，車流量之大的陸橋不計其數，如東海橋聯結原台中縣通往台中市之道路，

也是位於國道交流道口附近的車行陸橋，知高橋是國道一另一個交流道口，虹揚橋、永

安橋、福安橋等也都是台中市重要道路上必經之橋梁，因此，筏子溪的整治相當受到台

中市政府的重視。 

但由於台中市地質為紅積層及沖積層，由細砂粘土及礫石等所組成，河床堆積著卵

石與塊石，導致在枯水期時河岸邊根系植物生長不易，避蔭場所缺乏；在洪水期也因礫

石沖刷，容易形成較大災害。 

 

3.2.2 筏子溪於每年五月至九月受季風與颱風影響水量較充沛。 

(重點提取：E5、E6、E7 歸納得出) 

本河段位於台中盆地內，氣候宜人，每年九月至翌年五月，長達九個月期間，均以

吹北風為主，雨季也較多集中在這幾個月份，是筏子溪水量充沛的主要原因，十月至翌

年三月尤甚，夏季（六至八月）吹南風，因受中央山脈庇護，氣候晴朗而乾燥。民過 90

年間歷經納莉與桃芝颱風，洪水肆虐，因市區排水不良導致台中港路淹水，造成交通堵

塞。 

 

3.2.3 筏子溪主要汙染來源為工業廢水、家庭汙水、畜牧廢水，水質淨化成

為現今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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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取：E11、E12、E15、E16、E17、E21、E22、E23 歸納得出) 

台中市大雅區橫山圳排水是筏子溪的發源地，但卻是大雅區人口聚集地的下游處，

過去筏子溪周遭的產業型態為農業，現今部分農地已轉型建造工廠，甚至為許多企業工

廠設置的工業區，加上附近的中部科學園區，筏子溪周遭產業明顯的從一級產業轉型成

二級產業，因此，該區域水質汙染來源主要是由家庭、工廠、畜牧養殖等廢水所排入溪

內，造成筏子溪生態系統失去平衡，原生物種數量也越來越少，為搶救台中市門戶之河

川，水質的嚴重汙染是首要解決的問題。 

 

3.2.4 筏子溪上游水質較差，下游因東海橋段整治後自淨作用較佳。 

(重點提取：E18、E19、E23、E24 歸納得出) 

所謂筏子溪上游段，確切的地理位置卻是人口聚集的下游，人類使用後的汙水大量

排入河川，導致筏子溪汙染嚴重，尤其是連仔溪橋、車路巷橋、永安橋等，其生化需氧

量及氨氮值偏高。近年來，東海橋河段經整治、擴大河床後，河川恢復基本的自淨作用，

其下游汙染程度較為減緩，為改善筏子溪水質，應考量加強水質處理，提供自然生態一

個更好的生存空間。 

 

3.2.5 筏子溪水域內族群數量偏低，物種多為耐汙染物種。 

(重點提取：E30、E33、E34、E35、E36 歸納得出) 

筏子溪水域所發現物種多以較能抵抗人為活動干擾之生物為主，甚至部分區段水質

汙染嚴重，造成水域生物適應與生存上極大的威脅，導致汙染耐受度較低的原生魚種越

來越少，進而造成汙染耐受度高的外來種魚類比例增加，從魚類物種數量來看，以吳郭

魚為優勢物種，其次依序為明潭吻鰕虎、中華花鰍、鯽魚、琵琶鼠、鯉魚等，多為汙染

受耐度高的外來種居多，若要解決筏子溪外來種的問題，應先改善水質。 

 

3.2.6 筏子溪河段中擁有許多生態物種，為達到生態保育目標，須了解其特

性。 

(重點提取：E25-E28、E31、E32、E37-E62 歸納得出) 

筏子溪生態物種繁多，其能調查到的物種包括：植物46科116屬153種維管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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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蕨類4科5屬9種，雙子葉植物35科82屬107種，單子葉植物有7科29屬37種；鳥類6目

18科32種；哺乳類3目3科4種；兩棲爬蟲類2目5科9種；蜻蜓與蝶類2目7科30種；魚類5

目8科16種；底棲生物6科7種；水棲昆蟲6目12科；7種浮游性動物；4門22屬35種浮游性

藻類；附著性藻類4門20屬33種(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2009)。過去筏子溪因水質

汙染，河岸橋梁施工等，讓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為了恢復原有的生態環境，必須透過現

況調查了解棲地內物種的生活習性、棲息環境，重新還給他們原有的生活環境，促使筏

子溪的生態更加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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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成果分析 

4.1 誘導式結構推論分析 

本研究透過誘導式結構之重點提取，整合歸結出規劃建構原則，經由邏輯推演交互

建構之過程，而推導出「台中市筏子溪生態廊道規劃建構原則」之六個推論，其推論結

構如下(圖 4-1 所示)： 

 

圖 4- 1 歸結與推論關係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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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尊重生態隱私權給予生存之道─保留核心區，建立廊道之連結 

(經由歸結：09、17、18、19、21、23、24、29 之推導) 

 

圖 4- 2 以生態環境為主的廊道空間之歸結推演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隨著都市的發展，河川、綠地的佔地面積逐漸縮小，生物的生存深受威脅，過去筏

子溪的整治計畫著重於防洪，在施工過程中忽略的對環境造成的傷害，施工完成後，留

下一片片光禿禿的礫石裸露，切斷原本生物移動的路徑。 

都市中的藍帶與綠帶交會處蘊藏著許多生機，筏子溪位居於都市中，因中游段周遭

交通道路縱橫交錯，使綠地空間斑駁零碎，要建立生態棲息環境時，應先了解生物棲息

環境與其移動路徑，並依其目標，如種類多寡或物種特殊性設置生態保留區，使其區內

物種不會受到外界人為的干擾，透過廊道的串聯，增加保留區間的生物能夠順利遷移、

覓食、交配、棲息等行為發生。緩衝綠帶的設置，可減少生態廊道與保留區內的物種受

到前來休閒的民眾干擾，使人與生態物種共享自然環境，達到友善共存。 

 

圖 4- 3 以生態環境為主的廊道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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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維修過渡異空間─緩衝區的建置，多孔隙的生態設施 

(經由歸結：16、17、22、23、24、25、29 之推導) 

 

圖 4- 4 人文與環境介面規劃之歸結推演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都市藍帶是都市與河川的共存景象；河岸空間是市民與生物共享的環境；水際交界

處是微生物與水域、陸域物種覓食的地帶，矛盾的介面成為關鍵。都市與河川的介面，

應以自然環境為主，給都市中的市民擁有一個清新綠地休閒空間，親水性的清澈河川；

人與生物之間的介面，應考量到緩衝綠帶的建置與其向外延伸的設施，自行車道、行人

友善步道等，減緩汽機車的噪音、揚起的塵埃，加寬緩衝的區域；水際交界處的介面，

以微小的生物為優先考量，多孔隙的自然材料建構護坡與水際邊，增加微小生物的覓

食、存活空間，維護生物多樣性。 

 

圖 4- 5 人文與環境介面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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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走出戶外‧讓我們看雲去─結合都市與水岸休憩活動 

(經由歸結：01、03、04、05、06、07、12、23、24 之推導) 

01.河川與人類文明的發展是密不可分的。
03.具有都市意象的河岸空間須賦有都市人文歷史氣息

與活動休憩空間，並需考慮到自然演變與保存。
04.都市水域空間可調節民眾心靈並改善熱島效應。
05.台灣的都市型河川整治需具備防洪功效。
06.河岸規劃建構是利用水岸紋理的特性連結周遭都市

活動與空間。
07.運用步行系統串連都市中公共開放空間，建構有系

統的休憩動線，連結都市的藍帶與綠帶。
12.以生態永續發展理念規劃方式將水岸規劃朝向生態

旅遊發展。
23. 相互依存的共生關係是促進環境永續的理念。
24.筏子溪位於台中市區，河床由礫石所組成，流經中

彰快速道路、國道中山高、高鐵及台鐵。

歸結 推論

 

圖 4- 6 整合都市與自然生態的活動空間之歸結推演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筏子溪是一個擁有豐富生態的水岸，道路交通也很便捷，尤其是中游段周遭的交通

路網建構完善，縱向有國道、快速道路、高鐵，橫向有西屯路、中港路、朝馬路等都是

台中市區重要且流量極大的主要道路，對外可及性極高，運用聯外道路、區內主要道路

串連都市步行系統，建立筏子溪的步行休閒系統，結合都市與水岸的休憩活動，塑造屬

於台中市的都市意象。 

 

圖 4- 7 整合都市與自然生態的活動空間示意圖 



台中市筏子溪生態廊道之研究與建構─以中游為例 

逢甲大學 e-Theses & Dissertations( 100 學年度) 131

4.1.4 大自然是最好的學習對象─尊重自然特性，塑造學習教育環境 

(經由歸結：02、04、07、12、13、14、19、20、23、26、27、29 之推導) 

 

圖 4- 8 以自然環境為天然教材之歸結推演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人類尚未發明太陽能板前，植物已懂得如何藉由陽光自給自足；在中水回收系統

建置前，地球已有了水循環系統。天地萬物依循著規則在運轉，生物彼此間相互共生依

存，都有他運作的方式。台中市都會區中，筏子溪存在著許多小生命，努力維持他們自

己的生態運作方式，結合河岸周遭設施讓這些小生命成為舞台上的主角，使河岸空間成

為民眾的天然學習場域，調劑心靈的最佳氛圍，並藉由河川與綠蔭改善都市中所帶來的

負面效應。 

 

圖 4- 9 以自然環境為天然教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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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家‧還是自己的最好─重建原生環境，穩固食物鏈基層 

(經由歸結：10、20、23、26、27、28、29 之推導) 

 

圖 4- 10 注重本質還原原始風貌之歸結推演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自然環境本是動物、植物的棲息生長的場所，但因都市過度發展、土地過度開發，

而忽略了都市中的河川、綠地以及生物，進而驅趕、侵占、破壞及建造，如今在重整規

劃雖以生態為訴求，但在施工過程中難免還是會有負面效果。因此在重建生態環境時，

應以迴避、減緩、補償與連結等原則，避免大面積的入侵，考量施工中的汙水處理過程，

施工後的原表土覆蓋，並以誘導原生物種之原生植物為優先栽種，維持植群的演替，促

進極盛相之形成。 

 

 

圖 4- 11 注重本質還原原始風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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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人工存在的意義─以自然為主的地景人工建物 

(經由歸結：08、09、11、15、16、23、25 之推導) 

 

圖 4- 12 與環境友善共生的人工設施之歸結推演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介入生態環境空間，應以生態物種為重，以最少人工材料達到最多利用為原則，尤

其是筏子溪，因為礫石河床，導致當暴雨洪水達一定流速時易沖毀河岸，因此，在河川

地規劃時，應避免過多的人工設施，以開放空間、生態環境為主要概念，規劃地景設施

增加地表含水面積，在生態高流量時，亦可達到臨時蓄洪功能及都市排水效用，減少維

護管理成本，增加經濟效益。 

 

圖 4- 13 與環境友善共生的人工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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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問卷調查分析 

由第二章中基地議題內，為調查民眾於筏子溪河岸活動之現況及土地使用之情形，

以問卷調查方式做統計，其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如下。 

 

4.3.1 資料蒐集 

調查目的：本研究是想要了解台中市筏子溪環境景觀與遊憩活動的現況情形，及民眾對

筏子溪的基本認知與河岸活動之願景，以其提出適當的建議，作為改善筏子

溪河岸環境之參考。  

調查範圍：本研究範圍為台中市筏子溪中游段，以永安橋至虹揚橋路段為分界點之河岸

土地。 

調查對象：過去曾經使用過筏子溪河岸空間之民眾。問卷蒐集作為分析的內容包括學術

方面人員、居住附近之民眾、公務人員及網際網路人員等調查樣本：共蒐集

實體問卷共有 65 份，有效問卷為 52 份；網路問卷共有 50 份，有效問卷 47

份，兩組樣本共 99 份有效問卷。 

調查方式：以兩種調查方式分別進行，一為實體問卷為在研究範圍內以現場訪問調查的

方式請受訪者填寫，如受訪者對問題項目有疑問則立即給予說明受訪者填答

完畢後，問卷則當場回收；二為將問卷放置網路上，透過網路傳播方式，讓

曾經到過筏子溪之民眾也能作答，提供寶貴意見。 

有效樣本認定：根據被調查者的滿意度交叉比對，滿意度過於規律者予以移除，其餘依

被調查者前往目的與希望提供活動設施等選項內容，是否有衝突性為標準，

才能成為有效樣本。 

 

4.3.2 研究對象基本資料統計分析 

本研究調查時間為民國一百年七月至九月份間，採用現場訪問方式及網路問卷方

式，共蒐集實體問卷共有 65 份，有效問卷為 52 份；網路問卷共有 50 份，有效問卷 47

份，兩組樣本共 99 份有效問卷。 

樣本基本資料統計分析主要利用敘述統計方式，針對回收問卷的各項特性進行統

計。分析內容包括：性別、年齡、居住地以及職業。經由以下這些基本資料的統計，可

以對樣本的基本特質及分佈情形有一個粗略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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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別 

受訪者之性別分布（見圖 4- 14），男性共為 64 人（佔 64.6%），女性 35 人（佔 35.4%），

資料顯示本研究調查的對象男性稍多。 

 

圖 4- 14 研究對象性別統計圖 

2. 年齡 

受訪者年齡分布方面（見圖 4- 15），15 歲以下有 0人（佔 0%），16-20 歲有 22 人（佔

22.2%），21-30 歲有 40 人（佔 40.4%），31-40 歲有 13 人（佔 13.1%），41-50 歲有 9

人（佔 9.1%），51-60 歲以上只有 11 人（佔 11.1%），61 歲以上有 4人（佔 4%），結

果顯示本研究調查的對象以 21-30 歲居多。 

 

圖 4- 15 研究對象年齡統計圖 

3. 居住地 

本研究對象之居住地分布（見圖 4- 16）， 台中市區(原台中市)有 58 人（佔 58.6%），

大台中地區(原台中縣)有 13 人（佔 13.1%），其他外縣市有 28 人（佔 28.3%），由資

料顯示可知，本研究對象之居住地以台中市民眾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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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6 研究對象居住地統計圖 

4. 職業 

本研究對象之職業分布（見圖 4- 17），工業有 10 人佔 10.1%），商業有 5人(佔 5.1%)，

服務業有 25 人（佔 25.3%），學生有 48 人（佔 48.5%），公務人員有 7 人（7.1%），

待業中或已退休有 4人(佔 4%)，研究對象之職業以學生居多。 

 

圖 4- 17 研究對象職業統計圖 

由基本資料統計結果可以看出，前往筏子溪從事活動者，以男性居多，且未有低於

15 歲以下之孩童，以現場問卷調查發現，除了學生之外，此區域活動人群之職業以服務

業為主，少部分從事工業、公務人員及商業亦包含部分無業(含退休)。 

 

4.3.3 整體資料分析 

本小節是將問卷中的第二部分遊憩活動偏好與第三部分休閒滿意度調查作基礎交

叉分析，休閒滿意度等級為非常滿意 5分，滿意 4分，普通 3分，不滿意 2分，非常不

滿意 1分，透過受調者的遊憩喜好，對筏子溪目前景觀設施做交叉比對，了解基地內景

觀設施的不足，提供未來改善的參考。以下以第二部分遊憩活動偏好題目作為分析類別： 

1. 您造訪筏仔溪的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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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造訪的人對於筏子溪的整體休閒滿意度皆為偏高，如圖 4- 18，但對於寺廟周邊

的服務設施與筏子溪的動物景觀略為偏低；極少(半年 1-2 次)造訪者，對於筏子溪的

河川景觀滿意度普通偏高，較不滿意的是筏子溪的動物景觀、自行車的路徑規劃、行

人步道周邊設施規劃和行人步道的鋪面材質；很少(一個月 1-2 次)造訪者，對於筏子

溪的河川景觀與植物景觀為偏高，但對於行道樹的植栽情形、行人步道路徑規劃與寺

廟周邊服務設施皆不是很滿意；偶爾(二周 1-2 次)造訪者，對於筏子溪的植物景觀滿

意度較為偏高，最不滿意的是陸橋與河岸步道的連結性；經常(一周 1-2 次)造訪者，

僅只對於陸橋上的行人步道感到普通，其餘滿意度皆為偏低，尤其是行人步道的路徑

規劃以及河岸的停留聚會空間。 

(1.) 初次造訪的人在問卷滿意度調查結果顯示，呈現偏高的趨勢；反觀，經常造訪

者，大部分皆為附近居民，推測經由都市化的過程，原本的筏子溪由清澈溪水，

戲水長大，到現在工業廢水、家庭汙水以及畜牧業的汙水，嚴重破壞筏子溪河川

生態，再加上河岸人工化的護坡，對以往的筏子溪印象差距太大，導致普遍滿意

度分數偏低。 

(2.) 針對寺廟周邊服務設施的滿意度調查發現，造訪次數較少人與造訪次數較多的

人意見相反，造訪次數少的人認為寺廟周邊服務設施滿意度偏低，推測是西屯路

上永安橋旁的靈玄宮，因位於人來人往的路邊又遷移與此不久之緣故，導致周邊

設施並不健全；而造訪次數較多者，大多數為附近居民，對寺廟周邊服務設施卻

為滿意，因對剛遷移不久之靈玄宮較不清楚，推測是介於福安橋與東海橋之間的

土地公廟，位於人潮較少之河岸邊，此寺廟有些許的腹地廣場與兒童設施，是為

設施較健全之寺廟。 

 

圖 4- 18 筏子溪造訪次數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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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造訪筏子溪的主要活動是什麼? 

