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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都市的高度發展與氣候變遷的加劇，都市所面臨的自然災害

威脅已影響一座城市的永續生存。因此城市是否具備有足夠的韌性對

策來面對自然災害風險，尤其是水災害，已成為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 

 

本研究以韌性空間查找及其韌性景觀對策做為發展目標。首先從

城市公共開放性空間及淹水潛勢分布，探討城市韌性分布狀況。運用

政府提供的開放資料(open data)，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做分析，以法規

建蔽率及淹水深度，作為增設評值之依據，做出視覺化分布地圖，再

運用遙測技術查找實際綠地透水分布區域。將此三者區域，再次運用

地理資訊系統，將開放空間建蔽率最高、綠地空間最不足與淹水最嚴

重區域，增設評值後，從原本城市韌性空間分布，轉為城市「低度韌

性空間地圖」，以提供韌性景觀介入的參考基礎。 

 

本研究提出以韌性景觀介入城市低度韌性空間的方法與策略，並

著重在面對城市的淹水災害應用。本研究藉由相關文獻歸類出三種韌

性景觀：防災韌性、生態韌性與生活韌性。三種類型的韌性景觀除歸

納出其對應類型與功能外，更進一步發展出其高中低的韌性程度，最

終本研究將三種韌性景觀運用在城市低度韌性空間進行驗證。本研究

以低度韌性空間地圖中較為嚴重的台中烏日區做為示範案例，舉出五

種高識別性節點：非都市計畫區、都市與非都市計畫邊界區及都市計

畫區內的密集住宅區、商業區與高鐵特定區。在分析節點之現況區域

類型後，推演並建議此區域可置入的韌性景觀方法與策略。總結來說，

本研究的韌性空間查找方法與韌性景觀對策，協助景觀轉為主動介入

城市，並幫助城市有韌性作為，以減緩、調適與應對去面對城市水災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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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及背景 

 

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for 

Climate Change, IPCC)提出在未來幾十年中，氣候變遷的威脅已是全

球都得面臨的難題，且以都市區域的極端氣候為重，不只是因為人口

快速的成長，以及土地被過度的開發，總總的因素都讓都市曝露於災

害下的可能性提高(IPCC, 2012)。這些在城市發展中面臨的這項挑戰，

我們的城市是否有韌性能夠去面對這樣的挑戰？是否能有效提出這

些已發生、即將發生或還未發生的問題之解決策略呢？ 

 

我們的城市在面對這樣的挑戰時，城市發展中理當重視城市的韌

性，所以當檢測及打造有韌性的城市去應對、調適或防範這些任性的

問題。一個城市的發展需要多領域方面的考量，要能夠承受現今及未

來不管是各方面領域或是自然景觀災害及氣候變遷等，都需要各領域

自己的韌性功能。 

 

近年來台灣面對的自然災害或是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許多城

市地區是受到極為嚴重的破壞，不僅是人民的生命危害、財產的損失

或是城市發展的困難等等，都使政府不能在忽略這樣的問題產生。以

颱風、大雨、豪雨等的氣象災害，城市得面對的是淹水的危害，淹水

災害也是現今城市最需要及時面對的挑戰，在城市發展中需要提出有

效解決這樣問題的方法及策略。因此，本研究以韌性角度去探討景觀

在城市中所扮演的類型與功能，提出景觀在都市中對於水災害治理上

有積極韌性之實作方法與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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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針對城市景觀於城市發展應扮演的角色重新定位，將原本

較為傳統景觀被動式介入城市，反轉扮演為積極且有韌性作為，並能

協助城市有韌性之景觀。本研究針對自然災害之氣象中水災害為議題，

以台中市淹水區域去做探討，並瞭解景觀在面對城市淹水災害時，可

以運用哪類景觀（都市景觀類型）之功能，去幫助城市有應對、調適

與減緩之韌性功用。在城市面臨水災害帶來的問題以及威脅時，應當

主動式積極的介入城市治理中，使景觀在城市面對災害韌性上有所作

為，進而提出韌性景觀的想法協助城市發展。 

 

城市之韌性景觀應積極有作為，但對於城市韌性景觀又應讓它放

置城市中哪個區域，本研究進一步探查城市缺乏韌性空間之分布位置。

在未來城市中本研究提出韌性景觀在實質上，可以幫助城市如何去面

對水患治理，以及輔助提出方法與策略建議，幫助城市中需要有韌性

景觀功能的缺乏韌性空間區域做置入，景觀在城市中扮演各資集幫忙

協助城市產生韌性之重要角色。 

 

研究目的： 

 

一、 如何使景觀在城市中轉為積極的韌性基礎設施，且在

都市防災韌性上有作為。 

 

二、 針對台中市地區應用地理資訊系統，以及政府提供的

開放資料之運用，探查災害以及韌性空間分布，進一步分

析出缺乏韌性空間分布位置。 

 

 

三、 分析景觀類型與功能並提供方法與策略建議在城市

水患治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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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探討主軸是韌性景觀應用在韌性城市治理，尤其在城市面

對災害時，可以置入韌性景觀類型及功能，使景觀不只是作為城市綠

美化功用，而是在韌性城市中扮演著更積極介入的角色。在適度的置

入韌性景觀於治理水患，讓景觀在城市發展上成為韌性基礎設施，且

在城市防災韌性裡有作為產生。 

 

2-1 都市災害與治理 

 

IPCC（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指出氣候變遷已成現

在事實情況，面對全球都將面臨的問題，不只是溫度逐漸上升，氣候

的極端變化等災害，在現況或是未來帶來的危機，是深深影響著都市

發展，氣候變遷對於城市發展中的社會系統或其他等生態環境之影響

亦為事實。台灣近25年來，水災害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城市發展之經

濟損失將近台幣163億元（陳政改，2011）。世界銀行於2005年在「世

界自然災害熱點及風險分析報告(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中指出，臺灣面臨這些災害威脅及衝擊已在世界排行第一。

因此，台灣人民對於國際上針對氣候變遷須有一定共識，這讓我們不

得不正視對於生活中減災的急迫度，更提醒人們瞭解大自然所帶來風

險同時，更需重視防災，以及災後重建能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對於都

市防災時需有的考量面向（中央氣象局數位科普網，2017）。儘早採

取減緩行動策略將有助於避免被繼續困在碳密集基礎建設中，並減緩

氣候變遷，進而降低採取連帶調適措施之必要性。因應氣候變遷需要

反覆地實施風險管理，同時考慮氣候變遷損害、協同效益、永續性、

權益、和面對風險的態度(IPCC, 2007)。 

 

 

 



4 
 

2-2 韌性城市與景觀 

 

韌性城市的討論主要偏重在城市面對不確定衝擊（例如：天災、

社會經濟衰退、恐怖攻擊事件及能源危機）的「容受力」及「回復力」。

容受力強調城市將衝擊所造成的影響最小化的能力 (capacity to 

minimise the disturbances)，回復力則關注在受衝擊後達到新平衡所花

費的時間(time to recover)。韌性在分析上著重的重點在於降低災害的

損失，及災害帶來的社會經濟等衝擊，最後與災害後帶來的一切衝擊

有恢復能力(Folke et al., 2002)，甚至更嚴謹需要考慮的是：災前的完

整預備、災中應變與災後重建之能力(Bruneau et al., 2003; Cutter et al., 

2008)。 

 

荷蘭鹿特丹倍恩特姆廣場(Waterplein Benthemplein)是著名的水廣

場，為國際值得大家學習的案例水韌性城市，面對淹水的現況，不是

去逃避也不是選擇袖手旁觀，位於鹿特丹火車站後方的社區中，這樣

的水廣場，由荷蘭景觀建築事務所 De Urbanisten 設計，於2013年完

工，一座同時解決雨季儲水問題及提升都市空間和增加遊憩空間居住

品質的廣場，成為顧及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都市設計的經典作品。

水廣場設計前提，就以全世界為第一個都市空間設計結合防洪系統的

水廣場為目標，這樣的水廣場是兼具人性化與實用等功能，平時是作

為打籃球和溜滑板的休閒廣場，雨天時便成為都市中重要的景觀滯洪

設施。 

 

2-3 都市治理與開放資料 

 

開放性資料，指的是一種經過挑選與許可的資料，這些資料沒有

著作權、專利權，及其他管理機制所限制，可以開放給社會公眾，任

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不論是要拿來出版或是做其他的運用都是不加

以限制的，所以選定及整理有價值的資料，開放民生相關資料給社會

大眾，並且讓民眾建立資料更新及回饋機制。不但可以提昇政府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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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也提升資訊服務品質及有效的被運用（內政資料開放平台，

2013）。像是空氣品質偵測網，這是行政院環保署的空氣品質偵測網，

提供即時空氣污染指標、即時細懸浮微粒指標、細懸浮微粒濃度、空

氣品質預報等功能（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1）。 

 

零時空汙觀測站(g0v.tw)是一個推動資訊透明化的社群，致力於開

發公民參與社會的資訊平台與工具，整合各方空汙監測站的觀測資料

與各種汙染源的排放資料，以地圖視覺化呈現清楚明瞭的即時空汙動

態追蹤，以此達到排汙監督的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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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韌性空間探查方法 

 

本研究提出從韌性城市在面對災害困境時，當具備的能力，在台

中市探查韌性空間分布區域，以及淹水潛勢地區，以應對、調適與減

緩之韌性功能，幫助城市面對水患帶來之問題。本研究探查韌性空間，

目的了解城市韌性空間不足之分布位置，對於城市缺乏韌性空間區域，

則是本研究的重點，作為後續景觀可介入的治理區域，本研究探查的

韌性空間，應能夠治理水患的區域為探查對象。本研究以找出台中水

患嚴重且韌性最缺乏的地區分布，去探討韌性城市這件事情，從都市

公共空間中去尋找城市韌性的分布，及城市淹水災害分布區域，先瞭

解城市中缺乏韌性的空間，才能提出好的策略，應對這樣的都市災害

課題。 

 