如圖 4- 19 顯示，來此造訪者主要活動為釣魚有 8人(佔 8.1%)，此一族群的人認為

行人步道規劃路徑滿意度偏低；散步有 43 人(佔 43.4%)，此一族群的人認為行人步

道的鋪面材質最為不佳；聊天聚會有 18 人(佔 18.2%)，他們最為不滿意的是筏子溪

動物景觀；運動的人有 12 人(佔 12.1%)，對於陸橋與河岸步道的連結性感到最不滿

意；賞景有 19 人(佔 19.2%)，認為河岸植栽狀況稍嫌不滿意；攝影的人有 18 人(佔

18.2%)，最為不滿意的是行人步道規劃路徑以及陸橋與河岸步道的連結性；來此遛狗

的有 9人(佔 9.1%)，對於寺廟周邊服務設施與筏子溪兩岸整體景觀最為不滿意；發

呆冥想有 18 人(佔 18.3%)，對於行人步道的路徑規劃與行人步道周邊設施規劃最為

不佳；遊玩的人有 13 人(佔 13.1%)，對寺廟周邊服務設施稍嫌不滿；乘涼有 8 人(佔

8.1%)，對行人步道路徑規劃略為不滿。 

(1.) 在此趨勢圖顯示，來此聊天聚會的人滿意度值普遍偏低，會特地跑來此聊天聚

會的人，推測為附近居民，十年前的筏子溪景觀與十年後，差距甚大，在居民心

中的滿意度漸漸降低。 

(2.) 在筏子溪動物景觀的滿意度調查結果顯示，滿意度值差距頗大，來此賞鳥的人

對動物景觀滿意度是為滿意，但是聊天聚會的人卻對動物景觀顯示為不滿意，其

推測筏子溪之動物種類數量應為豐富，但其觀賞之路徑或觀賞地點不明確，讓一

般民眾不易發現動物的出現。 

(3.) 在此趨勢圖顯示，行人步道路徑規劃以及陸橋與河岸步道連結性統計結果是為

最不滿意，而陸橋上的人行步道以及陸橋上的觀景台滿意度是為偏高，因此，在

未來規劃重點將著重於河岸邊的人行步道與陸橋的連結性，使其人行走廊更為完

善。 

 

圖 4- 19 筏子溪造訪主要活動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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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從事其他活動有 19 人(佔 19.2%)，如下圖，其中有 6位民眾是經過此地，有 11 位

因學術方面而到筏子溪，有 2位是居民住在附近，這 19 人對筏子溪的熟悉度可以說是

很兩極，但卻一致認為筏子溪的行人步道周邊設施規劃與行人步道的寬度舒適度皆有待

加強。 

(4.) 一位住在河岸邊的居民表示，陸橋上的觀景台，建構雖很漂亮但是使用率卻不

高，因此推斷陸橋與周邊人行步道設施連結度不佳，導致很少民眾會於陸橋上觀

景。 

 

圖 4- 20 筏子溪造訪主要活動散佈圖(含其他) 

3. 您喜歡從事那些河岸活動？ 

如圖 4- 21 顯示，喜歡從事釣魚活動有 15 人(佔 15.2%)，對河岸的植栽狀況感到最

不滿意；喜歡從事賞景有 45 人(佔 45.5%)，對筏子溪的河岸停留聚會空間稍嫌不足；

喜歡從事散步、遛狗有 42 人(佔 42.4%)，對河岸植栽狀況感到最為不佳；喜歡從事

放風箏有 9人(佔 9%)，其滿意度皆為偏高，尤其對筏子溪的兩岸整體景觀最為滿意，

但對寺廟周邊服務設施感到不是很滿意；喜歡在河岸邊約會的有 25 人(佔 25.3%)，

對陸橋上的行人步道感到滿意，但卻對筏子溪的動物景觀感到不滿意；喜歡在河岸邊

喝咖啡有 15 人(佔 15.2%)，最為滿意的是河川景觀，最為不滿意的是自行車的路徑

規劃；喜歡在河岸邊烤肉、野餐有 16 人(佔 16.2%)，感到最不滿意的是自行車的路

徑規劃；喜歡在河岸邊聊天聚會有 21 人(佔 21.2%)，對河岸的植栽狀況感到最不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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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喜歡從事攝影有 34 人(佔 34.3%)與喜歡從事賞鳥有 18 人(佔 18.2%)，對筏子

溪的河川、植物與動物景觀滿意度偏高，顯示筏子溪的植物景觀仍然豐富及具有

多樣性，從事攝影者其餘滿意度介於中間值；從事賞鳥者，對陸橋與河岸步道的

連結性偏低。故於未來規劃時應考量現有植物景觀的現況與豐富度應予以保存並

做適當的增加，且加強陸橋與河岸步道的連結性。 

(2.) 喜歡從事運動有 34 人(佔 34.3%)，對自行車規劃路徑最為不滿意，顯示筏子溪

既有的自行車道規劃令使用者感到不滿意，應予以加強。 

(3.) 喜歡從事賞景有 45 人(佔 45.5%)，對筏子溪的河岸停留聚會空間稍嫌不足，在

未來規劃中應予以改善。 

 

圖 4- 21 河岸活動偏好散佈圖 

(4.) 喜歡在河岸從事其他河岸活動的有一人，他非常喜歡淨溪，對陸橋上的行人步

道非常滿意，對行人步道的路徑規劃非常不滿意，推測他在步行至河床時，對於

其路徑行走感到困難，河岸邊行人步道過於狹隘，部分被小喬木枝葉所佔據，導

致易走上柏油路與車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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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2 河岸活動偏好趨勢圖(含其他) 

4. 您對於台中市筏子溪最深刻的印象為何？ 

如圖 4- 23 顯示，對筏子溪的印象是為有豐富生態性有近 22 人(佔 22.2%)與視為休

閒活動場所有 12 人(佔 12.1%)，對筏子溪現有的景觀、設施滿意度曲線起伏較小，

屬為均質狀態，把筏子溪認作釣魚場所有 11 人(佔 11.1%)，其認為行人步道路徑規

劃有待加強；對筏子溪的印象為廟會活動有 5人(佔 5.1%)，認為行人步道路徑規劃

與步道寬度皆為不滿意。 

(1.) 有 25 人(佔 25.3%)對筏子溪最深刻的印象為河岸景觀，而對筏子溪並無特別印

象有 22 人(佔 22.2%)，在現場調查的訪談過程中甚至有人不知道身旁的河川名稱

就是筏子溪，因此在規劃時應加深筏子溪的河岸景觀特色並將都市河川意象考量

進去。 

(2.) 統計各項滿意度發現，行人步道的路徑規劃大家普遍不滿意，應予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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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3 河川印象散佈圖 

(3.) 在其他選項中，有 2人為附近居民從小是玩水長大的，對筏子溪的印象與憧憬

停留在兒時記憶，而其餘 11 位民眾對筏子溪的印象並不是很好，包括：生態遭受

破壞、河川水質汙染、垃圾一堆、水災等，以至於在趨勢圖上滿意度值皆為偏低，

尤其是人行步道的路徑規劃、周邊設施以及寬度舒適感是為非常不滿意，因皆為

現場訪談問卷，推測這 13 位民眾為附近居民，對於不滿意項目可歸為使用後感

想，因此列為未來改善項目。 

 

圖 4- 24 河川印象散佈圖(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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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希望台中筏子溪附近空間可以提供哪些活動？ 

如圖 4- 25 顯示，期望能在筏子溪河岸釣魚與舉辦節慶活動的同樣有 18 人(佔

18.2%)，但釣魚活動的人對行人步道規劃路徑不滿意，而節慶活動的人對行人步道寬

度舒適感與自行車路徑規劃較為不滿意；期望賞景活動有 36 人，對河岸的植栽狀況

感到不佳。 

(1.) 期望能在筏子溪騎自行車有 52 人(佔 52.2%)，但在滿意度趨勢看來都介於普通

以下，偏向不滿意，推測因現況自行車道並不完善，且部分自行車車道規劃竟橫

跨陸橋，在車輛高速行駛的路橋橫越，安全性受到考量。 

(2.) 期望能在筏子溪進行觀察動植物活動有 45 人(佔 45.5%)，對河川景觀與植物景

觀還算滿意，但其餘普遍偏於不滿意狀態，若須達到觀察昆蟲及鳥類，還須努力

改善，尤其是陸橋與河岸步道的連結性。 

(3.) 期望能夠認識大自然有 43 人(佔 43.4%)，對筏子溪的植物景觀最為滿意，對河

岸停留空間感到最不滿意，建議於未來規劃中，可將植物種類與其功能列入設施

規劃中，並增設河岸停留空間，提供民眾適當的休憩空間兼自然教學教室。 

(4.) 在此趨勢圖顯示，筏子溪河川景觀與植物景觀普遍滿意度偏高，應善加保存與

利用。 

 

圖 4- 25 河岸活動願景散佈圖 

(5.) 選擇其他有 6人，其中包含：散步、藝術造景、路燈及生態保護區等，而這些

人認為行人步道寬度舒適感與兩岸整體景觀極為不佳，此研究路段之行人步道僅

一米寬，照明設備缺乏，河川兩岸皆為工廠，平時來此區段多數為附近居民且為

固定，於日落後此區段無讓人流連之景觀，因而可將部分意見納入未來規劃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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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6 河岸活動願景散佈圖(含其他) 

 

6. 您認為台中筏子溪沿岸適合哪些空間與設施？ 

根據統計，認為筏子溪適合水質淨化區有 42 人(佔 42.4%)；認為適合河岸釣魚空間

規劃有 29 人(佔 29.3%)；適合公園綠廊有 39 人(佔 39.4%)；有 29 位(佔 29.3%)民眾

認為在筏子溪沿岸較為適合河岸咖啡館；有 20 位(佔 20.2%)民眾認為沿岸適合戶外

廣場與舞台空間；而有 12 位(佔 12.1%)民眾認為需要野餐區。 

(1.) 如圖 4- 27 顯示，民眾最適合筏子溪的空間設施為生態教育區，共有 54 人(佔

54.5%)，對應現況滿意度發現，他們認為筏子溪目前植物景觀滿意度最高，但在

人行步道的路徑規劃卻是最低的，因此應予以保存現有的植物景觀並納入未來生

態教育規劃中。 

(2.) 根據統計，民眾認為第二適合的是樹蔭休憩設施，共有 44 人(佔 44.4%)，其趨

勢圖顯示河岸的植栽狀況(行道樹)滿意度最低，應予以加強、改善，建議以原生

樹種混種，增加喬木歧異度，並可在樹蔭處增設休憩設施，滿足民眾休憩的需求。 

(3.) 些微差距的行人友善步道排於第三，共有 43 人(佔 43.4%)，對行人步道的鋪面

材質感到不滿意，於現況中，人行步道鋪面材質為透水磚，但因缺乏維護管理導

致磚與磚中間的溝槽佈滿草本植物，使其原為行人走道，現在卻呈現荒廢狀態，

無法達到其功能。透水磚雖符合綠建築指標中基地保水項目，但在缺乏人力管理

及維護之筏子溪，建議可採用高架式木棧道，除了可解決人員維護等問題，並可

提高左右兩側小生物通過減少生物移動障礙。 

(4.) 認為適合自行車道設施有 42 人(佔 42.4%)，在訪談調查期間，現場自行車道已

施工完竣，但卻尚未開放，因此在未來規劃過程中需要將此設施一併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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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7 河岸空間與設施願景散佈圖 

 

7. 您認為台中筏子溪及其鄰近地區，未來可朝哪方向發展？ 

如圖 4- 28 顯示，有 45 人(佔 45.5%)認為筏子溪未來發展方向應為生態保育與教育；

水質淨化方向發展有 38 人(佔 38.4%)；朝水岸觀光休閒發展有 48 人(佔 48.5%)；集

會節慶活動有 8人(佔 8%)；防洪、蓄洪有 20 人(佔 20.2.%)。 

(1.) 根據調查統計結果，未來筏子溪的規劃方向應以生態保育為主要目標，發展成

水岸觀光休閒空間，透過水質淨化讓筏子溪的河川環境生態更加豐富，讓台中市

筏子溪的河岸休閒意象更顯明確。 

 

圖 4- 28 筏子溪發展願景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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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疊圖分析 

將第二章中基地議題調查的現況整理成圖面說明，以便了解各個區塊分布情形，為

找出適合筏子溪的土地利用型態，確立研究的範圍後，從河流走向、植栽狀況、生態水

體設施分佈、人工水體設施分佈、河岸活動設施據點、土地使用項目、交通連結系統等

圖面，整理出適合筏子溪的發展潛力條件，並將限制條件分析整理予以改善，分解出筏

子溪周邊土地利用型態，容許人類活動範圍，達到都市生態與人為活動友善共存之介面。 

本研究經探討議題收集整理相關調查資料，以生態為主要目標，將資料分成兩大

類：發展潛力條件與發展限制條件，疊加後找出適合筏子溪之土地適宜性，其結構分析

如圖 4-29： 

 

圖 4- 29 土地適宜性發展條件分類圖 

(本研究繪製) 

 

4.2.1 發展潛力條件分析 

本研究以生態為主要河岸規劃，發展成水岸光觀休閒，其生態物種生存環境皆為發

展潛力之一，此區域發展潛力條件包括：水域型態、植栽綠地型態、農耕作物型態以及

河川中的生態水體設施等，其分析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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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川水域型態 

筏子溪是台中市市區唯一的生態河川，礫石河床、植被護岸、水中水域動物、

高灘地陸域動物，甚至是飛翔的鳥類，都會來此覓食、棲息，維持著基礎的生態系統

運作。 

都市中的河川水域面積，可以降低都市硬鋪面所吸收之溫度，因水的比熱較大，

吸熱與放熱速度較緩，夜間所排放之熱量低於其他硬鋪面之熱量，減緩都市的熱島效

應。但因筏子溪的河川受到汙染，嚴重影響到河川原有的自淨能力，使耐汙染生物越

來越多，脅迫到原生物種的生存，使原始物種擁有適合的環境，卻沒有適當的水質條

件，為維護生態平衡，需盡快還給生態一條乾淨的溪水。 

  

圖 4- 30 河川水域圖 

   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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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植栽綠地型態 

植物行光合作用，合成碳水化合物，進而製造蛋白質，供給部分養分予以生長。

而這些茂密的灌木叢區、喬木植栽區域，樹木結果實，枯葉飄零腐爛於表土，形成養

分，使這些區域成為生物間前來覓食、棲息、移動，成為自然的生態廊道，維持著基

本的生態系統運作。而植物行光合作用，不只能製造養分供給自己生長，其光反應中

所產生的氧氣，提供都市新鮮空氣；暗反應吸收二氧化碳，增加都市的空氣替換率。 

植栽綠地的土地型態，減少地表陽光直射面積，植物葉面吸收的熱量，轉換為

能量，降低了地表受熱，減緩都市熱島效應。都市發展而被切割的斑駁零碎棲息地，

需重新串聯，使其區域內的生物能夠相互交流，創造生物多樣性的生態都市。 

圖 4- 31 河岸灌木區域圖 圖 4- 32 喬木分佈區位圖 

 

   灌木    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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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耕作物型態 

早期人們引水灌溉，因此河川附近的土地皆為農業用地，而本研究範圍內的筏

子溪周邊土地亦是如此，隨著時代改變，河岸產業由一級產業轉為二級產業，部分農

地已改建為工廠，部分維持著農耕地繼續耕作。 

在國際濕地拉姆薩公約中，農地是人工濕地其中之一，其農地的生物物種豐富，

引水灌溉的渠道亦是天然的廊道。農耕作物的土地型態提供了生物棲息場所、涵養地

下水以及調節微氣候，善加利用既有的農地規劃管理，促進生物交流互動，達到都市

河川的生態功能完整性。 

 

圖 4- 33 農耕作物分佈圖 

 

   農地 



台中市筏子溪生態廊道之研究與建構─以中游為例 

逢甲大學 e-Theses & Dissertations( 100 學年度) 150

4. 河川中的生態水體設施 

河川中的生態水體設施能促進生物移動，增加殘留斑塊的棲地物種相互交流，

進而達到生物多樣性的生態都市。本研究範圍中的筏子溪，透過現況調查將資料彙整

成如圖 4- 34、圖 4- 35。 

河川兩岸動物藉由河川中自然形成的生態跳島，遊走兩岸棲地，增加兩岸的物

種豐富性；河岸的蛇籠護坡，經長年累月風沙堆積，成了現在植被覆蓋的生態護坡，

蛇籠工法因與河川呈垂直建構，因此能夠避免洪水沖毀護岸，並可提供許多生物物種

棲息、移動、覓食、交配，達到生態效益兼具都市河川安全性。 

圖 4- 34 自然生態跳島分佈圖 圖 4- 35 生態工法護坡區位圖 

 

4.2.2 發展限制條件分析 

本研究以生態為主要河岸規劃，發展成水岸光觀休閒，其生態物種生存環境屬發展

潛力條件，反之，會阻礙或干擾生物等因子，歸納為生態發展限制條件，此區域發展限

制條件包括：建築物型態、水岸活動設施據點、河川中的人工水體設施、交通路網系統

以及未來土地使用分區等，其分析結果如下： 

   生態跳島    生態護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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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築物型態 

都市中硬舖面占了絕大部分，其造成了都市逕流量的增加，都市蓄熱過高；大

面積的鏡面建築立面，擾亂了鳥類的飛行路徑；夜間的過度照明，影響了動植物的生

長週期。硬舖面的建構除了提供人類方便使用外，對生態幾乎沒有幫助，對都市也造

成了微氣候的改變，導致熱島效應的產生。 

為改善人工建物所帶來的影響，應將都市硬舖面更改為綠地或透水層舖面，屋

頂綠化，減緩雨水逕流量產生，並增加飛行物種之都市跳島；建築立面開口部分，建

議室內採用不透光窗簾，減少都市光害等問題，以達到都市背景綠點效果，進而成為

生態都市。 

 

圖 4- 36 建築物分佈區位圖 

   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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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岸活動設施據點 

人為活動會影響到生物移動路徑，其廟會活動所產生之廢棄物、慢跑運動後使

用的殘留物、電網捕魚等行為，皆會造成生態的破壞與汙染。而行人步道系統欠缺維

護管理，使活動人數已過於稀少的筏子溪民眾，必須與車爭道，且自行車還需橫越車

水馬龍之陸橋，安全性受到威脅。 

為避免生物受到驚嚇，其人為活動與生物棲地間應設置緩衝綠帶，加寬人為活

動與動物棲地間的距離，減緩干擾程度；利用涵管的埋設，增加因人為而阻斷的物種

移動路徑，維護生態棲地環境。 

 

圖 4- 37 水岸活動設施據點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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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河川中的人工水體設施 

河川中的人工水體設施皆為混擬土建構而成的，其表面植物生長不易，阻絕生

物移動路徑，水泥建材的設置更造成了都市溫度的攀升。河岸邊的混擬土護坡與河

堤，其功能為防止洪水氾濫，沖毀護岸，僅止於安全效益，對生態環境無益處。而岸

邊河堤其高度，更阻擋了河岸景觀。 

為連結人工設施兩端之生態，建議採用自然原形石材疊砌於表層，柔化視覺景

觀，增加護岸表層多孔隙，營造原生植被植栽環境，促進生態物種移動交流，減緩都

市地表溫度增加，亦可兼顧安全效益與生態效益。 

圖 4- 38 人工設施水泥護岸分佈圖 圖 4- 39 人工設施河堤區位圖 

 

   人工護坡    人工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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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交通路網系統 

此研究範圍交通縱橫交錯，高鐵沿筏子溪建構，永安橋、福安橋、東海橋與虹

揚橋，橫越筏子溪，國道高速公路的交流道盤據於旁。陸橋、高鐵的橋墩直落於河床

中，汽機車所帶來的排放氣體、塵埃、噪音，高速行駛的高鐵及噪音，對河川生態的

影響以及干擾，阻斷了生物之間的串聯。 

為補償交通路網所帶來的負面影響，應於高架橋下植栽綠化，增加橋下兩端物

種移動；陸橋兩側設立植栽綠網，幫助飛行動物順利橫越；增加榕樹、菩提樹、朴樹

等原生樹種，淨化都市空氣、減少落塵與噪音干擾；建立生態隧道，促進因道路切割

破碎棲地內之生態物種間的互動交流，達到生物多樣性之生態都市。 

 

圖 4- 40 高鐵交通區位圖 圖 4- 41 道路陸橋路網圖 

 

   高鐵    道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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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未來土地使用分區 

原為農地使用地區，在未來的都市規劃中，地目變更為住宅區域，使生物失去

了屬於生態環境的農田，生態物種穿越區域範圍受到限制且縮小。而住宅區的建立，

減少了都市綠地面積，造成都市逕流量的增加，都市微氣候的負面效應，夜間照明對

河川生態的影響。其住宅區位離河川水域距離較近，人為安全受到擔憂。 

為減緩未來大面積建築開發對生態造成的影響，建議鄰近河岸面建物退縮，庭

園綠化，加寬緩衝區域；屋頂綠化，成為鳥類的都市跳島，增加其移動路徑，並減緩

雨水逕流量；建築立面開口，加裝不透光窗簾，使其生態週期規律，維持河川生態系

統。 

 

圖 4- 42 土地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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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調查資料彙整後，以環境為出發點對土地利用進行規劃，將環境因素分類為生

態發展潛力與生態發展限制，藉由圖層關係套疊後，了解土地的適宜性，減少土地的開

發行為對環境的衝擊，找出最為適當的土地利用型態，使規劃設計更具可行性。 

 

圖 4- 43 土地適宜套疊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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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 

McHarg 所發展的適宜性分析，其應用於本研究中，可由表 4- 1 清楚的看出分析過

程，了解準則間相互因果關係，並作為疊圖之依據。 

表 4- 1 McHarg 適宜性分析步驟的應用 

步驟 說明 輸出 

I.  確立土地使用類別，並界定各種使用別

之需求，以矩陣表示之。 

II.  分析各種土地使用類別與現況土地使用

型態相關性，以矩陣表示之。 

 

III. 確立土地使用類別細項與各需求項目之

相關性，以關聯表示之。 

IV.  將與土地使用需求相關之現況土地使用

型態因素，根據所建立之適宜性分析規

則，套繪於圖上，以得到各種土地使用

之發展潛力圖。  

V.  界定各種土地使用類別與現況土地使用

型態間之發展限制項目，以矩陣表示

之，並套繪於圖上，以得到各種土地使

用之發展限制圖。  

VI.  建立適宜性分析規則，將各種土地使用

之發展潛力圖與發展限制圖重疊，以得

到適宜性分佈圖。 
 

VII. 套繪出一張複合性土地使用適宜性圖，

表示出最適宜各種使用之分佈。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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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現況調查之各類土地使用型態，依據不同性質與功能個別探討，並以單一圖像形

式呈現，再把各個因素層級加以套疊(如圖 4- 43)，易了解與觀察各個土地利用類型之

間的關聯性，透過分數評估各因素關係層級更加明確，以自然生態的觀念為出發點，將

各種土地使用作相容性分析，發現偏生態環境用地如農耕用地、生態水體與水域型態

等，與自然型態用地相容性偏高，與人為活動用地相容性偏低；反之，偏人為環境用地

其對應使用型態為與自然型態用地相容性偏低，與人為活動用地相容性偏高；而植栽綠

地卻與人為環境用地及自然環境型態兩者相容性皆為偏高，可知其植栽綠地之重要性，

如表 4- 2。相容性評估等級分別為兩者關係強，相互連通性高，是為最適宜 1分；兩者

關係普通，或相互連通可能不需要，是為 2分；兩者關係微弱，相互連通性低，是為最

不適宜 3分。 

表 4- 2 土地使用型態相容性表(本研究整理) 