本章節主要探討台中市韌性分布圖，以及台中易淹水的潛勢圖，

進一步得出台中市整體缺乏韌性位置，以及淹水潛勢最嚴重區域，運

用政府提供開放資料，再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分析出視覺化地圖。 

 

3-1 研究流程架構 

 

本研究探討韌性景觀應用於韌性城市上的作為，第三章研究流程

架構，主要探討台中市如何找出韌性空間之研究整體架構說明，以及

本研究探討韌性景觀應用於台中市烏日區為研究範圍。從研究流程架

構說明本研究第一個核心分析及探討，選定台中市烏日區作為本研究

韌性景觀應用於韌性城市防災防範研究之基地。 

 

3-1-1 研究流程架構說明 

 

本章節以（圖3- 1）架構流程做探討，分析城市中韌性空間研究。

因此，本研究分為三大部分探查流程：第一從都市公共空間韌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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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第二為台中市水患熱區分布查找城市韌性空間；第三並將這兩

項分布透過地理資訊系統進一步分析，導出台中易淹水及城市缺乏韌

性之空間區域分布。 

 

第一部份分析研究：台中市公共空間韌性分布的查找，定義在公

共性開放空間且包含有量體的公共性建築，也算在本研究查找都市韌

性空間分布範圍內。從政府提供的開放資料，有效找出符合空間屬性

的資料及具有公共性開放空間的因子，本研究著重以法規公共性建物

的開放性空間之建蔽率規範做為增設評值基礎，運用地理資訊系統將

法規建蔽率為基礎的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分析出具備法規都市公共

空間韌性分布區域；再利用不同的遙測技術找出開放資料，尋找出都

市公共性開放空間確保可透水的韌性分布區域，本研究定義確保透水

的開放性空間為綠地空間，因此運用遙測技術將都市綠地範圍分析出

視覺化地圖。兩張分析的都市公共空間韌性分布區域與確保可透水之

韌性分布範圍，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將兩張分析分布圖，再進一步增設

評值做檢測，實際檢測都市公共空間韌性分布區域，以上為第一步都

市公共空間韌性分布查找流程。 

 

第二部份分析韌性空間研究，本研究探討的韌性城市，面對現今

氣候變遷的影響，都市面臨的災害衝擊等，本研究著重以都市水災害

分布查找為例。因此，在韌性空間研究中需要查找台中市水患熱區分

布。透過政府經濟部水利署提供的開放資料，查找出台中市因不同降

雨量及降雨持續時間的不同，分析出的台中各區淹水潛勢分布地圖。

此為第二台中市水患熱區韌性空間查找流程。 

 

最終這一部分分析的韌性空間研究，為本章節最終的目標是要找

出台中市易淹水及缺乏韌性空間分布區域，透過第一及第二所查找的

城市韌性分布及淹水潛勢分布，運用地理資訊系統分析產生出可置入

韌性景觀在都市防水患韌性治理的區域，及淹水區域較無害的區域可

置入生活或是生態等韌性景觀，作為第四章分析研究內容的延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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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台中易淹水區域及韌性缺乏空間，為韌性空間研究的核心重點及

目標。 

 

 

 

圖3- 1 研究流程架構圖（本研究繪製） 

 

3-1-2 台中市烏日區基地 

 

韌性景觀應用於韌性城市防災防範，本研究所探討的都市以台灣

中部之台中為研究範圍區域，並且研究中也應用了政府提供的開放資

料找出台中淹水潛勢圖。因此，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分析出台中市淹水

最為嚴重區域為烏日區及梧棲區，但相較之下，烏日區在淹水潛勢分

析中，淹水深度顯示又更加嚴重，所以本研究基地選擇在台中市烏日

區（圖3- 2），為台中市易淹水區域作為都市災害韌性探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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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 研究基地台中市烏日區（本研究繪製） 

 

3-2 台中市公共性開放空間韌性分布 

 

在都市發展中，一個具備韌性空間的城市，本研究從城市中具有

公共性開放空間韌性分布去分析，找出都市中公共性開放空間後，韌

性景觀公共性開放空間，相較其他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較有防洪功能。

因此，本章節目標為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分析出都市韌性高及防洪最

好的分布地區。 

 

具體作法，本研究分為三部分查找台中市公共性開放空間韌性分

布研究。第一部分從台中市公共空間韌性分布去查找都市韌性空間，

以建蔽率為基礎的公共性開放空間做韌性探討研究，有效運用政府所

提供的開放資料，再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做評值分析，得出在建蔽率基

礎下的台中公共空間韌性分布地圖；第二部分則是探討，台中市開放

空間中確保可透水區域，本研究將透水韌性區域轉化為都市綠地空間，

運用遙測系統方式找出都市綠地空間分布位置；最終部分所分析的是，

將前兩者分析的都市公共空間韌性及可透水韌性都市綠地空間之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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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化地圖，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再分析，產出本章節最終目標，為台中

市實證公共開放空間有韌性分布區域。 

 

3-2-1 台中市公共空間韌性分布 

 

本研究探討韌性城市，因此去探討台中公共空間韌性分布，此部

份分為三段落，第一在定義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第二為開放資料查

詢屬於空間屬性的開放空間因子；最後為建蔽率基礎下去設評值操作，

最終產出台中公共空間韌性分布區域（圖 3- 3）。 

 

 

 

圖3- 3 都市公共空間韌性分布查找流程圖（本研究繪製） 

 

3-2-1-1 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定義 

本研究在分析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韌性分布，會選擇開放性空間

因子的韌性分布，是因針對都市災害中的淹水災害，開放空間的韌性

比幾乎是量體的建築物韌性相對來的高，因此選擇開放空間因子做分

析分布；本研究在定義開放空間是具備公共性的開放空間，會定義具

有公共性的開放空間，因公共性的空間才能有機會被操作成為永久性

的空間，作為都市韌性上操作的空間選擇以及開放空間較為有韌性。 

 

本研究找出具有公共性開放空間，作為分析的因子，目的是因為

從公共性空間著手，才有機會被做出改變，若為私人用地空間，即便

有公共空間，未來都有機會被建設或是被開發，都是無法操作運用的

空間，所以改變的機會就會降低許多；反之，原本就具有公共性開放



11 
 

空間的建築、公園綠地等，除非是都市計畫變更，不然是不會做更動，

想要操作作為都市韌性的區域就提高許多。因此，本研究在以上的前

提下選擇具備公共性都市中的開放空間，找出公共性建築或是公共性

開放空間中，作為韌性分布因子，也因為公共性空間對市民生活環境

等是有密切關係及影響力的，政府在公共性空間也能夠執行有效的韌

性防災基礎建設。 

 

3-2-1-2 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開放資料的查詢及鏈結 

 

本研究應用了開放性資料配合地理資訊系統，作為都市韌性分布

的分析方法，有效運用政府提供具有空間屬性的相關開放資料(Open 

Data)，作為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韌性分布的因子，再透過地理資訊系

統操作，為了符合都市開放空間，應鏈結空間屬性的開放資料做結合，

且空間屬性的開放資料也是地理資訊系統能置入的價值。 

 

利用政府提供的地理資訊圖資服務平台(TGOS)、水利地理資訊服

務平台、政府資料開放平臺(DATA. GOV. TW)及臺中市政府開放資料

平台等，所提供的開放性資料中找尋符合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的資訊，

尋找公共性開放空間建物因子應當具有公共性且具備空間屬性，空間

屬性的因子正是地理資訊系統的特色且與都市開放空間有相關性的

開放資料。 

 

本研究歸類出，包含：車站、公園、公共建物、美術館、博物館、

廣場、百貨商場、醫療用地及綠地空間等，作為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

歸類因子之基礎，再從政府提供的開放資料等平台，本研究歸納出定

義的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之因子，分別為：（一）商業區：百貨公司、

大型商場、購物中心等用地；（二）行政區：機關用地；（三）文教區：

學校用地；（四）社教機構區：圖書館、科博館等用地；（五）體育運

動區：體育館、運動中心等用地；（六）醫療專用區：醫院用地；（七）

車站專用區：火車站、高鐵站等用地；（八）公園用地：公園綠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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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美術館等用地，總共八項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用地，針對具有公

共性及空間特性的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作為本研究的都市公共性開

放空間韌性分布分析，以台中市都市計畫分區圖做為本研究因子。 

 

3-2-1-3 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在建蔽率基礎下分析 

 

 以建蔽率為基礎之韌性轉換 

 

本研究探查韌性空間分布，皆是運用政府提供的開放資料，並透

過地理資訊系統，加入本研究歸類出開放性資料因子，並且給予評值

分數後，轉化成城市公共空間韌性分布圖。 

 

進一步將公共性空間因子韌性區分給於評值分數，本研究定義韌

性的評值分數為：開放性空間多量體少的公共性空間分為評值最高分

為 5 分韌性空間；反之開放性空間少量體規劃多者的公共性空間，就

分為評值最低分 1 分韌性空間；其次依序遞減評值分數，由 1-5 分給

予評值分數。以建蔽率及開放空間為基準去界定公共性空間韌性的評

值分數，評值分數越低分，代表韌性空間越不足夠；反之，評值分數

越高分者，代表韌性空間越足夠；依序開放空間為有韌性基礎下及建

蔽率基礎下，設評值分數（表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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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 台中市公共性開放空間定義之評值（本研究製作） 

 

 

 

 

 

 

 

 

 

 

 

 

 

 

本研究由原本政府所提供開放資料（圖 3- 4）依照上訴的定義去

增設評值分數後，進一步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加入所設定的評值分數

（圖 3- 5），才能轉化查找出台中市公共性開放空間韌性分布圖（圖

3- 6）。因此增設評值是本研究轉換政府提供開放資料，進而得出所要

探查的台中市韌性空間分布區域圖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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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4 政府提供台中市都市區域分布圖(政府所提供開放資料) 