 水域

型態 

植栽

綠地 

農耕

作物 

生態

水體 

建物

型態 

水岸活

動設施 

人工

水體 

交通

路網 

水域型態  1 1 1 3 2 3 2 

植栽綠地   1 1 1 2 1 2 

農耕作物    1 3 2 1 2 

生態水體     3 2 3 2 

建物型態      1 2 1 

水岸活動設施       2 1 

人工水體        2 

交通路網         

註：最適宜 1分，關係連通性普通 2分，最不適宜 3分。 

於問卷分析整理結果中，將筏子溪未來發展方向，包含溼地教育空間、水質處理區、

滯洪區、廟前廣場、運動公園等五大方向為規劃之目標項目，並界定各種土地使用類別

的需求，以矩陣方式表示，如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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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土地與使用活動相容性分析表(本研究整理) 

       土地使用類別 

土地使用需求 
溼地教育空間 水質處理區 滯洪區 廟前廣場 運動公園

土地性質為土壤 1 2 1 3 3 

交通可及性 2 2 2 1 1 

穩定的水源 1 1 3 3 3 

規律性的植栽 3 3 3 1 1 

大面積的開放空間 1 1 1 1 1 

註：最適宜 1分，關係連通性普通 2分，最不適宜 3分。 

透過相容性評估將規劃項目配置於現況土地型態中適宜之區位，其適宜種類分為適

宜的，有條件的適宜，以及不適宜的。適宜的，指不具顯著之限制或僅具微之限制，相

互連通性高有助於生態移動路徑，且不影響使用生產力，是為最適宜 1分；有條件的適

宜，指具有某部分限制因素，相互連通性不高或可能不需要，是為 2分；不適宜的，指

土地之限制因素，兩者關係微弱，相互連通性低，是為最不適宜 3分，如表 4- 4。 

表 4- 4 土地使用需求關聯性評估表(本研究整理) 

            土地使用需求 

土地型態 
溼地教育空間 水質處理區 滯洪區 廟前廣場 運動公園 

水域型態 1 1 1 3 3 

植栽綠地型態 1 1 1 2 1 

農耕作物型態 1 2 1 3 3 

生態水體型態 1 1 1 3 2 

建物型態 3 3 3 1 2 

水岸活動設施 2 2 2 1 1 

人工水體型態 3 3 3 3 2 

交通路網型態 3 2 3 1 1 

註：最適宜 1分，關係連通性普通 2分，最不適宜 3分。 

本研究範圍內西半部區域已由台中市西屯區自辦都市重劃，分析結果扣除自辦重劃

區域內容，套疊分析劃設依各土地使用分區需求如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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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條件需求與土地使用類別相關性 

  土地使用類別 

 

條件需求 

溼地教育空間 水質處理區 滯洪區 廟前廣場 運動公園 

水 土

地 

植

栽 

交

通 

水 土

地

植

栽

交

通

土

地

植

栽

交

通

土

地

植

栽 

交

通 

土

地 

植

栽

交

通

水源供應      

充足                  

不足                  

土地性質      

礫石                  

壤土                  

柏油                  

植栽      

沼澤濕地                  

草地                  

喬木                  

交通屬性      

人行步道                 

腳踏車道                 

車行道路                  

(本研究整理) 

1. 透過基地議題中的多項現況調查，發現筏子溪上游水質汙染較為嚴重，進而選

定其水質處理空間區位之位置，其選定為距上游汙染處較為靠近且交通可及性

較為低之區位。 

2. 藉由土地等級評估表而套疊出滯洪區於本基地範圍內有兩處為宜，其一區塊因

文獻而訂定為水質處理空間，另一區塊為筏子溪與港尾仔溪匯流交界處，屬流

量較為大之區域，因此將兩條溪流匯流處之土地劃設為滯洪區。 

3. 溼地教育空間其套疊出三塊適宜區位，扣除重疊區塊分別劃設為水質處理區與

滯洪區，將溼地教育空間選定為基地下游處之高灘地，且其區位旁為自辦重劃

之文教區域，可將其結合利用。 

4. 本研究範圍內有兩座寺廟於此，但因廟前廣場空間不足，導致使用民眾停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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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不長，部分民眾採用自製休憩空間，因此將廟前空間部分劃設為廣場，提供

廟會節慶活動場所。 

5. 運動公園之劃設透過疊圖分析出兩塊適宜區塊，其中部分位於交流道交界處，

雖屬適宜性開發，但因綠地面積較為零碎，且交通流量過大車速過快，不宜劃

設為運動公園。而設置於住宅區旁，不但可供民眾休閒活動使用便利，且建議

在未來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將公園綠帶引入住宅區中，提供一個優良的生活品

質，並促進生態物種的遷移，進而成為生態都市。 

 

將上述表格內容以圖面方式呈現，適宜的土地型態以淺灰色標示，有條件的適宜土

地型態以灰色標示，不適宜的土地型態以深灰色標示。釐清該規劃項目之區位適宜性配

置，其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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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溼地教育空間 

以生態環境空間為基礎背景，塑造溼地教育空間適宜性區位，其土地使用型態歸類

為適宜開發區的包含：水域型態、植栽綠地型態、農耕作物型態、生態水體型態，

以及有條件的適宜包含：交通路網型態與水岸活動設施型態，不適宜開發區包含：

建築型態與人工水體型態，套疊後將適宜開發與有條件的適宜土地型態範圍框選標

示，為其溼地教育空間適宜性開發等級之區位。 

 

 

圖 4- 44 溼地教育空間適宜套疊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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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5 溼地教育空間適宜性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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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質處理區 

以生態環境空間為基礎背景，塑造水質處理區適宜性區位，其土地使用型態歸類為

適宜開發區的包含：水域型態、植栽綠地型態、生態水體型態，以及有條件的適宜

包含：農耕作物型態、水岸活動設施型態與交通路網型態，不適宜開發區包含：建

築型態與人工水體型態，套疊後將適宜開發與有條件的適宜土地型態範圍框選標

示，為水質處理區適宜性開發等級之區位。 

 

圖 4- 46 水質處理區適宜套疊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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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7 水質處理區適宜性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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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滯洪區 

以生態環境空間為基礎背景，塑造滯洪區適宜性區位，其土地使用型態歸類為適宜

開發區的包含：水域型態、植栽綠地型態、生態水體型態與農耕作物型態，有條件

的適宜包含：水岸活動設施型態，以及不適宜開發區包含：建築型態、人工水體型

態與交通路網型態，套疊後將適宜開發與有條件的適宜土地型態範圍框選標示，為

滯洪區適宜性開發等級之區位。 

 

圖 4- 48 滯洪區適宜套疊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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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9 滯洪區適宜性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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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廟前廣場 

以生態環境空間為基礎背景，塑造節慶活動廣場之適宜性區位，其土地使用型態歸

類為適宜開發區的包含：建築型態、水岸活動設施型態與交通路網型態，有條件的

適宜包含：植栽綠地型態，以及不適宜開發區包含：水域型態、農耕作物型態、人

工水體型態與生態水體型態，套疊後將適宜開發與有條件的適宜土地型態範圍框選

標示，為節慶活動之廣場適宜性開發區位。 

 

圖 4- 50 廟前廣場適宜套疊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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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1 廟前廣場適宜性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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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運動公園 

以生態環境空間為基礎背景，塑造運動公園之適宜性區位，其土地使用型態歸類為

適宜開發區的包含：植栽綠地型態、水岸活動設施型態與交通路網型態，有條件的

適宜包含：建築型態、人工水體型態與生態水體型態，以及不適宜開發區包含：水

域型態、農耕作物型態，套疊後將適宜開發與有條件的適宜土地型態範圍框選標示，

為運動公園適宜性開發區位。 

 

圖 4- 52 運動公園適宜套疊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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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3 運動公園適宜性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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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述各土地使用之條件需求，所建立的適宜性規則，將土地使用需求與其決定因

子屬性關係繪製土地使用適宜性區位圖，如圖 4-54。 

 

圖 4- 54 土地使用適宜性區位圖 

 

圖 4- 55 全區配置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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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航照圖顯示現況的都市綠帶位置，標示綠帶並將各綠帶區位藉由網絡方式串

聯，使筏子溪之生態物種能夠藉此路徑移動。都市生態廊道路徑的規劃依據現有的綠帶

連結，因此部分路徑遭阻隔，其應對方式為於交通道路交流道下設置生態隧道，於河川

設置生態跳島，於過寬道路設置綠帶與引誘動物穿越之設施，藉此路徑的串聯供未來住

宅區域綠帶的建置，進而促進生物移動，達到友善共存的生態都市。 

 

圖 4- 56 全區生態綠廊道規劃套疊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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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生態廊道路徑的規劃依據現有的綠帶標示，路網連結，因此部分路徑遭阻隔，

其應對方式為於交通道路交流道下設置生態隧道，於河川設置生態跳島，於過寬道路設

置綠帶與引誘動物穿越之設施(如表 4-6)，藉此路徑的串聯供未來住宅區域綠帶的建

置，進而促進生物移動，達到友善共存的生態都市。 

表 4- 6 應用於都市之生態廊道形式 

a.生態隧道 b.生態跳島 

  

c.生態路廊 d.生態誘導設施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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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教育型人工溼地規劃 

將前述章節所探討的規劃概念、問卷調查與基地環境土地適宜性對應整合後，以教

育型人工濕地為部分示範參考，以需保育之鳥類為規劃目標，採用現況原有的植物或原

生植栽為誘鳥手法，藉由濕地使其區域生態多樣性，並同時淨化筏子溪水質。透過教育

型人工濕地將人的休閒活動引入，創造生態與人友善共存之空間。 

 

圖 4- 57 教育型人工溼地配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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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河川護岸可穩固護坡構造物購置後環境之變化，應用植物之選擇應有所不

同。基本上為適應河岸之生態環境，應導入原生植物或現況原有之植物，而部分配合誘

鳥及水質淨化，則酌量選取引進具有生態效益之植物。 

表 4- 7 水質淨化植物表 

名稱 功能 屬性 習性 

香蒲 

(水蠟燭) 

根部有海綿組織可以吸納與過

濾水中的汙染物質 

草本(挺水植物) 原生 

滿江紅 能和其共生的藻類保有氮肥，往

住會使水稻生長得更好。 

草本(挺水植物) 原生 

水毛花 除去水體中漂浮性金屬離子 草本(挺水植物) 原生 

燈心草 沉澱及過濾水體中物質 草本(挺水植物) 原生 

野馬蹄 過濾水質 草本(挺水植物) 原生 

澤瀉 過濾水中物質 草本(挺水植物) 原生 

台灣水龍 遮陽方式除去水中藻類 草本(挺水植物) 原生 

狐尾草 遮陽方式除去水中藻類 草本(挺水植物) 歸化 

鹼草 除去水中重金屬離子 草本(挺水植物) 栽培 

紅辣蓼 去除水中異味 草本(挺水植物) 原生 

絨毛蓼 去除水中異味 草本(挺水植物) 原生 

輪傘沙草 除去水中重金屬離子 草本(挺水植物) 歸化 

節節草 淨化水質 草本(沉水、挺水植物) 原生 

杏菜 除去水中有機質 草本(浮水植物) 原生 

布袋蓮 除去水中重金屬離子 草本(浮水植物) 歸化 

大萍 遮陽方式除去水中藻類 草本(浮水植物) 歸化 

金魚藻 淨化水質 草本(沉水植物) 原生 

苦草 淨化水質 草本(沉水植物) 原生 

石龍尾 淨化水質 草本(沉水植物) 原生 

水蘊草 淨化水質 草本(沉水植物) 原生 

野薑花 去除水中異味 草本 原生 

菖蒲 除去水中異味 草本 栽培 

水丁香 除去水體中菌類及異味 草本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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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防風及護坡植物表 

名稱 功能 屬性 習性 

南美蟛蜞菊 為公路護坡，河海溪護堤及水泥牆面綠化之

常用植物，在泥岩地區、崩塌地區、水庫保

護帶或河川堤防、護岸主要植生植物。 

藤本 歸化 

蘆葦 優良固堤植物 草本 原生 

毛馬齒莧 抗強風，耐鹽性、耐旱性、耐寒性。 草本 原生 

甜子根草 防風定砂先驅植物。 草本 原生 

波葉山螞蝗 荒地先驅植物，固土護坡。 灌木 原生 

朱槿 綠籬植物，耕地防風樹種。 灌木 栽培 

九芎 防止土石崩落，水土保持護坡樹種。 喬木 原生 

相思樹 水土保持護坡樹，為台灣低海拔造林主要樹

種。 

喬木 原生 

黃槿 耕地防風樹種，於河岸作為過濾帶或保護帶

植物。 

喬木 原生 

樟樹 樹性強健粗放，壽命長，耐熱、耐旱、耐瘠、

抗風、抗污染，為台灣造林綠化的主要樹種。

喬木 原生 

構樹 崩塌先驅植物，生態綠化、誘鳥植物 喬木 原生 

朴樹 耐鹽性、耐旱，抗風、耐塵。 喬木 原生 

(本研究整理) 

 

表 4- 9 誘鳥及淨化空氣生態綠化植物表 

名稱 功能 屬性 習性 

構樹 淨化空氣，抗風耐旱。果實為綠繡眼、白頭翁、

麻雀、白環鸚嘴鵯、五色鳥與紅嘴黑鵯等食餌。

喬木 原生 

樟樹 樹性強健粗放，壽命長，耐熱、耐旱、耐瘠、抗

風、抗污染，為台灣造林綠化的主要樹種。 

喬木 原生 

榕樹 抗空氣汙染能力強，淨化空氣，減少落塵量。果

實為綠繡眼、白頭翁、麻雀與烏頭翁之鳥餌植物。

喬木 原生 

雀榕 果實為綠繡眼、白頭翁、烏頭翁、紅嘴黑鵯、麻 喬木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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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珠頸斑鳩、台灣藍鵲、白環鸚嘴鵯、黃眉柳

鶯、白眉鶫、赤腹鶇與五色鳥等之鳥餌植物。 

血桐 果為綠繡眼之鳥餌植物。 喬木 原生 

稜果榕 樹性強健，深根性，生長快速，萌芽力強。不擇

土質，抗空氣汙染，抗風力強，耐潮、耐鹽，病

蟲害少見。 

喬木 原生 

鳳凰木 花為銀紋淡黃蝶之蜜源植物，葉為黃蝶屬蝴蝶之

食草。生性強健，抗旱，耐熱，抗汙染，生長快

速。 

喬木 栽培 

毛柿 生長緩慢，樹性強健，耐空氣汙染、抗旱，病蟲

害不多，耐風、耐鹽。 

喬木 原生 

無患子 對空氣汙染之抗害力中等，對二氧化硫抗性較

強。 

喬木 原生 

鳥桕 生性強健，對空氣汙染之抗害力強，抗風力差。

果實為綠繡眼、白頭翁與繡眼畫眉之鳥餌。 

喬木 歸化 

茄苳 對空氣汙染抗害力強，但對臭氧敏感。果實鳥喜

食。 

喬木 原生 

菩提樹 生長快速，萌芽力強，根系發達，抗強風、抗空

氣汙染。 

喬木 栽培 

朴樹 果為綠繡眼、白頭翁之鳥餌植物。 喬木 原生 

春不老 生態綠化誘鳥樹種。 喬木 原生 

馬纓丹 為誘蝶、環境綠化或生態綠化常用植物。 灌木 歸化 

葎草 為黃蛺蝶之誘蝶植物。 草本 原生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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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鳥植生原則(林信輝，2003) 

誘鳥植生最重要在於棲地環境的營造，而其設計的重點，則包括： 

1. 高度歧異度的植群 

高大的喬木群，可提供樹林上層、中層與下層的不同棲位，以利不同鳥類的利用。 

2. 提供食餌植物 

適當的食餌植物，是最方便的誘鳥方法。鳥類的食餌植物通常具有明顯的花或果實，

亦或該種植植物能誘集昆蟲，而間接達到誘鳥的目的。 

3. 提供掩蔽環境 

不同的鳥類，其親近人類的距離不同。部分鳥類喜歡掩蔽於叢林或草叢中，故提供

適當的掩蔽十分重要。 

4. 提供濱水環境 

水資源亦為鳥類日常所需，即使是陸鳥，也需要清潔的水源，供其飲用與沐浴，以

維持健康與羽毛的清潔，如有地方能提供水資源，鳥類就容易群聚。 

5. 適當的緩衝地帶 

緩衝區可增加棲地的複雜性，既可利用樹林掩蔽，也可以利用交界區捕食，促使鳥

類生存的機會大增。 

表 4- 10 保育之鳥類習性表 

名稱 棲息地 習性 覓食區及食源 

小雨燕 

 

都市及農地上空

活動，利用屋簷

或橋梁下方築

巢。  

腳細小而軟弱無力，無法

用來站立及支持體重，落

地後即無法起飛，幾乎所

有活動都在空中進行，夜

晚才回到巢中棲息。 

空中捕食蚊蚋等飛翔

的昆蟲，需要飲水時

會低空快速掠過輕點

平靜水面。 

小雲雀 

 

生活於河川地，

開闊而長有短草

叢的環境。 

日間除覓食外，大部分時

間會躲於高草或陰影下

休息，夜間則立於草地上

棲息。 

啄食地面的種籽與昆

蟲。 

 

白環鸚嘴鵯 

 

出現於樹林邊緣

和灌叢區。 

喜歡在灌叢、開闊的樹林

或果樹林的中下層活

動。喜停棲在灌木草叢頂

端或草穗上。 

食性中有 90%是植

物，以昆蟲及漿果為

主，也會吃草籽等種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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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鶺鴒 

 

喜好山澗溪流、

水域附近、住家

屋頂或開闊空

地。 

多在地表或石頭上活

動，也會棲息在樹枝上。

受到驚嚇時常會飛入樹

叢中。 

主要以陸域或水域無

脊椎動物為食。 

番鵑 

 

棲息於河谷平

原，喜愛芒草與

灌叢雜亂交錯的

平坦荒地。 

常隱身於濃密的灌叢間

地面淺潛行覓食。飛行能

力不佳，經常在穿越鄉間

道路時被車撞死。 

以較大型的昆蟲、漿

果等為食。在灌叢地

面行走會跳躍覓食。 

白腹秧雞 

 

棲息於有蘆葦或

雜草的沼澤地和

灌木的高草中、

濕灌木、稻田、

甘蔗田及河流和

池塘邊。  

白天在植物茂密處會水

邊草叢中活動，晨昏是活

動高峰。夜間會上矮枝過

夜。善步行、奔跑及涉

水，平時不飛翔，受驚嚇

時多奔跑隱入密叢裡。 

食昆蟲、魚類、草籽

和水生植物的嫩莖和

根。 

中白鷺 

 

棲息於沼澤地、

河畔、池塘等，

較喜歡近水域的

草地。 

常與鷺科其他鳥類如小

白鷺、大白鷺等混群在各

類濕地覓食。覓食時多於

水邊或淺水中，等待獵物

游近後啄食。 

各種水生動物及陸域

昆蟲。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台灣鳥類誌》，劉小如等人，2010) 

 

人工濕地植栽計畫主要保留原地之樹種，並植入誘鳥之原生植物，其近筏子溪之腹

地，大量採用穩固護岸及護堤之植物與部分的誘鳥植物。而靠近汽機車交通道路之介

面，以多層植栽、加寬緩衝區等方式，減緩對生態的衝擊，其緩衝區之植栽樹種，以能

淨化空氣污染，抗汙染力較強之樹種，並其中穿插誘鳥之植物，採用草本、灌木、喬木

等樹種，塑造不同鳥類棲息之高度習性區域，增加物種多樣性。其教育型人工濕地植栽

樹種配置計畫如下圖 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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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8 植栽樹種配置圖 

   新植入植栽樹種    原現有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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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淨化方式採用自由表面流系統(FWS)且多使用挺水及漂浮性植物為主，植物透

過根部及地下莖系統將氧氣傳送到處理系統底部，供水面下好養微生物的附著生長，進

行生物淨化水質處理，而水質淨化的處理流程(圖 4-59)與剖面示意(圖 4-60)呈現如下。 

 

圖 4- 59 水質淨化流程圖 

圖 4- 60 水質處理剖面示意圖 

水質處理方式其密植區 1與密植區 2之植物大多採用挺水性植物，開放水域之植物

則以浮水與沉水植物為主，景觀生態池則是以挺水植物與喜好生長於水岸之植物做為人

與生態池間之緩衝帶，池中則用沉水性植物做淨化，並保持景觀池的開放性易於生態觀

察，其各淨化水池植栽物種及功能如表 4-11。 

表 4- 11 水質處理植栽配置功能表 

密植區 1 

燈心草、野馬蹄、香蒲：沉澱及過濾水中物質。 

節節草：淨化水質。 

輪傘沙草：除去水中金屬。 

野薑花、菖蒲：去除水中異味。 

台灣水龍：遮陽方式除去水中藻類。 

蘆葦：優良固堤植物。 

開放水域 

水丁香：除去水中異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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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魚藻、水蘊草、石龍尾、苦草：淨化水質。 