 

 

 

 

 

 

 

 

 

 

圖3- 5 地理資訊系統介面之增設評值欄位（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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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6 台中市公共性開放空間韌性分布圖（本研究繪製） 

 

3-2-2 台中市透水韌性空間分布 

 

台中市確保可透水韌性分布流程（圖 3- 7）。由流程步驟，查找出

台中市確保可透水韌性空間分布圖。 

 

 

 

圖3- 7 確保可透水韌性分布查找流程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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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中，將公園綠地分布地方（圖 3- 8），利用

透水率的高低程度，景觀功能確保為防洪、保水功能，公園綠地韌性

防洪是高的，面對都市水災害，韌性防災不能為不透水的，因此本研

究定義綠地比起其他都市公共性空間因子，透水程度是相對來的高，

所以強化綠地空間因子，確保綠地空間透水應比水泥地或是不透水鋪

面更為提升，透水區域本研究將轉化成綠地空間，讓城市面臨水災害

時，有一定透水空間來緩衝災害帶來的突襲威脅。 

 

運用遙測分析技術，找出衛星影像圖之開放資料（圖 3- 9），從遙

測技術將綠地空間在都市中查找出來，將開放資料透過地理資訊系統，

圈選出綠地、水域、建物與空地之樣本數（圖 3- 10），進行檢驗出綠

地、水域、建物與空地之實際位置分布，透過這樣的分析確保都市公

共性開放空間為可透水區域，針對水患的特徵，因此找出可透水區域

韌性空間（圖 3- 11）。 

 

 
 

圖3- 8 台中市公園分布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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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9 衛星影像開放資料圖（政府所提供開放資料） 

 

 

 

 

 

 

 

 

 

 

 

 

 

 

 

圖3- 10 地理資訊系統介面之圈選樣本數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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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1 台中市綠地分布圖（本研究繪製） 

 

3-2-3 開放韌性及透水韌性區域分析 

 

本研究找出景觀介入下的城市韌性分布，由於強化了綠地都市公

共性開放空間，特別區分其他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及綠地空間的差別，

在於確保為透水韌性，因為能夠透水的因子，才能定義為韌性景觀。 

 

小結得出韌性景觀與都市開放空間分布關係，兩者的韌性程度不

同，用韌性景觀下的空間分布，分析出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韌性分布

圖（圖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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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2 台中市實際公共空間韌性分布圖（本研究繪製） 

 

3-3 台中市淹水潛勢區 

 

本研究探討都市災害，針對都市災害中的水災害為例，因此本研

究需要探查以台中為例的淹水潛勢地區，透過政府提供的開放資料，

查找台中地區的淹水潛勢範圍，同樣運用開放資料，導入地理資訊系

統，依照淹水深度給於評值依據，轉化成台中淹水分布範圍圖（圖 3- 

13）。 

 

 

圖3- 13 水患熱區分布查找流程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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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潛勢（或稱：水災潛勢）指經由調查基本資料，以設計降雨

條件、特定地形地貌資料及客觀水理模式演算，模擬防洪設施在正常

運作下，造成淹水之可能狀況。以台中市淹水潛勢區，分析出在 6 小

時定量降水平地 350 毫米（圖 3- 14）及 24 小時定量降水平地 650 毫

米中（圖 3- 15），淹水最嚴重的分別為烏日區和梧棲區，但這兩區相

較起來，又以烏日區淹水更為嚴重些，且烏日區域示範區域屬性較高

識別性，因此本研究以最嚴重淹水的烏日區作為研究基地範圍，以烏

日區淹水災害去探討景觀類型與功能可達韌性程度。 

 

 

 

圖3- 14 台中市6小時定量降水平地350毫米淹水潛勢圖（本研究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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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5 台中市24小時定量降水平地650毫米淹水潛勢圖（本研究後製） 

 

小結 

 

本章節利用政府提供的開放資料，經由經濟部水利署繪製分析的

台中市全區，以時間及降雨毫米的不一樣，進而分析出台中各地區淹

水潛勢分布。本研究透過開放資料，依據淹水深度再次進行增設評值

分數（表 3- 2），並導入地理資訊系統做分析，得出台中市烏日區為淹

水最為嚴重區域，作為本研究分析對象（圖 3- 16）。後續研究可將淹

水潛勢圖在做套疊分析，找出城市易淹水區及缺乏韌性之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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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 淹水深度增設評值分數表（本研究製作） 

 

 

 

 

 

 

圖3- 16 台中市烏日區淹水潛勢圖（本研究繪製） 

 

 

 

 

 

 

 

烏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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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台中市缺乏韌性分布狀態 

 

分析出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防水韌性高的位置分布，若沒有套疊

淹水位置分布，對於防洪韌性高低就無任何意義且無關聯，因此必須

將淹水潛勢區域加入分析。透過本研究已分析的都市公共空間韌性分

布、確保可透水韌性空間及淹水潛勢區域，進一步翻轉為台中市易淹

水及缺乏韌性空間分布（圖 3- 17）。 

 