杏菜：去除水中有機質。 

大萍：遮陽方式除去水中藻類。 

密植區 2 

燈心草、澤瀉：沉澱及過濾水中物質。 

石龍尾、水蘊草、節節草：淨化水質。 

絨毛蓼、野薑花：去除水中異味。 

鹼草：去除水中金屬。 

景觀生態池 

狐尾草、台灣水龍：遮陽方式除去水中藻類。 

滿江紅：與藻類保有氮肥，增加土壤養分。 

蘆葦：優良固堤植物。 

野薑花：除去水中異味。 

金魚藻、水蘊草、石龍尾、苦草：淨化水質。 

 

 

原東海橋下採用人工混擬土護岸，建議打掉表面層改採用生態工法之

砌石護岸，其表面層植生植物，連結因人工舖面而遭破壞之橋梁兩側

之生態。部分並建立友善步道，供人行與自行車通過，使此區域休閒

遊憩道路形成環狀。 

 

圖 4- 61 東海橋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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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河岸高灘地創建教育型人工溼地，其高灘地於尋常洪水量時，也

較少發生淹滅之情形，且其設施採用較為生態之透水磚，半開放木建

構高架之觀鳥亭，具通風且保留底棲生物遷移活動空間。原有之河堤

採培厚加寬之方式，增加車行通道與生態間的緩衝帶。 

 
圖 4- 62 人工溼地入口廣場剖面示意圖 

 

河岸與高灘地間改用石籠護岸增加護坡的穩定性，且可提供釣客釣魚

之親水空間。增設自行車與橋梁間的聯通坡道，利用橋梁完善的人行

步道，使其與河岸人行步道做連結，提高河岸原有之人行步道與橋梁

上之觀景台的使用率，並使休閒遊憩之區域形成換狀，呈現完整的休

閒遊憩生態空間。 

 

圖 4- 63 弘揚橋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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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本研究使用誘導式結構操作，作為生態廊道規劃建構之準則，依據都市河川議題、

河川生態議題、生態廊道議題、環境共生議題與基地議題等文獻探討，歸結台中市筏子

溪生態廊道之要點，並透過交互建構推論出「尊重生態隱私權給予生存之道─保留核心

區，建立廊道之連結」、「維修過渡異空間─緩衝區的建置，多孔隙的生態設施」、「走出

戶外‧讓我們看雲去─結合都市與水岸休憩活動」、「大自然是最好的學習對象─尊重自

然特性，塑造學習教育環境」、「家‧還是自己的最好─重建原生環境，穩固食物鏈基層」

與「人工存在的意義─以自然為主的地景人工建物」等六項之建構規劃概念。透過疊圖

與問卷訪談的輔助，對土地利用與發展方向更為明確，依據本研究成果分析說明如下： 

1. 本研究中誘導式結構理論，藉由問題界定後的議題方向探討，蒐集各議題中的

專家論述作為歸結之依據，是一種較為客觀的方式依循研究範圍蒐集資料並統

整歸納後，提出個人推論。因此誘導式結構理論能幫助規劃設計導向客觀性之

方針，其主觀規劃設計背後有著實際文獻資料作為推導依據，提高其規劃設計

的可行性。 

2. 由民國 88 年至 97 年航照圖(圖 2-12)可以看見此河段河岸的變化，原為自然綠

籬的河岸在民國 92 年航照圖中發現大量新建混凝土護岸，而後河道拓寬，雖然

部分河岸改為蛇籠工，但生態已遭破獲，因此將其混凝土表層打成碎石，以砌

石工法修建，增加護岸多孔隙空間，促進生態物種間之交流。 

3. 在探討基地議題過程，藉由現況調查與問卷訪談的輔助，更為深入了解基地的

在地文化、對於現況的不足以及民眾未來的期望。其調查結果顯示，現況河岸

步道設施不具有連結性且欠缺維護管理，使陸橋上的步行系統與觀景台無法達

到效用、河岸步道雜草叢生，導致民眾對筏子溪之步道系統滿意度偏低。 

4. 於現場調查與問卷紀錄顯示，筏子溪動植物種類繁多，是許多專家學者選擇觀

察之地區，但因現況並無此類觀賞相關設施，沿岸雜草繁多，使一般民眾不易

發覺，因此認為筏子溪不具有生態性，視為一條汙染嚴重之河川。河岸周遭休

憩設施嚴重缺乏，致使民眾無意願停留聚會以及休閒活動的產生。 

5. 依據土地使用現況型態將同質性逐一分類，將需劃設之目標加入套疊，依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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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而對土地使用現況型態而有不同的適宜限制等級評估，進而將適合的使

用項目套入現況土地中，於河川汙染嚴重上游處設置水質處理區，於兩條河川

匯流處設置滯洪區域，於文教區旁之高灘地設置溼地教育空間，於廟前設置活

動廣場，於住宅區間劃設公園綠帶的美化，透過不同的目標與土地等級評估而

選定適宜開發之區位，達到土地最佳利用。 

6. 都市生態廊道路徑的規劃依據現有的綠帶標示，路網連結，因此部分路徑遭阻

隔，其應對方式為於交通道路交流道下設置生態隧道，於河川設置生態跳島，

於過寬道路設置綠帶與引誘動物穿越之設施，藉此路徑的串聯供未來住宅區域

綠帶的建置，進而促進生物移動，達到友善共存的生態都市。 

依據本研究成果為基礎，探討各都市與生態共存之方法，並以生態為主，輔助都市

意象與休閒活動的產生，透過現場問卷訪談方式，更加瞭解民眾對筏子溪的期許與願

景，使其規畫目標更具體與改善，並經由 McHarg 的適宜性疊圖分析，釐清土地使用的

發展限制因子與發展潛力因子，對土地使用完善規劃與利用，助於都市計畫土地變更項

目的參考依據。以誘導式結構推導而出的原則為概念，疊圖分析後之土地適宜性規劃，

使其區域規劃對生態生存環境更為尊重且土地妥善使用，迴避生態物種原有之棲息空

間，避免過多的施工與建設，且透過跳島、陸橋、涵管等方式連結生態棲息地，進而建

構生態與人文環境之介面，達到友善共存之目標。 

 

5.2 研究成果與改善對策 

依據誘導式結構與土地利用型態分析結果，進而探討解決改善現有都市生態空間與

人文活動區域之方法，並以誘導式結構推論原則為目的，本研究提出「都市背景綠點」

以增加都市中植栽綠化量，促進物種移動與降低生態環境衝擊的「生態道路工程」，連

結人文活動之基礎架構進行。 

「都市背景綠點」中說明都市的綠地系統可借重無數的背景綠點來提升生態環境。

所謂的背景綠點，是指利用生活環境中的小地方來進行綠化，例如屋頂、陽臺、露臺、

牆角等，來構成無數的背景綠點。而「生態道路工程」，是運用迴避、減緩、補償與連

結等原則增建道路通廊，減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降低開發面積。 

依據研究結果，結合「都市背景綠點」及「生態道路工程」兩項基礎架構，本研究

因應土地利用型態提出改善對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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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築管理之綠化提升： 

於建築管理準則中，應指定適當距離退縮綠化以做為開放空間及實行植栽

綠帶設計。於私人建築基地應集中除依法退縮綠帶留設開放空間，亦應將綠化

集中至街廓內部留設，予以植栽綠化。 

 

2. 開放空間綠化： 

對於公共開放空間的建築物，期開放空間應留設於到路邊並與以綠化，學

校、文化中心、美術館等公共設施用地應須退縮建築並種植喬、灌木，形成植

栽緩衝區。 

3. 鼓勵建築立體綠化： 

於建築管理準則中，應鼓勵建築物立面、陽台、露台及屋頂之立體綠化，

以增加都市內之綠化範圍，促進生態物種間的遷移與棲息。 

4. 倡導河岸護坡之生態化： 

河岸護坡較為平緩處應以生態工法之 L型砌石工法，營造多孔隙場所，提

供水域動物棲息與食物來源；河岸護坡較為陡峭處應以 I型砌石工法，以利生

態物種生存。具有較大腹地之區域可採用箱型石籠護岸，具有多孔隙空間，亦

可於豐水期或暴雨期時，減緩地表逕流量，如表 5-1。 

表 5-1 河岸護坡改善對策表 

永安橋 

現

況 

圖 5-1 現況剖面示意圖(永安橋段) 

改

善

對

策 

圖 5-2 生態道路工程剖面示意圖(永安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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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生態道路工程示意圖(永安橋段) 

福安橋 

現

況 

圖 5-4 現況剖面示意圖(福安橋段) 

改

善

對

策 

 

圖 5-5 生態道路工程示意圖(福安橋段) 

東海橋 

現

況 

圖 5-6 現況剖面示意圖(東海橋段) 

改

善

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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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生態道路工程剖面示意圖(東海橋段) 

 

圖 5-8 生態道路工程示意圖(東海橋段) 

虹揚橋 

現

況 

圖 5-9 現況剖面示意圖(虹揚橋段) 

改

善

對

策 

 

圖 5-10 生態道路工程示意圖(虹揚橋段) 

5. 道路兩側誘鳥設施的設置： 

提高路權阻隔設施或利用周邊植生高度，誘導鳥類飛行路線，避免車流及

車速造成動物之傷亡。 

6. 設立生態通廊於道路下方： 

對於較小動物之族群或造成阻隔較大之道路，應於道路下方設置涵管或隧

道，以便道路兩側之動物遷移，增加兩側棲地的生物多樣性。 

7. 車行陸橋分隔島的植栽綠化： 

對於較寬之車行陸橋，建議於道路兩側或道路中間設置具有一定寬度的綠

帶，提供穿越陸橋上方之動物於遷移路徑上休息、停留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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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建議 

本研究以誘導式結構系統釐清題目範圍與議題方向，助於邏輯上的思考與相關文獻

的整理歸納，由歸結而推導出筏子溪的規劃概念原則，使其規劃設計有了依據準則。透

過疊圖與問卷的輔助，以實地勘查測量記錄與訪談，針對台中市筏子溪中游生態與人為

活動之間作探討，讓土地使用更為適當，發展方向更為明確。以本研究成果為基礎，具

體的後續研究方向如下： 

1. 本研究考量此區域影響因子較多，致以中游為例，惟影響都市生態河川的因子勢必

尚有許多可能因素，故在改善河川生態環境時，探討之範圍可議。而都市水岸活動

與河川生態環境應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在影響生態環境各因子的建立後可朝向「都

市河川生態與人文環境的友善共存」的目標進行，以改善都市負面效應所帶來的影

響。 

2. 為順應自然生態保育，維護自然資源與永續利用之趨勢，未來建議結合地理資訊系

統摩擬實境整合研究，以筏子溪流域範圍做整體性的河川生態規劃，預防天然災害

所帶來的傷害及損失，以虛擬實境模擬河川氾濫時的狀態，落實自然生態工法與生

態棲地保育之塑造，建立完整的台中市河岸生態休閒觀光。 

3. 本研究藉由問卷訪談過程，深入了解當地居民對筏子溪的觀感與其期望，建議未來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推廣都市河川生態教育，增加都市居民對河川的認同，建立良

好學習保育知識，進而共同維護筏子溪整體生態環境。 

4. 在都市河川生態規劃的管理與維護，除了需要政府相關單位的力推與執行，在學術

研究上亦應建立一套理論基礎與評估模式，做為政府執行修法上的依據。 

5. 可行性評估及分期分區計畫 

依據本研究規劃範圍 (約 638,431m2)。扣除掉生態保留區(約 227,614 m2)及部分河

川洪氾保留區，規劃成果總共分為四大區域景觀生態區(約 37,687 m2)、濕地生態區

(約 81,860 m2)、生態體驗教育區(約 94,639 m2)及公園與活動廣場區(約 76,768 m2)。

考量開發合理規模建議採分期分區方式進行，並建議以生態環境為優先考量，說明

如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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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分期分區執行計畫表 

 範圍 工作內容及其他說明 期程 

先期規劃 整體規劃評估 整體規劃及各期程預算之

調配 

第一年~第二年 

第一期 濕地生態區 

(水質淨化區) 

考量筏子溪生態保育的迫

切性，建議由上游先行施作

濕地生態區。第三年為規劃

設計，第四年及第五年為施

工階段。 

第三年~第五年 

第二期 景觀生態區 

(滯洪區) 

第四年為規劃設計，第五年

及第六年為施工階段。 

第四年~第六年 

第三期 生態體驗教育區 

(教育型人工溼地) 

第五年為規劃設計，第六年

及第七年為施工階段。 

第五年~第七年 

第四期 公園與活動廣場區 第六年及第七年為規劃設

計，第八年及第九年為施工

階段。 

第六年~第九年 

由上表所示包含先期規劃施工期程約九年，實際現場施工為第四年至第九年，總計

六年。採分期分區的方式除可減少經費單年度支付高額之壓力，並可減緩附近交通

衝擊造成施工期間交通擁塞及附近環境因大範圍施工影響原棲地動植物之棲息範

圍，降低施工期間可能造成對環境的破壞，各期程施工計畫與範圍如表 5-3、圖 5-11。 

表 5-3 分期分區施工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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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分期分區施工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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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	筏子溪植物名錄	

種類 中文科名 學名 中文名 生長習性 屬性 

蕨類植物 滿江紅科 Azolla pinnata R. Brown 滿江紅 草本 原生 

蕨類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ensiformis Burm. 箭葉鳳尾蕨 草本 原生 

蕨類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multifida Poir. 鳳尾蕨 草本 原生 

蕨類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semipinnata L. 半邊羽裂鳳尾蕨 草本 原生 

蕨類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vittata L. 鱗蓋鳳尾蕨 草本 原生 

蕨類植物 莎草蕨科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金沙 草本 原生 

蕨類植物 金星蕨科 Christella acuminata (Houtt.) Lev. 小毛蕨 草本 原生 

蕨類植物 金星蕨科 Christella parasitica (L.) Lev. 密毛小毛蕨 草本 原生 

蕨類植物 金星蕨科 Cyclosorus parasiticus (L.) Farw. 密毛毛蕨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爵床科 Ruellia brittoniana Leonard 翠蘆莉 草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nodiflora R. Br. 節節花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oq.) Griseb. 空心蓮子草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 蓮子草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patulus Betoloni 青莧 草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spinosus L. 刺莧 草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莧科 Celosia argentea L. 青葙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漆樹科 Mangifera indica L. 檬果 喬木 栽培 

雙子葉植物 番荔枝科 Annona squamosa L. 番荔枝 灌木 栽培 

雙子葉植物 夾竹桃科 Alstonia scholaris (L.) R. Br. 黑板樹 喬木 栽培 

雙子葉植物 鳳仙花科 Impatiens walleriana Hook. f. 非洲鳳仙花 草本 栽培 

雙子葉植物 落葵科 Anredera cordifolia (Tenore) van Steenis 洋落葵 藤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落葵科 Basella alba L. 落葵 藤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仙人掌科 Hylocereus undatus (Haw.) Br. et R. 三角柱 灌木 歸化 

雙子葉植物 山柑科 Cleome rutidosperma DC. 平伏莖  草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番木瓜科 Carica papaya L. 木瓜 喬木 栽培 

雙子葉植物 菊科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草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菊科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草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菊科 Artemisia indica Willd. 艾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菊科 Aster subulatus Michaux 掃帚菊 草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菊科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大花咸豐草 草本 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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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葉植物 菊科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加拿大蓬 草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菊科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野茼蒿 草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菊科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昭和草 草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菊科 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菊科 Mikania micrantha H. B. K. 小花蔓澤蘭 藤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菊科 Pluchea sagittalis   (Lam.) Cabera 翼莖闊苞菊 草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菊科 Soliva anthemifolia (Juss.) R. Br. 假吐金菊 草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菊科 Synedrella nodiflora (L.) Gaert. 金腰箭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菊科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草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菊科 Wedelia tribata L. Hitchc. 南美蟛蜞菊  藤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菊科 Youngia japonica (L.) DC. 黃鵪菜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Cuscuta australis R. Br. 平原菟絲子 藤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batatas (L.) Lam. 番薯 藤本 栽培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biflora (L.) Persoon 白花牽牛 藤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藤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indica (Burm. f.) Merr. 銳葉牽牛 藤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nil (L.) Roth. 牽牛花 藤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reptans Poir. 水蕹菜 草本 栽培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Merremia gemella (Burm. f.) Hall. f. 菜欒藤 藤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十字花科 Rorippa indica (L.) Hiern 葶藶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葫蘆科 Actinostemma tenerum Griff. 合子草 藤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葫蘆科 Cucumis melo L. 香瓜 藤本 栽培 

雙子葉植物 葫蘆科 Luffa cylindrica (L.) M. Roem. 絲瓜 藤本 栽培 

雙子葉植物 葫蘆科 Melothria pendula (L.) 垂瓜果   

雙子葉植物 葫蘆科 Momordica   charantia   L.   var.   短角苦瓜 藤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胡頹子科 Elaeagnus thunbergii Serv. 鄧氏胡頹子 灌木 特有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飛揚草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千根草 草本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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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血桐 喬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urinaria L. 葉下珠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灌木 歸化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Sapium sebiferum (L.) Roxb. 烏臼 喬木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豆科 Bauhinia x blakeana Dunn. 豔紫荊 喬木 栽培 

雙子葉植物 豆科 Crotalaria   pallida   Ait.   var.   黃野百合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豆科 Desmodium purpureum Fawc. & Rendle 紫花山螞蝗 草本 栽培 

雙子葉植物 豆科 Erythrina crista-galli L. 雞冠刺桐 喬木 栽培 

雙子葉植物 豆科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灌木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豆科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s (DC.) Urban 賽芻豆 藤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豆科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ht ex Sauvalle 美洲含羞草 灌木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豆科 Mimosa pudica L. 含羞草 灌木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豆科 Senna occidentalis (L.) Link 望江南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豆科 Sesbania sesban (L.) Merr. 印度田菁 灌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小二仙草 Myriophyllum spicatum L. 聚藻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樟科 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樟 喬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千屈菜科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 九芎 喬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灌木 栽培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tiliaceus L. 黃槿 喬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草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Sida rhombifolia L. 金午時花 灌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Urena lobata L. 野棉花 灌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楝科 Melia azedarach L. 楝 喬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防己科 Cocculus orbiculatus (L.) DC. 木防己 ( 土牛入 藤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構樹 喬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L. f. 榕 喬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桑科 Ficus religiosa L. 菩提樹 喬木 栽培 

雙子葉植物 桑科 Ficus septica Burm. f. 大冇榕(稜果榕) 喬木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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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葉植物 桑科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雀榕 喬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桑科 Ficus vaccinioides Hemsl. ex King 越橘葉蔓榕 灌木 特有 

雙子葉植物 桑科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桑科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桑樹 灌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紫金牛科 Ardisia sieboldii Miq. 樹杞 喬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紫金牛科 Maesa perlarius (Lour.) Merr. var.台灣山桂花 灌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桃金孃科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灌木 栽培 

雙子葉植物 柳葉菜科 Ludwigia hyssopifolia (G. Don) Exell 細葉水丁香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柳葉菜科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水丁香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醬草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醬草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西番蓮科 Passiflora  foetida  L.  var.  hispida  毛西番蓮 藤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西番蓮科 Passiflora suberosa L. 三角葉西番蓮 藤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海桐科 Pittosporum tobira Ait. 海桐 灌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蓼科 Polygonum barbatum L. 毛蓼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蓼科 Polygonum chinense L. 火炭母草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蓼科 Polygonum glabrum Willd. 紅辣蓼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蓼科 Polygonum lanatum Roxb. 白苦柱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蓼科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L. 早苗蓼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蓼科 Polygonum longisetum De Bruyn 睫穗蓼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蓼科 Polygonum perfoliatum L. 扛板歸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蓼科 Polygonum plebeium R. Br. 假扁蓄 ( 節花路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蓼科 Rumex maritimus L. 連明子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馬齒莧科 Portulaca pilosa L. 毛馬齒莧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繖花龍吐珠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藤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芸香科 Citrus grandis Osbeck 柚 喬木 栽培 

雙子葉植物 芸香科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灌木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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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葉植物 楊柳科 Salix babylonica L. 垂柳 喬木 栽培 

雙子葉植物 楊柳科 Salix warburgii O. Seemen 水柳 喬木 特有 

雙子葉植物 無患子科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鈴 藤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無患子科 Euphoria longana Lam. 龍眼 喬木 栽培 