 

 

圖3- 17 台中市易淹水區域及缺乏韌性之空間分布查找流程圖（本研究繪製） 

 

第一步驟，本研究已經分析完臺中市淹水潛勢圖位置。第二步驟，

本研究將原本都市公共性開放空間韌性分布，轉為都市公共性空間低

度韌性位置分布。透過這兩項分析分布圖，在進一步運用地理資訊系

統做土地不宜分析，將分析出成是最嚴重且缺乏防洪韌性的地方，更

得出城市哪邊是需要介入防洪韌性的熱點位置（圖 3- 18）。透過台中

市空間韌性分布圖中，找出低度空間韌性分布位置為烏日區，因此本

研究將烏日區作為本次研究對象（圖 3- 19、圖 3- 20），本研究再運

用地理資訊系統，找出烏日區淹水最嚴重、開放空間最不足以及綠地

範圍最不夠的因子，將這些種種低度韌性空間條件，進一步做出土地

最不適宜之評值分析，並分析出烏日區低度韌性空間分布圖（圖 3- 

21）。本研究將此區域進一步探討烏日區低度韌性空間之治理方法及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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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8 台中市易淹水及韌性空間分布圖(本研究繪製) 

 

 

圖3- 19 台中市低度韌性空間以烏日區為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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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0 烏日區淹水潛勢與開放空間分布圖(本研究繪製) 

 

 

 

圖3- 21 烏日區低度韌性空間分布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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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小結 

 

本章節由政府所提供之開放資料，將台中市公共性開放空間之因

子，以建蔽率為基礎之增設評值以及確保開放空間為可透水之空間因

子，再加上台中市淹水潛勢區域開放資料查找，並運用地理資訊系統

之分析方法，本研究用此方法可以有效查出台中市韌性空間分布，進

一步將之於水患治理之韌性空間評值較不好區域，做土地不適宜之低

度韌性空間分析，最後探查出台中市烏日低度韌性空間分布區域。 

 

在本章節探查出台中市烏日區低度韌性空間（圖 3- 22），目的在

於有效提供都市基於綠地下的韌性，城市景觀扮演的角色，景觀可協

助城市韌性提升，並精準置入景觀類型與功能。 

 

 

 

圖3- 22 烏日區低度韌性空間分布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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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韌性景觀介入城市治理 

 

在韌性城市架構下，本研究針對氣象災害之水災害為議題，且以

台中市淹水區域去探討如何運用景觀（都市景觀類型）之功能，從過

去較為被動式的景觀設計介入，轉為積極作用並能達到防災、生活及

生態功能的韌性景觀。本研究將韌性景觀提出建議放置都市水災害治

理上，運用政府提供的開放資料，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分析出台中市韌

性不足與淹水潛勢的區域，並將傳統景觀之問題及無法有效做到城市

韌性功能，將著重在韌性景觀類型的不同功能的介入城市災害區域中，

提出建議在治理水患的問題，使景觀在都市中也能發揮出，協助城市

韌性的一部分，且不只是達到防災韌性，讓韌性景觀也能更貼近市民

的生活，以及最終都市韌性防災之應用，此方法及策略會運用於烏日

區做為示範區域，以產生示範性效果。 

 

4-1 景觀之於都市的功能探討 

 

在氣候變遷的驅使下，都市水災害已是不容小覷的問題，不只

是政府需要去關心，市民也應當重視災害所帶來的破壞及威脅。本

章節探討從景觀之於都市下，景觀的定位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景

觀在都市下基本元素是如何組成，以及景觀在城市中的類型及功

能，是否有積極的作用足夠協助城市韌性去面對災害所帶來的損失

及迫害威脅。 

 

4-1-1 都市景觀類型與功能 

 

本研究著重的是景觀之於都市下如何去定義景觀的類型及功能

去做研究探討，因延續第三章所論述及分析，探討的是都市水患治理，

由此前提下本研究去針對都市景觀的界定，將都市景觀類型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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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轉換成為韌性景觀，且協助城市在面對災害困境時，可幫助城市

達到韌性，並進一步探討出韌性景觀在治理都市水患前提下所分析的

大方向分類類型。由相關文獻中歸類出三大類都市中應有的景觀類型

（表 4- 1）。 

 

表4- 1 都市景觀類型文獻彙整 

 

 

4-1-2 都市景觀規劃治理策略之困境 

 

都市規劃中的景觀治理策略，在文獻探討以及學者論述，明白城

市為何需要置入景觀基礎設施，本研究再以目前都市發展中，得出都

市規劃法法規有明確規定定義景觀應介入城市規劃內，且有相關的法

條規定著景觀置入方法，是配合土地使用方法去配置景觀，但配置方

法目前較為是區域治理(zoning)的策略將景觀置入城市中，以這樣的

被動式之方法置入景觀，使都市景觀在城市中成效不彰，應將景觀配

合此區域需要的韌性而去置入景觀，讓景觀從被動式景觀轉為積極作

用，並能達到景觀應跨區域且主動式的介入城市治理。 

 