雙子葉植物 無患子科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喬木 特有 

雙子葉植物 無患子科 Litchi chinensis Sonner. 荔枝 喬木 栽培 

雙子葉植物 玄參科 Lindernia anagallis (Burm. f.) Pennell 定經草 草本 歸化 

雙子葉植物 玄參科 Veronica undulata Wall. 水苦賈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茄科 Lycopersicon esculeutum Mill. var. 櫻桃小番茄 草本 栽培 

雙子葉植物 茄科 Physalis angulata L. 苦蘵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茄科 Solanum capsicoides Allioni 刺茄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茄科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灌木 歸化 

雙子葉植物 茄科 Solanum nigrum L. 龍葵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茄科 Solanum violaceum Ortega 印度茄 灌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榆科 Celtis sinensis Personn 朴樹 喬木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蕁麻科 Pouzolzia zeylanica (L.) Benn. 霧水葛 草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Duranta repens L. 金露花 灌木 栽培 

雙子葉植物 葡萄科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漢氏山葡萄 藤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葡萄科 Cissus repens Lam. 粉藤 藤本 原生 

雙子葉植物 葡萄科 Vitis thunbergii Sieb. & Zucc. 細本葡萄 藤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天南星科 Colocasia escutenta (L.) Schott 芋 草本 栽培 

單子葉植物 鴨跖草科 Commelina communis L. 鴨跖草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鴨跖草科 Murdannia keisak (Hassk.) Hand.-Mazz. 水竹葉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alternifolius L. subsp. 風車草 草本 歸化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imbricatus Retz. 覆瓦狀莎草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iria L. 碎米莎草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nutans  Vahl.  subsp.  點頭莎草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pilosus Vahl. 毛軸莎草 草本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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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葉水蜈蚣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Pycreus flavidus (Retz.) T. Koyama 球穗扁莎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燈心草科 Juncus leschenaultii J. Gay ex Laharpe 錢蒲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浮萍科 Spirodela polyrhiza (L.) Schleid. 水萍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芭蕉科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草本 栽培 

單子葉植物 棕櫚科 Areca catechu L. 檳榔 喬木 栽培 

單子葉植物 棕櫚科 Cocos nucifera L. 椰子 喬木 栽培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Bambusa oldhamii Munro 綠竹 喬木 栽培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Forsk.) Stapf 巴拉草 草本 歸化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Cenchrus echinatus L. 蒺藜草 草本 歸化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歸化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Coix lacryma-jobi L. 薏苡 草本 栽培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L.) P. Beauv. 龍爪茅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Echinochloa colonum (L.) Link 芒稷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Leersia hexandra Sw. 李氏禾 草本 歸化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五節芒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Oryza sativa L. 稻 草本 栽培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草本 歸化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anicum paludosum Roxb. 水生黍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anicum repens L. 舖地黍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 兩耳草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灌木 歸化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oa annua L. 早熟禾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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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Sacciolepis indica (L.) Chase 囊穎草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Setaria palmifolia (J. Koen.) Stapf 棕葉狗尾草 草本 原生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Zizania latifolia (Griseb.) Turcz. ex Stapf 菰(茭白筍) 草本 栽培 

單子葉植物 雨久花科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布袋蓮 草本 歸化 

單子葉植物 香蒲科 Typha orientalis Presl 香蒲 草本 原生 

(資料來源：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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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	誘導式結構之重點提取	
議題探討 思考方向 重點提取 歸結 推論 

A.都市河川議題 A-1.都市水岸發展 A1 人類最重要的資源，也就是水，及其生活空間之間的介面。(E.P 

Odum，1981) 

A2 地表水是水文循環中貯存在地表的水體部分，而水文循環是維繫

地球生命最重要的物質循環之一。地表水對穩定生態系統平衡、

保障人類生命活動、提升生活品質及其他生命生存，具有重要地

位。(台灣中部區域環境敏感地劃設與土地適宜性分析技術報

告，P3-13) 

A3 河川是孕育人類文明之母，也是地球環境資源中最重要的一環，

尤其是台灣的眾多河川均對民眾生活及生態環境，具有高度文

化、生態關係及影響。(河川生態保育守護有成水資源永續經營

不是夢，P76) 

A4 集水區都市化後，地表之不透水面積增加，暴雨逕流量大增。(都

市河川復育之研究，P8-1) 

A5 都市型河川由於沿岸之人為開發利用，規劃河川復育時可考慮於

過渡段內設置攔砂設施，以減少進入下游彎曲河槽之沙量，而維

持彎曲河槽之穩定。(都市河川復育之研究，P3-71) 

A6 都市型河川多受嚴重之家庭汙水與工業廢水所污染，復育時應同

步改善沿岸社區與工廠所排放污廢水之水質。(都市河川復育之

研究，P3-71) 

A7 都市型河川沿岸多公共設施與建物，缺乏空間容納河槽橫向擺動

範圍以滿足河槽規劃長度，因此可在河槽相鄰兩彎段間之順直段

(亦即瀨段)內設置階潭式跌水設施已消能。(都市河川復育之研

究，P6-1) 

A8 都市河岸是指都市型河岸，亦就是流經都市化的城市地區而言。

(市區河川在都市開放空間體系中發展潛力之探討─以台中市區

河川為例，P99) 

A9 都市水岸係指流經都會地區之河川本身及其沿岸環境所構成之都

市空間。(都市湖岸空間改善對策─以台北市永福橋至淡水大橋

間河段為例，P3) 

A10 都市河川為都市開放空間之一環，因此具有都市開放空間之共安

全、健康福利、環境保護、資源生產、遊憩美學、文化教育、塑

造都市形式，及提供都市未來發展等之機能。(都市湖岸空間改

善對策─以台北市永福橋至淡水大橋間河段為例，P14) 

A11 都市河岸親水空間係指都市河岸環境具有提供優美的景觀、滿足

人類的情緒與心理，以及保育生態體系等多項環境機能的內涵而

言。(都市水岸空間利用背景環境與模式運用之硏究，P2-2) 

A12 水可說是都市的血脈，帶動都市的活動，維繫著都市的生命，河

川與都市生活緊密結合，創造具有獨特的都市地理風格與人文景

觀。(都市水岸空間利用背景環境與模式運用之硏究，P3-4) 

A13 都市河岸空間(urban riverfront)是指河川與都市空間的交接地

區共同組成的環境，包括水體本身與河岸周遭環境所形成的空

間。(都市河川變遷下的空間與水關係之研究-以高雄愛河為例，

P11) 

A14 利水機能是指對水的利用功能，如：水源提供、產業利用、運輸

水運等，供應都市生活所需和產業活動。(都市河川變遷下的空

間與水關係之研究-以高雄愛河為例，P13) 

1. 河川與人類文明的發展是密不可分的。 

2. 水質改善是都市型河川對生態環境所需面

臨的課題。 

3. 具有都市意象的河岸空間須賦有都市人文

歷史氣息與活動休憩空間，並需考慮到自然

演變與保存。 

4. 都市水域空間可調節民眾心靈並改善熱島

效應。 

5. 台灣的都市型河川整治需具備防洪功效。 

6. 河岸規劃建構是利用水岸紋理的特性連結

周遭都市活動與空間。 

7. 運用步行系統串連都市中公共開放空間，建

構有系統的休憩動線，連結都市的藍帶與綠

帶。 

8. 河灘地為沙洲或淺灘是親水活動的主要場

所，但須避免過多的人工設施。 

9. 設置人工設施時要先了解生態環境及其棲

息地特性，改善棲地還需因地制宜，且要避

開環境敏感帶。 

10. 運用生態綠化手法誘導復育原生自然植

被，維持原生物種的存活與演替過程，促進

生物多樣性。 

11. 河岸空間的建物之存在需對環境景觀具有

意義。 

12. 以生態永續發展理念規劃方式將水岸規劃

朝向生態旅遊發展。 

13. 洪氾平原之土地使用規範以開放空間為主。 

14. 完整的生態環境構成親水空間的必要元素。 

15. 跨河川之陸橋為減少河川底棲生物之破

壞，應以斜張橋或拱橋方式施作。 

16. 將堤岸設施視為地景美化一部分，且配合生

態環境可採用多孔隙設施護岸，增加微生物

之存活率。 

17. 緩衝綠帶的設置可以減少生物棲地的干擾。 

18. 改善棲地品質，設置核心保育區，規劃生態

廊道以增加族群傳播的可能性。 

19. 順應自然，減低環境負荷，融合自然環境，

減少資源消耗。 

20. 濕地是提供多種生物棲息之場所，亦是能淨

化水質、調節洪患，提供民眾休閒教育之空

間。 

21. 廊道是為了促使受阻礙之兩地能夠相互交

1. 尊重生態隱私權給予生存之道- 

保留核心區建立廊道之連結 

2. 大自然是最好的學習對象- 

尊重自然特性塑造學習教育環境 

3. 家‧還是自己的最好- 

重建原生環境穩固食物鏈基層 

4. 維修過渡異空間- 

具多孔隙設施的生態護坡 

5. 走出戶外‧讓我們看雲去- 

結合都市與水岸休憩活動 

6. 人工存在的意義- 

以自然為主的地景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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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空間機能是河川本身特有的空間特性形成的機能，可以構成都市

開放空間體系的一部分，雖然河岸開放空間的替代性高，但對高

度開發的都市空間而言，河岸可利用作為活動場所和防災避難空

間，但是當河川面對寬闊的道路或土地使用時，具有隔斷的負面

效果是不可否認的。(都市河川變遷下的空間與水關係之研究-以

高雄愛河為例，P13) 

A16 都市河岸空間(人文景觀)形成的都市風格，往往即是都市發展的

象徵。水岸空間因為具有人文，加上實質環境，才顯現出特殊的

場所性。(都市河川變遷下的空間與水關係之研究-以高雄愛河為

例，P29) 

A17 河川是地方個性象徵，一條流動的河水可以帶動周遭的環境，而

人對都市河川的定位，影響了都市發展與都市景觀，因而產生截

然不同的都市風格與都市意象。(都市河川變遷下的空間與水關

係之研究-以高雄愛河為例，P29) 

A18 藉著水岸土地使用發展，帶動地方建設，並利用生態廊道及綠帶

之串連帶給市民多采多姿的水岸生活。(勾勒台灣都市水岸景觀

願景，P22) 

A19 都市河岸空間對於水的利用型態，除了對水體本身的利用功能

外，水在河岸空間的利用模式大致可歸類為利用水作為空間特

色、利用水形成的活動空間，以及利用水作為景觀等，在不同的

利用型態下，則反映形成不同的都市河岸空間形態。(都市河川

變遷下的空間與水關係之研究-以高雄愛河為例，P40) 

A20 都市的腹地是乾淨空氣的來源，他可以替換都市所排放的汙染空

氣。(道法自然-以生態系統為本的環境規劃設計哲學與實務，

P73) 

A21 在最佳狀況下，我們都希望有兩個系統並存於都會區中，一種形

式是將自然演變過程保存於開放空間中，另一種是都市化的發展

形式。(道法自然-以生態系統為本的環境規劃設計哲學與實務，

P76) 

A22 都市化的基地不可位於五十年洪氾區內，也不可以在重要的地下

水補注區上，也不適合在濃霧籠罩的孤立地區或是高海拔與暴露

的地方。(道法自然-以生態系統為本的環境規劃設計哲學與實

務，P183) 

A23 河岸空間之組成因子有生態環境、河川水體、實質空間，其中實

質空間又分出河灘地、堤岸及沿岸之臨水地區，而河灘地之低水

岸適合之活動為親水活動或是水際生態之觀察；高水岸活動型態

為觀景、散步、垂釣或運動等。(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

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硏究，P11) 

A24 建立結合水域之開放空間系統：都市活動可以藉由這個開放空間

系統的延續與水相連接，例如廣場、公園、步道系統的建立，而

將人的活動帶至水岸邊，使都市活動與水岸活動可以融合一體。

(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

間之硏究，P15) 

A25 建立以水為主題的都市意象：許多城市藉由水岸活動、空間建構

形式、顏色等，建立其都市的視覺意象，以及特殊人文景觀，來

形塑特有的都市風貌。(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

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硏究，P15) 

A26 形塑水域環境之實體性空間性格：曲線型水域空間可形構為實體

流，產生互動，提高兩地之便捷度。 

22. 對於干擾廊道的形成，應採取間接溫和的方

式應對。 

23. 相互依存的共生關係是促進環境永續的理

念。 

24. 筏子溪位於台中市區，河床由礫石所組成，

流經中彰快速道路、國道中山高、高鐵及台

鐵。 

25. 筏子溪於每年五月至九月受季風與颱風影

響水量較充沛。 

26. 筏子溪主要汙染來源為工業廢水、家庭汙

水、畜牧廢水，水質淨化成為現今課題。 

27. 筏子溪上游水質較差，下游因東海橋段整治

後自淨作用較佳。 

28. 筏子溪水域內族群數量偏低，物種多為耐汙

染物種。 

29. 筏子溪河段中擁有許多生態物種，為達到生

態保育目標，須了解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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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都市空間，因此穿梭市區的蜿蜒河道，不僅可建構都市特有風

格，也可扮演都市居民交通運輸的重要功能，河岸兩旁的開放空

間更可經由蜿蜒的河道結合成生動又有系統的生活活動場所。

(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

間之硏究，P17) 

A27 建立沿岸空間的人文涵構：水岸環境為都市發展的根源，而以保

存水岸歷史城鎮特有的建築風格所展現的生活方式、空間特色，

並整合水岸空間發展計畫，將親水活動融入地方民俗活動及人文

特色，將可塑造地域性空間意象並強化歷史的記憶。(水岸空間

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硏究，

P17) 

A28 都市藍帶的開發規劃係利用都市水岸紋理的特性，透過水岸整

治、相關水利工程之配合與整體景觀之規劃，建構全市性之水域

開放空間體系，並藉以連繫週遭都市活動與空間，塑造都市獨特

風貌。(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

水空間之硏究，P62) 

A29 水岸是融化、柔化都市高密度發展最佳的緩衝劑。(永續發展理念

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究，P44) 

A30 藍帶與水岸活動之交集，提供人們投入大自然景觀的最佳交集

點。(永續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究，P44) 

A31 都市藍帶與綠帶是串成都市紋理中之重要開放空間。(永續發展理

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究，P44) 

A32 水岸是提供市民與大自然直接接觸之體驗場所。(永續發展理念下

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究，P44) 

A33 水岸空間可以發展成遊艇港，而水陸相連之廣場是活力之高潮

點。(永續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究，P44) 

A34 利用都市水岸新生地，可以創造出都市更多活化空間。(永續發展

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究，P44) 

A35 都市水岸發展應兼具十項環境指標項目：乾淨的水質、高綠覆率、

多樣性、開放性、可及性、串連性、經濟可行性、吸引力、寧適

性。(永續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究，P59) 

A36 世界上許多城市給予人深刻之意象，正是他擁有一條名川或是大

河蜿蜒市區而聞名，如巴黎塞納河、倫敦泰晤士河、科隆萊茵河。

(都市水岸空間利用背景環境與模式運用之研究，P1-1) 

A37 綜觀台灣移民的都市史可發現台灣的主要都市均發展於河岸，而

都市與河岸空間之變遷過程，將可說明台灣的移民史猶如一部河

川發展史。(都市水岸空間利用背景環境與模式運用之研究，

P1-1) 

A38 都市河川是唯一具有寬廣開放空間的親水藍帶，並可直接改善都

市環境品質與形塑都市特殊風格，更重要的是它可以提供都市居

民紓解生活壓力以及讓想像揮灑的另一種遊憩體驗。(都市水岸

空間利用背景環境與模式運用之研究，P1-2) 

A39 河川流域內之水系成為人類聚落發展之紋理，流域內之自然綠資

源也成為人類生活生產之來源，綠網與水網之建構與存在，係以

人類與自然環境競爭生存為必要演變之模式，自狩獵時代到農業

時代，均反映了人類生存與水網與綠網之自然共存關係。(水與

綠網絡規劃-理論與實務，P22) 

A40 台灣平地少而人口稠密，流經平原地區之河川多於兩側形成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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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而須加以整治以避免洪患及消滅集水區都市化所引起水砂沖

淤變化之衝擊，此類河川一般稱為都市型河川。(都市河川復育

之研究，P1-1) 

A41 都市型河川之治理除需達到防洪之目的外，所採用之治理措施亦

需兼顧河流生態環境品質之維護，以發揮河流永續利用之功能。

(都市河川復育之研究，P2-1) 

A-2.都市河川景觀 A42 文化景觀敏感地的主要探討方向，在於景觀的價值能夠透過人類

具體的感觀，包括視覺、聽覺、嗅覺等方面，產生愉悅震撼性的

感覺，且能夠提供上述主觀層面特殊情感的景觀。(台灣中部區

域環境敏感地劃設與土地適宜性分析技術報告，P3-4) 

A43 將堤岸設施視為地景美化的一部分，盡量利用不同的材質、色彩

做造型上的變化和組合來規劃設計護岸，形式可採取階梯式或緩

坡式護岸，以強化河岸空間之美化。(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硏究，P57) 

A44 橋梁其造型應依地方風格設計，營造水岸空間的焦點意象，並考

量水上活動之需要而考量其弧度與高度，並達到眺望景觀的功

能，成為都市新地標。(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

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硏究，P57) 

A45 都市河川具有強烈的軸向特性，故植栽配置上應順著水道的蜿蜒

流向種植，以強化水岸空間的方向性與連續性，進而塑造景觀豐

富的開放空間。(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

利用與親水空間之硏究，P57) 

A46 新的水岸應可視為構成既有城市的一部分，並且促進城市的生命

力。而水是都市景觀的一部分，應該用於特殊之功能，例如：水

面運輸、娛樂和文化。(永續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

略之研究，P54) 

A47 水與城市共同的歷史遺產、事件、地標、天然環境等，能有利於

水岸發展的特性與意義，保護過去的產業是構成整體永續發展必

須的元素。(永續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究，

P54) 

A48 藉由水岸景觀，反映該地區在人文與自然風貌上的獨特性。(勾勒

台灣都市水岸景觀願景，P22) 

A49 運用水上交通建立，延伸水岸地區的產業及人文景觀。(勾勒台灣

都市水岸景觀願景，P22) 

  

A-3.都市河川區域發展 自然休憩空間 

A50 具自然景觀，民眾可於陸域從事休閒遊憩活動。(河川景觀暨生態

環境規劃，P37) 

A51 結合都市中的河川與綠地，建構都市的藍帶與綠帶系統，並藉以

連結都市中的重要公共空間，構成有系統的開放空間體系。(水

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

硏究，P51) 

A52 規劃水運即步行系統來連繫各個活動據點，以構成一整體之休閒

遊憩動線與活動體系。(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

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硏究，P62) 

親水活動空間 

A53 民眾可於水岸或水域從事親水活動。(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規劃，

P37) 

A54 位於水位不及膝且無法洪患之虞之野溪或小排水。(河川景觀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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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環境規劃，P162) 

A55 親水機能是當人與河川直接接觸時才會產生的功能。(都市河川變

遷下的空間與水關係之研究-以高雄愛河為例，P13) 

A56 河岸活動特有的人文涵構，將活動融入地方民活動及人文特色，

結合河岸空間發展，則可以塑造出地域空間的意象，形成都市河

岸特殊的空間場所性。(都市河川變遷下的空間與水關係之研究-

以高雄愛河為例，P13) 

A57 親水化形式係利用水的自然特性，規畫成具遊憩功能及環境保護

的水岸環境利用形式。(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

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硏究，P21) 

A58 都市河川貫穿市區，將水的自然特色深入都市生活中，故配合都

市景觀及遊憩計畫，於河岸設置親水空間，提供市民接觸水體的

場所與以自然水景為主的景觀，塑造都市河岸之親水意象。(水

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

硏究，P51) 

A59 河灘地因河水的漲落而形成沙洲或淺灘，為親水活動的主要場

所，建議盡量避免過多的人工設施破壞景觀，應盡量保持自然的

景觀風貌，以維持敏感的生態環境，並配置是當的活動設施，以

利河灘地的活動進行。(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

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硏究，P57) 

運動遊憩空間 

A60 設置民眾運動休閒娛樂空間。(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規劃，P37) 

A61 都市水岸地區擁有廣闊的河灘地，可提供市民作為活動之場所，

如廣場、運動場、草坪，提供多樣的水域、陸域休閒與運動之空

間。(都市水岸空間利用背景環境與模式運用之硏究，P3-8) 

生態保護空間 

A62 都市型河川復育時如需開挖重建洪攤時，洪攤之高程宜與滿岸河

槽之岸頂高程相同，以利大於造床流量之水漫上洪攤，使於洪攤

上形成濕地，及恢復生物棲地之生機。(都市河川復育之研究，

P3-70) 