本研究以台中市作為本次探討案例，在臺中市法規（都市發展類），

也規定出臺中市政府為促進臺中市都市計畫區內公有建築規劃設計

品質並改善之都市景觀規條。其中規定提出，一、公共設施用地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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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建築物、市區高架道路、市區人行陸橋、地下道、街道傢俱、環境

指標及景觀設施，應送本委員會審議通過。但上述設施如屬道路主管

機關審議通過之個案，不在此限；二、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公園

用地、環境指標、景觀設施且申請新建建築許可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

以上，應送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從台中市自己訂定的都市規劃中，也

規定出景觀再城市應置入的面積及相關規定等。 

 

由上述的法規規條中，能夠知道都市景觀是都市土地使用相關法

規去配置景觀，屬於被動式介入城市發展及治理，指的是法規有規定

的區域地方，才會將景觀置入此區域，並非了解此區域需要的韌性功

用，而放入景觀。因此，本研究要翻轉都市景觀原本為被動式規定置

入，轉為積極介入城市發展，並且協助城市治理水患上，將景觀從原

本美化與綠化中，轉為能夠幫助城市在面對都市災害時，可以有更積

極的方法去協助城市有韌性功能面對困境，達到跨域治理的效果。 

 

4-2 韌性景觀 

 

本研究根據 4-1 定義的都市景觀功能與類型，以及本研究對於韌

性景觀的論述，加以歸類及提出韌性景觀應具備防災、生態與生活類

型與功能。本研究將都市中定義的景觀類型，分類出來後又將其類型

的功能列出，提出景觀在韌性城市中能夠達到的韌性作用，進而輔助

韌性城市面對災害中預防、減緩及應對等的提升。本研究提出跨域治

理概念，視整個烏日區都算本研究的跨域治理水患範圍，因都市水患

是不分區域淹水，因此不能單看一個鄰里社區，應當以跨域治理方式

治理都市水患較為合適，本研究以小區跨域治理串聯方式，提出策略

治理烏日區的淹水問題。 

 

一、 景觀類型定義：本研究針對都市韌性景觀中的類型進

行研究及探討，不談論自然生態及文化景觀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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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景觀功能定義：本研究針對功能主要是以能夠達到韌

性防災為本次研究，並以防水災害為本研究景觀功能的重

點，其次再分析以生活人文及生態附加的景觀功能。 

 

4-2-1 韌性景觀類型分析 

 

韌性景觀以積極的態度以及新的都市定位，介入都市災害，用韌

性景觀功能，達到韌性城市，讓居住的環境不再被動式面對災害，而

是更有效的置入韌性景觀並達到跨區域治理，提升整體的都市發展。 

 

本研究歸內出三種韌性景觀定義：第一為本次研究最主要的防災

韌性、第二為景觀生態韌性與第三為生活韌性功用。分為三大類型的

韌性景觀，作為本研究分析項目。其三大類型的韌性景觀又細分出不

同的類型及功能，本研究將都市景觀之於韌性架構下應具備的類型再

做細分，並歸類出 16 項景觀類型。選擇此 16 項都市景觀類型，主要

依照具有公共性建設之景觀，以及具有透水性、生活與生態功能，作

為本研究歸類依據參考。再將三大韌性景觀類型個別區分出此三大類

型應有的韌性景觀之功能，第一分別是防災韌性景觀之景觀功能有 4

項之於防災韌性景觀之功能。第二為生態韌性景觀之景觀功能有 3 項

之於生態韌性景觀之功能。最後第三為生活韌性景觀之景觀功能有 5

項之於生活韌性景觀之功能，如（表 4- 2）所歸類。 

 

在（表 4- 2）中本研究又將分類出之於都市下的景觀類型，依照文

獻所以及書籍資料所統整，再加上韌性之架構下歸類出的三大韌性景

觀類型，進一步去勾選出此 16 項景觀類型應有的之於韌性景觀分類

出的景觀功能。這樣的歸類讓本研究更清楚了解都市景觀中的類型，

在韌性景觀之功能上都是有功用的，並能協助城市在治理水患上可達

到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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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 韌性景觀類型及功能表（本研究整理） 

 

 

4-2-2 韌性景觀功能與韌性程度分析 

 

本研究將韌性景觀分類為三大項：一、防災韌性景觀程度、二、

生態韌性景觀程度、三、生活韌性景觀程度。為此歸類出在這三個韌

性景觀類型中，每類型個別佔據了幾項都市景觀類型（表 4- 3）。 

 