A63 動植物棲地環境或特殊地景須保護，禁止或限制民眾進入或從事

人為活動。(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規劃，P37) 

A64 都市河域對都市實質環境具有調節及提供自然生態族群的存續與

演替，扮演著重要的腳色。(都市湖岸空間改善對策─以台北市

永福橋至淡水大橋間河段為例，P14) 

A65 都市水域及濕地，具有調節都市的溫濕度及提供新鮮的空氣功

能，可舒緩日趨嚴重的都市熱島及溫室效應。(都市水岸空間利

用背景環境與模式運用之硏究，P3-6) 

A66 都市水域的水體與植生具有沉澱空氣塵埃、淨化空氣、通風換氣、

降溫、調節陽光的功能。(都市水岸空間利用背景環境與模式運

用之硏究，P3-7) 

A67 環境生態調查研究，以了解棲息地特徵，考量水域環境是否有潛

力供給生物優良的環境，確認棲息地改善對於目標生物族群或群

聚結構有正面之效益。(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

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硏究，P21) 

A68 棲息地改善模式儘可能模擬自然狀況應配合當地的地形特徵與自

然景觀的協調，做整體性環境規劃。(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硏究，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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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9 棲地改善方針，可由水防治、水岸的保護以及水岸結構物的設施

等方向來著手。並於採取任何棲息地改善措施，必須追蹤進行相

關之環境生態調查研究與管理，以評估其對社經文化和生態的影

響，並提供作後續相關改善措施參考。(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硏究，P21) 

A70 水域為生態體系的重心，保育著豐富的生態系的水岸空間，因此

未充分發揮水域之環境機能，完整的生態環境構成親水空間的必

要元素。(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

親水空間之硏究，P21) 

A71 人類在自然環境中從事活動及環境利用時，必須尊重自然環境運

作之法則，順應生態之體系，才能建立一個和諧互利的環境。(水

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

硏究，P50) 

A72 水域環境的生態計畫，必須配合當地地形特徵與自然景觀，以生

態綠化的手法，誘導復育自然樹種，使水岸環境達到都市之肺的

作用。(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

水空間之硏究，P50) 

A73 生態保護型的開發型態，主要是針對具有保育價值生物棲息或具

有高度生態敏感性的水岸環境所進行的開發規劃方式。(水岸空

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硏

究，P60) 

A74 水岸環境的復育計畫，應盡可能模擬大自然的狀態，避免過多不

必要的人工設施，建築物應盡量淡化處理，與環境融為一體。(水

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水空間之

硏究，P61) 

環境教育空間 

A75 民眾可進行環境教育學活動。(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規劃，P37) 

A76 提供生態教育環境，發展生態旅遊。(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規     

劃，P158) 

A77 都市河岸空間的建築物除了本身的價值外，對環境整體變遷及景

觀上有其必然的象徵地位。(從台灣都市的水問題談起，P22) 

A78 建築物高度與河堤之護岸所構成之垂直高度，是影響河岸空間尺

度的另一因素，其與河岸空間取得平衡，可形成良好的空間尺

度。(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與親水

空間之硏究，P27) 

A79 將水岸規劃朝向生態旅遊的規劃方式，使水岸環境成為社會環境

教育的場所，並以生態永續發展理念的規劃方式，保持環境經營

的永續性。(水岸空間之再生與活化 : 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利用

與親水空間之硏究，P50) 

防災管理空間 

A80 依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環境敏感地區土地規劃與管理之研究」

中界定之洪水沖積平原劃設準則，及地質層全新世沖積層或土壤

屬沖積土性質，且坡度小於 5%之地區。(台灣中部區域環境敏感

地劃設與土地適宜性分析技術報告 P3-34) 

A81 洪水平原劃設準則如下： 

 潛在洪水平原，即地質為全新世沖積層或土壤屬沖積土，且

坡度小於 5%之地區。 

 常浸水區，省水利局與經濟部所研究之洪水危險地區，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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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之低漥地區化為常浸水區。 

 設計洪水頻率 100 年洪水到達地區，以台灣省水利局針對台

灣省各主次要河川之治理規劃報告為依據。 

 海岸地區洪水平原，將易發生洪氾溢淹、暴潮溢淹之地區，

規為海岸防護區之範圍。 

(台灣中部區域環境敏感地劃設與土地適宜性分析，P40) 

A82 洪氾平原定義可分為兩類，其一係指河川在上游對沿岸土地之沖

蝕，夾帶大量泥沙至下游地區經時間沖刷與淤積作用形成之洪氾

平原；其二則指潛在可能遭受洪水氾濫而危害人類之洪氾平原地

區，其範圍並不固定且隨著所設定之洪水頻率年而定。(生態土

地使用規劃，P174) 

A83 台灣中央管河川幾乎均已構築堤防，其中大多數以混擬土構築，

難以改變其結構。(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規劃，P163) 

A84 治水機能是都市河川最基本的功能，例如：地表水的排除、生活

用水的排放、洪水的調節治洪以及地下水的平衡涵養等。(都市

河川變遷下的空間與水關係之研究-以高雄愛河為例，P13) 

A85 五十年一次或 2%發生氾濫機率的洪氾平原已逐漸被認定應保留其

區隔洪災的功能或任何有關於洪氾平原的土地使用。(道法自然-

以生態系統為本的環境規劃設計哲學與實務，P76) 

A86 洪氾平原可以做為農業、林業、遊憩、公共事業開放空間以及住

宅開放空間等。(道法自然-以生態系統為本的環境規劃設計哲學

與實務，P76) 

A87 與洪氾平原有關之土地使用種類方面，則包括港口、海港、遊艇

碼頭，與水有關之工業，以及在某種特定條件下之耗水工業等。

(道法自然-以生態系統為本的環境規劃設計哲學與實務，P76) 

A88 分析洪氾平原的主要目的，是為了防止潛在洪害地區內進行開發

活動或做長期之居住使用，以避免因開發活動而阻礙了洪水宣

洩，或增加洪害發生時所造成的損失。(台灣中部區域環境敏感

地劃設與土地適宜性分析技術報告，P3-33) 

A89 洪氾平原間的乾濕交替作用，使沿岸區域與鄰近森林的生產力、

分解作用、魚類繁衍與覓食均得有良好表現。(河溪生態工法，

P21)  

A90 Bayley(1995)提出一般生物的生產力，特別是多樣種魚的產生，

在河流-洪氾平原區會較高。 

A91 生態防洪法仰賴於健全的地景，由植物調節水流，減低侵蝕，讓

水順勢而流，其目標在復育生態系，使生態系再度扮演防洪角

色。(生態設計學，P141) 

A92 生態洪水控制系統是回歸到主動地景的概念。(生態設計學，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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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議題 思考方向 重點提取 歸結 推論 

B.河川生態議題 B-1.河川生態保育 

 

B1 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能力是有限度的。(生態平衡與自然保護，P89) 

B2 生態平衡並非靜止不變的，對生物資源進行合理的利用，非但不會影響

生態系統的平衡，反而能提高其經濟效益。(生態平衡與自然保護，P90)

B3 維持自然的生態平衡，使生態系統的能量和物質處於良性循環。(生態

平衡與自然保護，P90) 

B4 態是指通過對原有景觀要素的優化組合或引入新的成分，調整或構造新

的景觀格局，以增加景觀的異質性和穩定性，從而創造出優於原有景觀

生態系統的經濟和生態效益。(景觀生態學 理論、方法及應用，肖篤寧，

P38) 

B5 生態機能則是從都市生態學觀點，河川都市環境重要的生態體系，可以

提供生物做為棲息的場所、調節微氣候以及淨化水質與空氣。(都市河

川變遷下的空間與水關係之研究-以高雄愛河為例，P13) 

B6 地表水是指水文循環中儲存在地表湖泊、池塘、河川、溪流中的水體部

分，不僅為人類生活與生產活動所必須，亦為動植物維生所不可或缺。

(台灣中部區域環境敏感地劃設與土地適宜性分析技術報告，P3-10) 

B7 棲地復育與評估時，應考量以下幾要點： 

 最小為棲地尺度─考量魚類需求之水深、流速與底質。 

 深潭湍瀨尺度─考量魚類偏好之棲地類型(如深潭、湍瀨、深流等)。

 河段或區段尺度─考量河段或區段溪流的棲地多樣性與棲地之組

成，來滿足各魚種之棲地需求，或者是滿足魚類洄游以延續、擴散

與增長族群。 

B8 對於河川縱向棲地多樣性之復育，應考量底質粒徑的分布從上游到下游

逐漸變小，符合自然之復育工程可減少失敗之機率。(魚類棲地多樣性

與空間層級系統之關係探討及其於溪流復育之應用) 

B9 淵賴具有同時為水棲生物提供絕然不同棲地性質之功能，淵段不僅為魚

類提供食源與棲地空間，更可在大水及枯水時段作為避難場所。(都市

河川復育之研究，P2-35) 

B10 都市型河川復育時宜於河槽、洪攤及攤緣綠帶採取適當之生態措施以維

護河川廊道之生態、環境、景觀及遊憩品質。(都市河川復育之研究，

P3-71) 

B11 在於維持河川生態系統原有的棲地，透過適當的措施將已遭破壞的棲地

復原，或增加棲地的資源(如空間與食物)以增進所能供養生物的承載

力。(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規劃，P61) 

B12 河川魚類及水中生物之基本需求包括河川中之水量、水溫、流速、食物、

隱蔽、生活空間、繁殖場所及優良水質。(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規劃，

P61) 

B13 原生植物之復植，可提供野生動物之食物來源或活動、隱藏與棲息場

所。(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規劃，P61) 

B14 “復育＂可使河川廊道回復動態平衡且功能達到自生性水準。(河川景

觀暨生態環境規劃，P64) 

B15 生態復育是盡可能回歸到經擾動前之生態系統之狀況與功能之過程。復

育過程僅是重建一般之結構，功能及機能而非生態系統之自發性行為。

(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規劃，P64) 

B16 對維護河川生態系統穩定與平衡的最小流量，即該河川的生態基流量，

平均水深 30 公分、流速每秒 0.23 公尺是大多數河川生物噌存的最低需

求。(Tennant，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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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7 可及性將可決定那些不適合短暫性、高密度遊憩活動的野生動物棲息所

在地。(道法自然-以生態系統為本的環境規劃設計哲學與實務，P181) 

B18 一般動植物種類的群落與地形有相當大的關係。(道法自然-以生態系統

為本的環境規劃設計哲學與實務，P228) 

B19 水質是所有水岸發展的前提，市政當局須對被廢棄的堤岸和受汙染的

水，對其永續性與復育負起責任。(永續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

展策略之研究，P44) 

B20 當棲地遭受大範圍擾動時，生物會選擇趨避至其他環境，當擾動結束，

棲地環境趨向穩定時，生物又會再次擴散回到其原來的棲地。其破壞的

過程是快速的，但回復的過程卻是緩慢的，長時間維持穩定之棲地環境

及水質狀況，是生態回復之必要條件。(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2/2)，P75)

B21 水岸空間能夠成功的基本關鍵，都必須要有好的水體與水質，這些屬於

生態環境系統的建構。(永續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

究，P59) 

B-2.河川生態環境規劃 

 

B22 由生活、生態的角度切入，在人文與生態和諧的發展模式下進行空間規

劃。(勾勒台灣都市水岸景觀願景，P22) 

B23 環境敏感地的劃設係針對規劃區的自然特性，探討某一類環境因子之影

響性或某項資源所具備之功能與特性。透過環境敏感地的劃設，可分析

出規劃區的敏感性程度及其環境影響，從而有效地反映出其土地及資源

在開發行為中所能提供之優劣條件。(台灣中部區域環境敏感地劃設與

土地適宜性分析技術報告，P4-1) 

B24 景觀生態規劃是通過分析景觀特性以及對其判釋、綜合和評價，提出景

觀最優利用方案。其目的是使景觀生態特徵在時間和空間上協調化，達

到對景觀優化的利用，既保護環境，有發展生產，合理處理生產與生態、

資源開發與保護、經濟發展與環境質量，開發速度、規模、容量、承載

力等的辯證關係。(景觀生態學 理論、方法及應用，傅伯杰，P51) 

B25 景觀生態設計原則： 

 自然優先原理：保護自然資源，維護自然過程是利用自然和改造自然

的前提。 

 整體設計原理：景觀生態設計是對整體人類生態系統進行全面設計，

為人類需要、也為動植物需要而設計，設計的目的是整體優化。 

 設計適應性原理：人為設計必須適應自然景觀原有的“設計＂，使人

為引入景觀元素時所帶來的副作用最小，以保證整體景觀結構和功能

的完整性。 

 多學科綜合原理：各景觀元素分別是自然和社會科學多學科的研究對

象，只有聯合多學科共同工作，才能實現理想的景觀生態設計，保證

整體生態系統的和諧與穩定。(景觀生態學 理論、方法及應用，俞孔

堅，P97) 

B26 河岸旁設緩衝綠帶，以降低地表逕流量、提供野生動物棲息的場所。(河

川景觀暨生態環境規劃，P61) 

B27 中枯水季既有水深流速緩之深槽且又有水淺流急的淺灘，此有助於魚類

的攝食、繁殖及隱藏。(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規劃，P79) 

B28 洪水季節有隱蔽區，以躲避高速湍流。(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規劃，P79)

B29 保育生態學的基本基石為核心保育地禁區，禁止任何利用。每塊保育區

則由緩衝區圍繞，土地使用逐漸增加。(生態設計學，P164) 

B30 J.T.R.卡克文設計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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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棲息地的規模與品質，以增加當地的個體數，並降低滅絕的風險。

 增加棲息區數目，改善移動與再駐的可能性。 

 增加廊道並降低障礙的效應，降低地景造成的阻礙，增加族群傳播的

可能性。(生態設計學，P166) 

B31 生態規劃方法是可以應用來了解及建構以自然考量之規劃模式，甚而是

依循自然法則之設計。(道法自然-以生態系統為本的環境規劃設計哲學

與實務，P194) 

B32 永續水岸發展對於全體市民是有益的，不僅是生態與經濟上還有社會的

面向，社區再開始階段，也應該保持彼此不間斷之討論與互動。(永續

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究，P55) 

B33 臨近水邊之都市化空間應以擴大綠化、提升水路自然化、暗渠復明化及

河床透水化等為主要目標。(續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

研究，P61) 

B34 河岸旁設緩衝綠帶，可過濾地表逕流、提供野生動物的棲息場所，亦可

美化河川景觀。(續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究，P62) 

B35 除了配合防洪機能外，應儘可能減少河道與河岸的整地範圍，並保留原

有之孔穴、亂石堆，避免干擾動植物棲息地。(續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

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究，P62) 

B36 河川地的利用應減少硬舖面，增加可生長植物的泥土面，如為必要之硬

舖面，應採用透水性材質。(續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

研究，P62) 

B37 護岸設計應考量兩棲動物的特性與活動路徑。(續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

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究，P62) 

B38 自然河川應有深淺緩急不一的水勢，才能有較好的生態環境。(續發展

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究，P62) 

B39 河川的水質可藉由清除底泥或生物加工法加以改善，如水耕植物法。(續

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究，P62) 

B40 有機體在所有層次的變化，包含從同個物種的基因變化，到種、屬、科

等更高層次的生物分類變化；包含生態系的變化，如特定的棲息地的生

物群落組成變化，以及居住環境條件的變化。（生態設計學，P160） 

B41 生物多樣性並不是靜態的，而是在空間複雜性、干擾、當地物種的滅絕

與地景層次的運動中展開。（生態設計學，P162） 

B42 生物多樣性需要依賴整個連續性的地理環境。（生態設計學，P163） 

B43 確保生物多樣性的三個層面：維持原生物種可以存活的總數、保護演替

過程裡各個代表性的原生生態系類型，以及尊重大規模的生態過程。(生

態設計學，P164) 

 B-3.河川環境生態工法 B44 生態工法所需的物料必須符合原生、自然，否則也要著重在能創造多孔

性空間的材料為主。(續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策略之研究，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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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5 生態工法為落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展，採取以生態為基礎，安全

為導向的工程方法，以減少對自然回敬造成傷害。(道路建設與生態工

法，P72) 

B46 溪流整治工法規畫基本構想：整握保護標的、維持自然環境型態、採近

自然工法、考慮景觀因素、考慮社區親水。(生態工法概論，P107) 

B47 河溪整治規劃設計原則： 

 綠帶及藍帶之結合。 

 視覺環境景觀之調合。 

 生態遷徙通道之維持。 

 在溪流用地許可下，盡量維持原有自然溪溝之蜿蜒度。 

 在排洪安全原則下，盡量減少槽化護岸構造，維持自然溪岸。 

 在水利安全要求下，河幅可配合原溪溝自然形狀之寬狹程度規劃。 

 注意水域環境之變化(河床深淺、砂礫、孔隙、水流急緩、水體變化)。

 水岸環境之營造(河岸植物之栽培、陰蔽、食物來源)，以及水陸域交

界處生態之維護。 

 水質之維護(汙水來源管制、處理)。 

(生態工法概論，P107) 

B48 道路工程應用於生態工法著重點為生態保全(包括道路形式、面積、生

態補償及生態廊道尺度考量)、邊坡保護(例表土回植)、舖面改良(透水

性路面)、污染防治。(生態工法概論，P164) 

B49 雨水貯留設施，一般用於景觀園藝的滯洪池或人工溼地，在大雨時貯

留、調節洪峰量，減少都市洪水發生。(生態工法概論，P270) 

B50 入滲溝(管渠)設施，設於地面之溝渠，內部以卵石填充，底部為天然土

壤，允許雨水滲入，周邊配合草帶可增加汙染物之去除。(生態工法概

論，P270) 

B51 木格框牆植生用於重建近垂直的岸坡。多層的切枝放置於架內並向坡面

延伸；當切枝生根固定並開始成長，植被將逐漸取代木格框的功能擋住

岸坡。(河川土壤生物工程─工法設計暨施工手冊，P36) 

B52 石樑工法係在河道中以大型天然石材構築，坡度較陡處可以連續設置，

構成階梯式淺灘及淺瀨，使上游流速降低，沉降性增加，具有攔砂性質，

在低流量可以保有一定水位，在高流量時可以成為保護魚類的避難所。

(河溪生態工法，P112) 

濕地 

B53 濕地具有淨化水質、涵養水源、調節洪患及休閒教育等功能，故其在環

境保護和數或經濟層面上均貢獻良多。(高屏溪舊鐵橋人工濕地水質淨

化功能探討：一個親水的自然系統，P18) 

B54 人工濕地(constructed wetland)是將生態工法技術應用於水或廢水處

理及管理上的一種自然淨化程序，與具有省能源、低成本、操作簡單及

不須添加任何化學藥劑的優點，是一種不破壞生態的綠色環保技術。(高

屏溪舊鐵橋人工濕地水質淨化功能探討：一個親水的自然系統，P18) 

B55 溼地是瀕臨絕種生物的最佳庇護所。(高屏溪舊鐵橋人工濕地水質淨化

功能探討：一個親水的自然系統，P20) 

B56 濕地對生態系統的價值：包括了對洪水的削減作用、對暴雨的減緩效

果、對含水量的補助以及淨化水質的功能。對於全球的價值則在於氮循

環、硫循環及碳循環之中，濕地是一個很重要的因子，以維持大氣中氮

氣、硫化物及二氧化碳的平衡。(高屏溪舊鐵橋人工濕地水質淨化功能

探討：一個親水的自然系統，P20) 

B57 人工濕地之設計主要可分為地下流系統(subsurface flow system, S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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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自由水層系統(free water surface system, FWS)。(高屏溪舊鐵

橋人工濕地水質淨化功能探討：一個親水的自然系統，P21) 

B58 溼地是控制都市地表逕流水的系統之一。(生態工程與生態系統重建，

P221) 

B59 處理廢水的濕地一般被歸類為治療型濕地，用來處理市區廢水系統，市

區的暴雨、礦區排放的酸雨、郊區非點式的汙染、農業區的廢水和工業

區的廢水。(生態工程與生態系統重建，P219) 

B60 治療型濕地依據植物型態分類可分做為五種系統，漂浮草本植物系統

(例:水生風信子、浮萍)、出水草本植物系統(例:蘆葦、香蒲)、水底草

本植物系統、森林濕地系統、多種海藻系統。(生態工程與生態系統重

建，P219) 

B61 治療型濕地目的在於改善水質，其中香蒲、大莞草和蘆葦能夠在高營養

和 BOD(生物需氧量)的廢水中繁殖，而蘆葦為侵略性非常強之植物。(生

態工程與生態系統重建，P239) 

B62 表層流動濕地之浮水性植物種類，浮萍、水生風信子、水萵苣、連科植

物、黃睡蓮和白蓮等植物，皆可以達到水質淨化之效果。(生態工程與

生態系統重建，P239) 

B63 Tanner(1996)在以砂礫為底層的溼地植物中，三種野米、甜茅、蘆葦、

海桃金孃、莎草、莞草科和燈心草，這些植物在廢水中具有生長及排除

汙物之能力。(生態工程與生態系統重建，P240) 

B64 蓮花、野水稻和燈心草，皆可忍受洪水之傷害而野水稻為可食用性作

物。(生態工程與生態系統重建，P312) 

B65 濕地除了提供野生動物棲息外，兼具防洪、淨化水質等功能。(生態土

地使用規劃，P151) 

B66 濕地可以調節洪水、淨化水源，將積泥轉化成土壤，調節地下水的補充

與釋放，穩定地區與全球氣候。(生態設計學，P142) 

B67 1971 年在伊朗締結的國際拉姆薩爾公約將溼地定義為：凡是包含沼澤

地、泥沼地、泥炭地或水域等地，不論是天然或人工、暫時或永久，淨

水或流水、淡水或鹹水，並包括低潮時水深在 6 尺以內的海域。(永續

城鄉及生態社區理論與實務，P229) 

B68 濕地通常形成於水陸交錯地帶，經由乾溼交錯形成：水體、土壤與植被

三種自然特性。(永續城鄉及生態社區理論與實務，P229) 

B69 濕地生態系統功能主要包括有：地下水補注、防洪滯洪、營養物或汙染

物的轉換、生產力與碳循環等。(永續城鄉及生態社區理論與實務，P229)

B70 溼地保存了基因與群落的多樣性，為候鳥及其他生物提供食物與棲息

地。(生態設計學，P142) 

B71 濕地生態棲地的功能(流域河川生態設計準則，P49) 

 濕地孕育了豐富的生物種類，是野生動物極重要的棲息地。 

 濕地係生態循環中極重要的場所。 

 濕地可以調節水化、淨化水質。 

 濕地可以緩衝水流之沖刷與侵蝕，保護水岸。 

 濕地具有生產食物，並作為環境指標的功能。 

B72 濕地具有水鳥關懷倫理及觀賞價值之外，對人類尚提供多向度的服務功

能，例如微氣候與生物圈生態系統的穩定、提供自然生態教學、避免洪

水災害、防止海岸沖蝕、淨化水質、水量補注、野生動物植物棲息地及

特殊地理景觀美感等生態價值、經濟價值與景觀價值。

(Lovelock,1079;Kusler,1983;Turner,1992;Mitsch and 

Gosselink,1993; Maltby, et al.,1994)(永續發展策略，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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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議題 思考方向 重點提取 歸結 推論 

C.生態廊道議題 C-1.廊道定義 廊道 

C1 高速公路環境特性分析尤其是交流道附近分歧狀的空間格局，使周遭土

地使用型態島化，產生碎裂的分離小區塊。(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P64)

C2 道路廊道環境特質產生常見問題包含：風切效應干擾、邊坡生態基質不

良、逕流水質汙染及貯留不易、車輛噪音、空氣汙染及振動干擾和過度

設計與維管的干擾。(路建設與生態工法，P66) 

C3 河川廊道為最被野生動物所使用之棲地。(都市河川復育之研究，P2-35)

C4 河川生態廊道生態系統包括陸棲與水棲生物族群。(都市河川復育之研

究，P2-39) 

C5 生態廊道是位在主要自然保護區之間，做為生物覓食、繁殖行動、季節

移動的線狀與帶狀景觀要素。(城鄉生態，P117) 

C6 生態廊道一般而言，河川溪流、樹籬或灌木帶，因植物覆蓋度高與人類

活動干擾較低，形成有助於生物棲息或移動之廊道。(農地景觀生態廊道

建構之研究─以得子口溪流域平原為例，P160) 

C7 生態工程理念主張水與綠組成的廊道系統，創造與大自然融合的環境，

藉此達到水岸空間生態系統的平衡。(續發展理念下高雄市愛河水岸發展

策略之研究，P60) 

C8 廊道為某塊土地中所切割出來的帶狀且範圍狹窄的區塊，與基質環境特

徵不同，廊道可能是為孤立的帶狀空間，但通常由某種相似的植被連結

到嵌塊體。(生態廊道影響因子與都市行道樹自明性關係之研究-以台中

市中港路行道樹為例，P13) 

C9 廊道是為一線性嵌塊體，主要提供棲息嵌塊之間的遷移，但不容易產生

生殖作用，且並非所有生物生命過程一定得在廊道相遇發生。(生態廊道

影響因子與都市行道樹自明性關係之研究-以台中市中港路行道樹為

例，P13) 

C10 廊道可視為一線性棲地，提供生物所需的生存資源、繁殖作用和遷徙。(生

態廊道影響因子與都市行道樹自明性關係之研究-以台中市中港路行道

樹為例，P13) 

C11 廊道是有潛在意義的構成要素。廊道具備棲息地、通道、阻隔、過濾、

資源及導入。(生態廊道影響因子與都市行道樹自明性關係之研究-以台

中市中港路行道樹為例，P14) 

C12 廊道的結構為寬度、間斷區、節點、連接度、梯度、品質及曲度。寬度

影響廊道內部物種生存機率，決定接受多少外來人為與生物干擾或是邊

緣效應。間斷區與節點則非隨機的延廊道分布於交叉處；連結度亦是廊

道結構的主要量度。(生態廊道影響因子與都市行道樹自明性關係之研究

-以台中市中港路行道樹為例，P15) 

C13 線狀廊道(如小道、公路、樹籬、地產線、排水溝及灌渠等)是指全部由

邊緣物種佔優勢的狹長條帶。(景觀生態學，P114) 

C14 帶狀廊道是指具有含豐富內部生物的中心內部環境的較寬條帶。(景觀生

態學，P114) 

C15 河流廊道分布在水道兩側，其寬度隨河流大小而變化。河流廊道控制著

水和礦質養分的徑流，因此，可減少洪水氾濫、淤積和土壤肥力損失。(景

觀生態學，P114) 

  

 

C-2.生態廊道功能與結構 C16 棲息地過分破碎的物種，如果缺乏生物廊道(wildlife corridor)連接受

保護地區也無法維持足夠存活的族群個體數。(生態設計學，P165) 

C17 利用生態廊道及綠帶之串連，帶給市民優質水岸生活。(勾勒台灣都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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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景觀願景，P22) 

C18 透過藍綠帶的串連、交錯，可成為市民的生活網絡系統。(勾勒台灣都市

水岸景觀願景，P22) 

C19 生態廊道主要是由綠籬、水路、堤防、道路護坡帶所構成，但不一定採

用連續性綠帶的形式，只要能提供生物移動的暫時休息地，有時配置成

跳棋般的斑點也可以。(城鄉生態，P118) 

C20 河流廊道的寬度應以有效完成兩方面的功能為準則，即能控制從高地到

河流的水流和養分流，又促進高地森林內部動植物沿河系遷移。(景觀生

態學，P128) 

C21 河流廊道植被通常把河流和周圍的土地分開，植被對河流產生的影響包

括遮陰、枯枝落葉層的輸入、種子的輸入、石草毛蟲排泄物以及造成水

壩和水坑的倒木。植被也可以河岸侵蝕。(景觀生態學，P292) 

C22 廊道可做為某些物種的棲息地、物種沿廊道遷移的通道、分隔地區的屏

障或過濾器、影響周圍基質的環境和生物源。(景觀生態學，P340) 

C23 根據形成原因，廊道可分為五種： 

 干擾廊道：道路、電線廊道、動物遷徙路線 

 殘留廊道：土地開發後所殘留的林帶 

 環境資源廊道：沿著河岸的林帶 

 再生(新生)廊道：沿著籬笆所生長的樹籬或綠籬 

 人為引入廊道：人工種植的防風林或是樹籬(景觀生態與植生工程規劃

設計，P36) 

C24 根據組成內容或生態系統類型，廊道可分森林廊道、河流廊道、道路廊

道等。(景觀生態學─格局、過程、尺度與等級，P37) 

C25 廊道主要功能可歸納成下列四類： 

 生境：如河邊生態系統、植披條帶 

 傳輸通道：如植物傳播體、動物以及其他物質隨著植被或河流廊道在

生境中運動 

 過濾和阻抑作用：如道路、防風林道及其他植被廊道對能量、物質和

生物(個體)流在穿越時的阻截作用。 

 作為能量、物質和生物的源或匯：如農田中的森林廊道，一方面具有

較高的生物量和若干野生動植物群，為景觀中其他組成起到源的作

用，而另一方面也可阻截和吸收來自周圍農田水土流失的養分與其他

物質，從而起到匯的作用。 

(景觀生態學─格局、過程、尺度與等級，p37) 

 C-3.生態廊道規劃 C26 水系生態廊道的復育而言，應以自然河岸植生帶之復育為優先，而後是

水圳生態廊道之連結。(農地景觀生態廊道建構之研究─以得子口溪流域

平原為例，P175) 

C27 路廊研選之策略應依迴避、衝擊減輕及棲地補償等三個原則逐一過濾評

估，選擇對環境最友善之方案。(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P90) 

C28 道路構造形式的選擇(路堤、路塹、橋梁與隧道)：(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

P92) 

 路廊確定後應檢討道路構造形式的佈設；原則上應採行對地表最小干擾

之構造形式。 

 路廊非必要，應避免大規模的土方挖填作業，最短運距之挖填平衡，及

做小開挖面積。 

C29 動物移動路徑考量：(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P100) 

 動物移動路徑應評估道路周邊之目標物種，依據其習性、生活圈範圍、

誘導設施、棲地環境特質及可能環境干擾之排除等，提供其可行之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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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路徑。 

 檢討路權範圍兩側之植生高度，並因應鳥類及昆蟲之飛行習性，避免造

成道路橫越之衝突。 

 河道整治施工，應避免洄游性魚類水生生物之落差阻隔，應調查其生態

習性，設置魚道替代洄游路徑。  

C30 路權阻隔設施：(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P108) 

 應於動物經常出沒路段設置警告標誌。 

C31 道路照明對周遭環境的影響與對策：(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P116) 

 路廊經過重要動植物之棲地時，應評估道路照明對周邊生態環境之影響。

 路廊經過重要棲地時，燈光數計應在不影響基本型車安全規範之考慮

下，就燈具位置、密度及照度範圍、演色性及其他遮光設施加以調整，

避免干擾周邊生態環境。 

C32 表土的再利用：(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P122) 

 道路施工前應將遷移之林地表土，加以保存並妥善堆放，以利完工後覆

土使用；加速植生演替。 

 各取樣區域之土壤，應分別堆置避免混用。 

C33 排水廊道的生態功能：(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P124) 

 路肩邊溝應採簡易草溝形式設計，利原生花草及蜜源植物之立足。 

 道路排水廊道設計時，除了滿足基本排水功能外，應考量其生態功能。

故溝壁應考量砌石構築或於溝底堆置消能石塊以營造多孔質空間。 

C34 邊坡形式的選擇與生態綠化：(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P126) 

 邊坡植生應採生態綠化，樹種之選擇應以附近林地之潛在優勢種為對

象，以加速演替進而達到極盛相之原貌。 

C35 施工中之排水改道及水汙染防治：(道路建設與生態工法，P142) 

 施工中之汙水排放，應考量暴雨之逕流量，無論距離遠近，應全部匯集

至沉澱設備加以處理。 

C36 具有自然植生的廊道可促進重要的自然過程，如物種和表面水的移動；

而人類的使用造成的廊道則可幫助人類及多棲地物種在不同塊區之間穿

梭。這兩種廊道如皆具有完整且密實的植生帶，均可作為與鄰接塊區的

過濾帶或阻隔帶；也可將物種移動集中於廊道中，減少切割穿越大塊區

的機會。(景觀生態與植生工程規劃設計，P78) 

C37 新加坡─綠化技術設計準則 

 道路 

 沿道路兩側必須留設植栽槽(區) 

 新植之樹種應以鄰近道路現有數種為優先考量 

 行道樹以交錯種植方式為佳，其位置必須距離路緣石一公尺以上 

 一般住宅區路樹必須距路燈 4~6M，主要道路則為 6~8M 

(水與綠─網絡規劃理論與實務) 

C38 生態道路的考量(邱銘源，2003) 

i. 風切效應(wind shear)導致邊坡植生不易存活。 

ii. 開挖後坡面生態基質不良，植生回復不易。 

iii. 施工道路設計應避免要求快速排水設施，造成非點源汙染。 

iv. 噪音、空氣汙染及震動的干擾，造成環境的壓力。 

v. 為方便養護且僅著重安全考量，常有過度設計的情形。 

C39 生態廊道的配置，必須基於現在及過去的物種分布調查，認定人為分斷

以前有過物種之交流，才能對於被分斷的生物重新開闢交流連結的計

畫。(城鄉生態，P117) 

C40 生態敏感地係指生態體系中具特殊價值或較脆弱易產生危害而需受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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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之地區。(台灣中部區域環境敏感地劃設與土地適宜性分析技術報告，

P3-1) 

C41 鑲嵌體穩定是由鑲嵌體概念發展而來，期規劃景觀空間之原則是盡可能

使景觀中充斥著各種不同的生態系統、群落，以維持景觀異質性，確保

生物多樣性之營造，藉由景觀元素間的交互作用提供整體鑲嵌架構的動

態穩定。(生態廊道影響因子與都市行道樹自明性關係之研究-以台中市

中港路行道樹為例，P19) 

C42 在區域間若有許多小型的鑲塊體，或小嵌塊體間相互串接而成的踏腳石

系統，特別適於提供某些物種散佈，進而達成區域生態網絡的連結，這

些跳島嵌塊體位於居中媒介的地位，可提供物種於生態棲地間的活動連

結。(生態廊道影響因子與都市行道樹自明性關係之研究-以台中市中港

路行道樹為例，P19) 

C43 生態網絡原則是基於生態跳島或生態廊道的連結為基礎，藉由網絡的聯

結產生一種生物流的空間格局，此種格局有助於景觀中物質與能量的交

換。(生態廊道影響因子與都市行道樹自明性關係之研究-以台中市中港

路行道樹為例，P20) 

C44 若廊道環境與棲息嵌塊體環境相似，即有相似之植被組成，則物種選擇

此廊道可能性較高，同時廊道寬度足夠，物種更能安全成功的穿越。(生

態廊道影響因子與都市行道樹自明性關係之研究-以台中市中港路行道

樹為例，P20) 

C45 基於生物棲息理論，確保生態金字塔最基層的生態環境之健全，可使生

態金字塔上高級消費者生物有豐富的食物基礎，進而促進生物多樣化環

境的穩定。(生態廊道影響因子與都市行道樹自明性關係之研究-以台中

市中港路行道樹為例，P20) 

C46 指景觀中與相鄰兩邊環境不同的線性或帶狀結構。(景觀生態學─格局、

過程、尺度與等級) 

C47 具有通道或屏障功能的現狀或帶狀區塊，主要功能包括棲地、通導、過

濾、來源和沉澱，此功能主要為廊道的寬度及連結所控制。(景觀生態學)

 

議題探討 思考方向 重點提取 歸結 推論 

D 環境共生議題 D-1 環境共生 D1 環境影響生物，生物適應環境，兩者間保持相對穩定的平衡，以獲得協

同進化，兩者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係。(生態平衡與自然保護，P41) 

D2 整個生物圈可以說是共生的狀態運作，與環境做緊密的動作。(共生社

群，P19) 

D3 每一種生存物種都與其他許多物種相關聯，形成錯綜複雜的網狀結構，

此結構乃為共生結構。(共生社群，P19) 

D4 生命延續繁衍的再生現象，需要共生建構的維持運作，將永續的理念考

慮進去，亦為共生精神。(共生社群，P21) 

D5 大氣、水、土壤與生命在生態系統內共同演化，這就是天人合一的生態

學意義。(共生社群，P22) 

D6 依照共生的內涵，包括開放性、互惠性、效率性及平等性。(共生社群，

P37) 

D7 發現個體的生命，是由不同的系統，以合作互惠的共生方式維持其運作。

(共生社群，P43) 

D8 共生概念涉及到人與自然的共生、藝術與科學的共生、理性與感性的共

生、傳統與尖端技術的共生、地域性與全球性的共生、歷史與未來的共

生、部分與整體的共生、肉體與精神的共生、保守與革新的共生、開發

與保護的共生等等，不同層次內的共生。(新共生思想，P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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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 共生是包括對立與矛盾的內在競爭和緊張的關係中，建立起來的一種賦

有創造性的關係。(新共生思想，Pvi) 

D10 共生是在相互對立的同時，又相互給予必要的理解的和肯定的關係。(新

共生思想，Pvi) 

D11 共生不是片面的不可能，而是可以創造新的可能性的關係。(新共生思

想，Pvi) 

D12 共生是相互尊重個性與聖域，並拓展相互的共通領域的關係。(新共生思

想，Pvi) 

D13 共生是在給予、被給予這一生命系統中存在著的東西。(新共生思想，Pvi)

D14 新型的城市與森林、城市與自然共生的時代正在興起。(新共生思想，P14)

D15 為了實現城市與自然的共生，應該在市區和城市周邊創造人工森林。(新

共生思想，P15) 

D16 生命時代的建築，對於地域文脈、城市文脈與自然和環境來說，將是一

種開放性的結構，向著自然與人類的共生、環境與建築的共生發展。(新

共生思想，P33) 

D17 即在探討人類與環境之間的互動，並追求一種天然資源消耗最少，對周

圍環境破壞最低的生活方式，以及取之於環境、用之於環境的互動觀念，

再利用於環境時，同時能行保護環境之責，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環

境共生理念應用於歷史建築再生之研究-以台北市西門紅樓為例，P16) 

D18 環境共生建築是由環境保護等理念而來，為與環境共生，其存在著要減

低環境的負荷，並與自然環境有更多的融合的要求，以達到環保、節能、

有自然、有文化、有科技的環境共生建築。(黑川紀章，空間雜誌，1992)

D19 時間序列方面為新環境與舊環境的共生。重視歷史文化的保存、豐富人

類文明的生活，重視地方特色的保存、塑造地方領域的自明，重是新舊

環境的融合、促進永續發展的經營。(由日本環境共生理念探討台灣住宅

社區之外部空間規劃-以台北市基河三期國宅為例，P17) 

D20 實質環境方面，為創造理想生活環境，具共生性、地區性及共同感情生

活環境。重視既有文化的保存、營造地區居民的認同，重視地方特色塑

造、創造地域文化的自明。(由日本環境共生理念探討台灣住宅社區之外

部空間規劃-以台北市基河三期國宅為例，P17) 

D21 環境共生是環境發展的力量，萬物因存在著共生的現象、行為與法則而

欣欣向榮、生生不息。(2001 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P197) 

D22 環境共生思想的形成是人類求生本能反應，人類藉由對自然環境的觀

察、認知及了解進行與自然環境相處，進而提出一些思想學說。(2001

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P199) 

D23 地球環境內在生命體除與地球進行共生式的演化外，生物之間亦在相互

依存、相互約制和相互競爭的關係下，推動生物的共生進化。(2001 永

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P199) 

D24 生命與地球環境共生演化現象逐漸轉變為人類文明進化與地球環境共生

演化的心現象。(2001 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P200) 

D25 一個好的都市生態經濟系統，是必須自都市經濟系統透過環境管理的回

饋方式，使自然系統能維持正常的生產功能，而且廢棄物應被視為生產

消費過程的副產品應藉由循環作用成為自然環境系統的一部分，使都市

與自然財就譨互利共生(symbiosis)。(生態土地使用規劃，2000) 

 D-2 自然與人文環境 D26 河溪生態規劃應同時兼顧河溪知各種基本功能，在施作治水、利水等人

工行為時需考慮生物棲息環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以達到共存共榮之環

境。(河川景觀暨生態環境規劃，P165) 

D27 都市河岸空間重新獲得重視，水的生命逐漸重生，都市的親水再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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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構了人與水之間的親近關係。(都市河川變遷下的空間與水關係之研

究-以高雄愛河為例，P18) 

D28 凡存在皆有其所以存在之理，人之存在乃是與其存在環境休戚與共。(黑

格爾) 

D29 人類最重要的角色即作為此共生生態系經營之媒介與作用者。(道法自然

-以生態系統為本的環境規劃設計哲學與實務，P158) 

D30 以空間方面為自然與人文環境共生。重視自然生態保育、創造自然文明

的平衡，重視自然紋理的原形、善用工程技術的輔助，重視環境資源的

價值、促進永續發展的經營。(由日本環境共生理念探討台灣住宅社區之

外部空間規劃-以台北市基河三期國宅為例，P17) 

D31 生態材料係指具有多孔性、滲透性、低汙染、重複性、一回收及自然性

之工程材料。(生態工程，P65) 

D32 生態材料應選用接近自然狀態之材料(如植生及石材)，以營造良好之生

態基礎，並兼顧自然環境景觀之和諧，以改變過去相關工程僅注意方便

性、安全性及實用性，而忽略生態環境之重要性，以達到人類及其他生

物共存共榮之目標。(生態工程，P65) 

D33 日本提出環境與共生住宅建設。主要以保育地球整體環境為出發點，充

分考量能源、資源廢棄物等課題，與周遭的自然環境作密切之協調，並

以居民為主體引導居民能自發性地朝向建設健康舒適之住宅或區域環境

為目標。(水與綠─網絡規劃理論與實務，P286) 

D34 共生思想有其多重性的思維價值，其中共生生態環境主要包含了與自然

共生及與社會共生兩個部分，是全方位的生態理念。除了與自然環境共

生共榮外，更應超越物性與生物性的自然共生關係，而延伸至人性層面，

以建立關懷人性的社會共生關係。(傳統自然村生態社區規劃─以彰化縣

二水鄉源泉村為例，P21) 

D35 共生生態所謂的關係，就是環的觀念；空間的層級範圍，就是圈的概念。

共生生態環意指共生生態的關係體；共生生態圈就是共生生態關係所發

生出來的空間範圍。在不同的圈內都會發生不同層次的環的體系；亦即，

在某一特定體系的共生生態環會反應在不同的共生生態圈的空間範圍

內。(喻肇青，共生生態環境住居空間組第四期生活社區「共生生態

圈｣構成之研究-(二)都市住宅社區的共生生態體系構成) 

D36 河川流域內之水系成為人類聚落發展之紋理，流域內之自然綠資

源也成為人類生活生產之來源，綠網與水網之建構與存在，係以

人類與自然環境競爭生存為必要演變之模式，自狩獵時代到農業

時代，均反映了人類生存與水網與綠網之自然共存關係。(水與綠

網絡規劃-理論與實務，P22) 

 D-3 科技與生態共生 D37 從地球環境保全觀點，使能源能有效使用、資源能再生利用，廢棄物適

當處理，與周邊自然環境達到調和及美觀，居住者住宅空間達到健康、

舒適的生活環境，使住宅能兼顧到保護地域環境特色。(由日本環境共生

理念探討台灣住宅社區之外部空間規劃-以台北市基河三期國宅為例，

P17) 

D38 綠色材料、元件和技術，以及運用這些綠色材料、元件、技術和其他建

築要素去提高環境表現的設計策略。(2001 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

P8) 

D39 生態科技能將我們城市的某些部分轉變成(以多倫多健康社區為例)： 

 社區廢水處理暖房：植物可以過濾社區的廢水，暖房也可以生產蘭花

(蘭花是最能潔淨室內環境的植物之一)。 

 沼氣吸收器：利用沼氣吸收器將垃圾轉換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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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農作：利用屋頂、後院和陽台生產高收成富維生素的食物，運用

一種比水栽法原則為基礎的密集種植方式，穩定地提供我們的每日所

需。 

(2001 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P105) 

D40 屋頂和建築物的外牆可以被綠化，綠化的屋頂後常春藤攀爬的牆面，能

提供蔬菜並保存能源。(2001 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P106) 

D41 以乾草捆作牆壁的絕緣材料，不用發動機的太陽能及地能暖氣設施，雨

水收集，以高山植物花園做屋頂絕緣，風力渦輪，以及能提供放射熱能

的高科技窗戶。(2001 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P108) 

D42 綠色建築是同時利用高科技和非科技的方法。他不是一昧地懷舊，他只

是善用前人所留給我們的經驗。(2001 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P108)

D43 提倡利用太陽能與風能等可再生能源、廢棄物回收科技、河流復育、以

及步行、腳踏車、大眾運輸工具取代小汽車等方式。(城鄉環境共生，P62)

 

議題探討 思考方向 重點提取 歸結 推論 

E 基地議題 E-1 筏子溪環境與現況 簡介 

E1. 筏子溪發源於台中縣大雅鄉橫山圳排水，屬平地河川。(筏子溪生態監

測計畫(1/2)，P4) 

E2. 流域範圍北以大甲溪為界，西臨大肚山台地，東接麻園頭溪，由北而南，

匯集各平地逕流、葫蘆墩圳等農田排水及大度山區各山溝、野溪之水，

流經台中縣市都會區經集泉橋於烏日鄉匯入烏溪。(筏子溪生態監測計

畫(1/2)，P4) 

E3. 全流域支流包括筏子溪上游的大雅排水、十三寮排水，主流的林厝排

水、港尾子溪排水、普濟坑排水、內新莊子溪排水、山仔腳排水以及

劉厝排水。(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1/2)，P4) 

E4. 全長約 21.3 公里，流域面積 132.6 平方公里。(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

(1/2)，P4) 

E5. 本流域位於台中盆地內，氣候宜人，每年十月至隔年五月為東北季風

期，因受中央山脈之庇護，氣候晴朗而乾燥，其餘時間因受西南季風

及颱風影響故雨量較為充沛。(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1/2)，P9) 

E6. 台灣氣候主要受季風控制，冬季東北季風盛行，因其與東北信風重合，

風力增強。台中市自每年九月至翌年五月，長達九個月期間，均以吹

北風為主，十月至翌年三月尤甚，夏季（六至八月）吹南風，風力較

小，歷年來各月最大風速，以九月最強，四月最弱。(筏子溪基礎資料

建立與整合，P7) 

E7. 筏子溪流域近年來(1993~2007)的年平均量雨量約為 1491 mm，月平均雨

量為 124mm。雨量多集中在 5~9 月的五個月，月平均降雨量約為 223 mm；

10 月到隔年 1 月的四個月較少，月平均降雨量約為 23 mm，其餘 8 個

月(2~9 月)雨量較多平均降雨量約為 176 mm，也是筏子溪水量充沛的

主因。(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1/2)，P10) 

E8. 本流域之地質屬第四季地質，大肚山台地由紅色的粘土、未經膠結的礫

石及夾雜在其中的平緩砂質或坋質凸鏡體組成，紅色的粘土向上漸變

紅壤，土壤屬紅棕壤土，土色呈紅色強酸性反應，有機質含量低。台

中盆地則為紅積層及沖積層，由細砂粘土及礫石等所組成。(筏子溪基

礎資料建立與整合，P4) 

E9. 堆積著鵝卵石築成的堤防，河床則多屬於卵石或塊石河床。(筏子溪基

礎資料建立與整合，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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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 筏子溪流域地勢西北高、東南低，東側是大肚山，水流方向依地形由北

向南流，於烏日附近住入烏溪。(筏子溪基礎資料建立與整合，P6) 

E11. 台中市區之排水主、支幹線共37條，其中主要幹道計有15條，分別匯入

台中市旱溪、筏子溪及烏溪。(筏子溪基礎資料建立與整合，P8) 

環境現況 

E12. 由於河川水質呈變化狀態，受許多因素影響而有改變。但是最主要的要

素則是人為污染，其來源可分為工業廢水，家庭污水，畜牧廢水。對

整個筏子溪的排入狀態。(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1/2)，P21) 

E13. 筏子溪兩側縱向之重要交通要道有：  

 中彰快速道路及環中路－沿筏子溪東側而行，部分基礎為水道護

岸。  

 中山高速公路－東海橋上游沿港尾子溪東側而行，東海橋下游沿筏

子溪西側而行。  

台灣高鐵－台中筏子溪河段在筏子溪東側，部分支柱建立於筏子溪

上。(筏子溪基礎資料建立與整合，P9) 

E14. 橫向跨越筏子溪之交通要道有： 

 西屯路－永安橋(水堀頭四號、五號橋)通過筏子溪  

 福科路－福安橋通過筏子溪中游及港尾仔溪匯入前。  

 中港路－東海橋通過筏子溪中游，交通流量大。  

 朝馬路－虹揚橋通過筏子溪中游。  

 五權西路－知高橋通過筏子溪中下游，交通流量大。  

 向上路－特三號道路橋跨過筏子溪連接工業區。  

 永春路－筏子溪橋，通過筏子溪下游，交通流量大。  

復興路－及泉橋通過筏子溪下游，交通流量大。(筏子溪基礎資料

建立與整合，P9) 

E15. 過去筏子溪周遭的產業型態即為農耕一級產業，因為引水灌溉方所以吸

引外來人移民入墾，而居住的方式也以三合院和傳統的農村聚落為

主。(筏子溪基礎資料建立與整合，P11) 

E16. 近代筏子溪流域周遭多以工廠及中小企業所分佈，台中工業區的設立更

是對於筏子溪週遭產業造成明顯的影響，加上中部科學園區之高科技

廠房引入，使得筏子周遭產業明顯轉型以二級產業為主。(筏子溪基礎

資料建立與整合，P11) 

E17. 筏子溪為南北走向迴異台灣地區一般的河川東西走向，而本計畫所謂的

上游河段切確地理位置應是大雅鄉人口聚集地的下游，該區域的家

庭、工廠、畜牧養殖等等廢水皆不亞於筏子溪主流所經的台中市西屯

或南屯區，且該河段之流量較筏子溪下游主流河段小，故水質差乃屬

正常。(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2/2)，P53) 

E18. 東海橋下游河段近年來經整治、擴大河床後河川底床的自淨作用應有增

加，故下游水質有可能較上游好。(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2/2)，P53) 

E19. 筏仔溪各樣站之水質，以上游狀況較差，越往下游水質狀況越好。(筏

子溪生態監測計畫(2/2)，P52) 

 E-2 河川型態與河床結構 E20. 筏子溪河床質以卵礫石為主，泥砂含量低於 10%。(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

(1/2)，P4) 

E21. 筏子溪河川水質指標（RPI）值介於 1~7.5 之間，大部分 RPI 值落於

2.0~6.0 之間，屬輕度污染~中度污染水域。(筏子溪基礎資料建立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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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P34) 

E22. 河川水質指標（WQI5）值介於 38~94 之間，大部分 WQI5 值落於 30~70

之間，其水體分類屬於中等~中下。(筏子溪基礎資料建立與整合，P34)

E23. 筏仔溪上游與中游處的烏橋、連仔溪橋、車路巷橋、永安橋、永安坑橋

及光明橋，其生化需氧量及氨氮值較高，尤其連仔溪橋、車路巷橋、

永安坑橋及永安橋的數值偏中度至嚴重污染較多。(筏子溪基礎資料建

立與整合，P34) 

E24. 下游之後，其數值降低為輕度至中度污染。(筏子溪基礎資料建立與整

合，P34) 

E25. 淺瀨 

E26. 深流 

E27. 緩流 

E28. 深潭 
 E-3 生態棲地調查 E29. 由於近年河川治理與人為活動干擾等因素之影響，如高速鐵路的闢建，

中部科學園區的進駐等，均增加了本地區水域生態環境的衝擊與壓

力，以致河流周遭之本地區水域生態環境逐漸惡化。(筏子溪基礎資料

建立與整合，P30) 

E30. 目前本水域所發現物種亦多以較能抵抗人為活動干擾之生物為主，其族

群數量亦偏低，甚至部份區段因受工業與畜產業之雙重污染影響，造

成水域生物適應與生存上極大的壓力，因此本水域所發現之物種組成

多為較耐污染之物種。(筏子溪基礎資料建立與整合，P30) 

E31. 主要調查的生態包括植物以及陸、水域生物，水域生物方面包括魚類、

蝦蟹類、螺貝類、環節動物、水棲昆蟲類、浮游性動物。陸域生物方

面包括植物、鳥類、哺乳類、兩棲類、爬蟲類、陸生昆蟲類等。(筏子

溪生態監測計畫(2/2)，P16) 

魚類 

E32. 其中台灣石魚賓、台灣馬口魚、粗首鱲、明潭吻鰕虎及短吻褐斑吻鰕虎

等 5種為特有種；鯽、鯉、錦鯉、朱文錦、琵琶鼠、吳郭魚、大肚魚

等 7種為外來種；所記錄之魚類並沒有保育類物種。(筏子溪基礎資料

建立與整合，P35) 

E33. 從數量上來看，以吳郭魚最多，其次依序是明潭吻鰕虎、短吻紅斑吻鰕

虎、中華花鰍。(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1/2)，P32) 

E34. 比較筏仔溪主流部份外來種的分布，全線分布的有鯉、鯽、琵琶鼠及吳

郭魚，就各樣站外來物種所佔數量而言比例較高。(筏子溪基礎資料建

立與整合，P35) 

E35. 吳郭魚為優勢物種 。(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2/2)，P17) 

E36. 水質越惡化，污染耐受度較低的魚類數量越少，進而造成污染耐受度較

高的外來種魚類比例增加，因此，若要解決筏仔溪外來物種的問題，

則應先解決水質遭受污染的問題。 (筏子溪基礎資料建立與整合，P35)

E37. 筏子溪各測點之深流與緩流區為魚類主要聚集處，而台灣石魚賓、粗首

鱲、中華花鰍，泥鰍、明潭吻鰕虎、短吻紅敤吻鰕虎以及大肚魚等小

型魚較喜歡聚集在水深較淺的淺瀨區，原因為這些魚種的食物來源多

位於淺瀨區，故於淺瀨區較易發現這些魚種。(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

(2/2)，P20) 

E38. 調查記錄中的巴氏銀鮈（Squalidus banarescui）為農委會公告之一級

瀕臨絕種野生動物，為初級淡水魚，喜歡棲息於河川中下游水流較緩

並且水質較為清澈之潭區或河段，以水生昆蟲、藻類及水生植物碎屑

等為食。(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2/2)，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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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9. 魚類於各種不同物理棲地分佈的情況，可發現深流與緩流的生物種類較

為豐富。(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2/2)，P81) 

E40. 淺瀨環境主要是發現鰕虎科、鰍科、台灣石魚賓及粗首鱲等魚類；深潭

環境主要發現吳郭魚；而緩流及深流環境則主要發現吳郭魚、明潭吻

鰕虎及中華花鰍等魚類。(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1/2)，P52) 

植物 

E41. 筏子溪溪流兩岸共記錄 14 科 32 屬 34 種，原生及特有共 18 種，以禾本

科為最多，五節芒為筏子溪流域中為最優勢之草本植物社會。(筏子溪

生態監測計畫(1/2)，P24) 

E42. 依生長習性分，草本植物 102 種(佔 58.3%)、灌木 21 種(佔 12.0%)、

藤本 25 種(佔 14.3%)及喬木 27 種(佔 15.4%) (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

(2/2)，P18) 

E43. 由於高灘地多為石礫與砂土所組成，加上大水定期性的干擾，在上方所

記錄的物種多以繁殖力強的禾本科植物較為優勢。(筏子溪生態監測計

畫(2/2)，P94) 

 

鳥類 

E44. 八哥 1 種為珍貴稀有之二級保育類物種，紅尾伯勞 1 種為應予保育之

三級保育類，麻雀為優勢物種。(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2/2)，P18) 

E45. 其中較常見到或容易聽見叫聲的有紅鳩、小雨燕、棕沙燕、夜鷺、白頭

翁、麻雀等 6 種。(筏子溪生態監測計畫(1/2)，P24) 

E46. 小雨燕，長於海拔 2100 公尺以下的都市、鄉村及農地上空活動，利用

屋簷或橋梁下方築巢，築巢的位置幾乎都在鄉、鎮、都市人工建築的

地方。腳細小而軟弱無力，無法用來站立及支持體重，因此不在地面

行走活動，而用爪來掛吊牆壁或岩壁上。因落地後即無法起飛，幾乎

所有活動都在空中進行，需要飲水時會低空快速掠過輕點平靜水面。

求偶期在空中相互追逐鳴叫，交配也在空中進行，夜晚才回到巢中棲

息。當空氣濕度增加就快要下雨時，空中的昆蟲飛得既低且密集，此

時會出現雨燕群聚覓食的現象，彷彿預測快要下雨，因此而得名。(台

灣鳥類誌(中)，P544) 

E47. 小雨燕的食性在高空中張口捕食蚊蚋等飛翔的昆蟲。(台灣鳥類誌

(中)，P544) 

E48. 小雲雀，生活於平地及低海拔的牧場、旱田、沙丘、河川地、機場等開

闊而長有短草叢的環境。日間除覓食外，大部分時間會躲於高草或陰

影下休息，夜間則立於草地上棲息。清晨及黃昏是覓食高峰，可以在

地面快速奔跑，啄食地面的種籽與昆蟲。(台灣鳥類誌(下)，P136) 

E49. 小雲雀能夠消化堅硬的種籽，繁殖期則以娥及蛾的幼蟲、蚱蜢及其他昆

蟲的幼蟲餵食幼鳥。(台灣鳥類誌(下)，P136) 

E50. 白環鸚嘴鵯出現於平地和淺山地區的樹林邊緣和灌叢區。各地族群的數

量似乎沒有其他鵯科鳥類多。喜歡在灌叢、開闊的樹林或果樹林的中

下層活動，很少在濃密樹林內部出現。喜停棲在灌木草叢頂端或草穗

上。(台灣鳥類誌(下)，P172) 

E51. 白環鸚嘴鵯為雜食性鳥類。以昆蟲及漿果為主，也會吃草籽等種子。大

陸亞種的食性中有 90%是植物，包括漿果、桑椹、雜草種子、花瓣等，

昆蟲包括不同的甲蟲、鱗翅目幼蟲與成蟲、蟬、蜻蜓、螞蟻、蜂類、

蟋蟀、蠅類等。(台灣鳥類誌(下)，P172) 

E52. 灰鶺鴒喜好中低海拔的山澗溪流、水域附近、住家屋頂或開闊空地，多

在地表或石頭上活動，也會棲息在樹枝上。受到驚嚇時常會飛入樹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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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灣鳥類誌(下)，P568) 

E53. 灰鶺鴒主要以陸域或水域無脊椎動物為食。(台灣鳥類誌(下)，P568) 

E54. 番鵑棲息於平原、丘陵、低海拔山區的河谷平原，喜愛芒草與灌叢雜亂

交錯的平坦荒地，也包括蔗田、墓園等人為環境。有很強的地棲性，

經常隱身於濃密的灌叢間地面淺潛行覓食，偶爾於變化位置低飛時或

停棲於較高的灌叢時才會被發現。夏季羽色鮮明且活動頻繁，很容易

被發現；冬季羽色黯淡，同時變得非常隱密，不容易被發現。飛行能

力不佳，經常在穿越鄉間道路時被車撞死。(台灣鳥類誌(中)，P469) 

E55. 番鵑主要食較大型的昆蟲，如蚱蜢、螳螂等，還有鱗翅目幼蟲、蜥蜴、

蛙類、小鳥巢內的卵與雛鳥、漿果等為食。在灌叢地面行走會跳躍覓

食。(台灣鳥類誌(中)，P469) 

E56. 白腹秧雞棲息於有蘆葦或雜草的沼澤地和灌木的高草中、竹叢、濕灌

木、稻田、甘蔗田及河流、湖泊、灌渠和池塘邊，也見生活在人類住

屋近，如林邊、池塘或公園。白天在植物茂密處會水邊草叢中活動，

晨昏是活動高峰。夜間會上矮枝過夜。善步行、奔跑及涉水，平時不

飛翔，受驚嚇時多奔跑隱入密叢裡。(台灣鳥類誌(中)，P636) 

E57. 白腹秧雞為雜食性。吃蠕蟲、軟體動物、昆蟲(甲蟲、蚱蜢等)及其幼蟲、

蜘蛛和小魚，也吃草籽和水生植物的嫩莖和根。(台灣鳥類誌(中)，

P636) 

E58. 中白鷺棲息於沼澤地、湖濱、河畔、池塘等，較喜歡進水域的草地。日

行性。常與鷺科其他鳥類如小白鷺、大白鷺等混群在各類濕地覓食。

覓食時多淨利於水邊或淺水中，等待獵物游近後啄食。(台灣鳥類誌

(上)，P404) 

E59. 中白鷺主要食物為各種水生動物，包括魚、蛙、蝦、蟹、水生昆蟲，以

及陸棲的蚱蜢、蜥蜴、雛鳥等。。(台灣鳥類誌(上)，P404) 

昆蟲 
E60. 蝶類以紋白蝶記錄數量較多。蜻蛉類以薄翅蜻蜓數量較多。(筏子溪生

態監測計畫(2/2)，P18) 

E61. 筏子溪共發現 5種兩棲類，其中虎皮蛙及貢德氏赤蛙為保育類物種。(筏

子溪生態監測計畫(1/2)，P25) 

E62. 筏子溪發現 8 科 11 種，其中蓬萊草蜥與雨傘節為保育類物種。(筏子溪

生態監測計畫(1/2)，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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