由此分類後，可以得知韌性景觀類型在此三類韌性方面佔的比例，

便能在城市易淹水區且韌性缺乏區域等空間，置入不同的韌性景觀功

能。本研究針對水患都市跨域治理，因此也將防災韌性景觀部分類型

歸類出來，以計次方式歸類出程度數據，也將生態及生活之韌性景觀

依序以計次方式得出（表 4- 3），本研究將提出建議，讓韌性景觀在城

市中也能夠協助城市，發揮城市韌性功能，並達到韌性景觀在都市水

患上的跨域治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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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3 韌性景觀之景觀項目歸類表（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依照（表 4- 2）細項分出之於韌性架構下具備的景觀功能

項目，配合（表 4- 3）以計次的數據，進一步作韌性景觀之韌性程度

分析。以三大韌性景觀類型程度分析，第一、防災韌性景觀程度：將

細項規類的景觀功能中共有 4 項功能，以計次方式計算出景觀類型的

數據，本研究將景觀類型在景觀功能中佔了幾項，來分析韌性景觀之

韌性程度，進而歸類出（表 4- 4）韌性景觀之韌性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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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4 韌性景觀之韌性程度分析表（本研究整理） 

 

 

 

本章節分析（表 4- 4）歸類出的三大類韌性景觀之韌性程度，搭

配台中市烏日區低度韌性空間分布圖，可以依照此區空間達韌性程度，

置入不同程度的韌性景觀。指的是說，此地區若為淹水較嚴重且韌性

又不足的區域，韌性景觀可選擇防災韌性型做介入，而提升此區域的

韌性功能；反之，此區域淹水較無影響者，能夠置入的韌性景觀，建

議可置入有生態或是生活上的韌性景觀功能，這樣的作用可以提升周

邊居民的生活機能，不只是做防災用的韌性景觀，且達到跨區域治理

城市。 

 

4-3 置入韌性景觀方法原則與策略 

 

本研究在第三章所產出的台中市烏日區低度韌性空間之架構下，

了解都市災害並非區域淹水而已，因此透過 4-2 所歸類的韌性景觀之

韌性程度分析表格，並以跨區域治理原則下，提出韌性景觀治理都市

水患之方法及策略建議。 



34 
 

4-3-1 區域類型與韌性分布關係 

 

本研究根據第三章以台中市烏日區缺乏韌性空間為例，找出烏日

區域缺乏韌性空間與此區域類型之關係探討。本研究先以第三章最終

得出的台中市烏日區低度韌性空間分布圖（圖 4- 1），進一步查找出

此區域的類型用地之不同屬性與特徵。因此，本研究運用地理資訊系

統，將有助於判斷此區域的類型屬性特徵用地之開放資料(open data)

導入地理資訊系統，作進一步區域類型屬性特徵之分析研究，目的是

為了協助本研究探討之於水患下找出的韌性景觀，可以有效的提出方

法做韌性景觀置入都市水患跨區域治理之分析與判斷。 

 

 

圖4- 1 烏日區低度韌性空間分布圖(本研究繪製) 

 

本研究之於跨區域治理城市水患之前提下，透過烏日區低度韌性

空間分布區域圖與淹水潛勢分布圖，運用地理資訊系統的套疊分析

（圖 4- 2），了解城市面對水患帶來的威脅及問題是不分區域淹水，

因此將台中市都市計畫範圍之開放資料，導入地理資訊系統做分析，

進一步探討烏日低度韌性空間分布與都市計畫範圍之關係（圖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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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為了達到真正跨區域治理城市水患之策略。探討非都市計畫範圍

以及都市計畫範圍與低度韌性空間分布之關係，因非都市區域範圍與

都市區域範圍之屬性特徵是不同的，為了協助韌性景觀能有效置入城

市中，兩者區域類型應皆需要去做治理水患之方法與策略研究，以達

到跨區域治理水患的實踐。 

 

 

 

圖4- 2 烏日低度韌性空間分布與淹水分布關係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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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3 烏日低度韌性空間分布與都市計畫範圍關係圖(本研究繪製) 

 

本研究將都市計畫範圍區中的烏日低度韌性空間分布，進一步分

析此區域內又包含哪幾項區域類型屬性特徵。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將

此區域類型屬性查找分析研究，查找得出此區域低度韌性空間內，包

含了：住宅用地、商業用地以及高鐵特定區，導入地理資訊系統做套

疊（圖 4- 4），分析這三類區域類型屬性特徵與韌性空間之關係研究。 

 

由此三類區域類性屬性特徵，以住宅區域為韌性最不足的的位置，

住宅用地建蔽率法規規定為 60%、商業用地建蔽率為 80%及高鐵用

地建蔽率為 70%，可看出此區域開放空間明顯不足。此區域的公園分

布位置（圖 4- 5）明顯是足夠的，但為何此區域還是烏日區最缺乏韌

性之空間，是本研究需要去探討為何景觀置入無法有成效去治理都市

水患。本研究運用遙測技術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將烏日區確保可透水

的韌性綠地空間查找出來（圖 4- 6），由此可知此烏日低度韌性空間

區域，在現況中此區域幾乎可透水綠地分布極少，因此每逢降雨時間

過長時，此區域都可能成為淹水最嚴重的區域，帶來的災害威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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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運用之於水患下分析出的韌性景觀類型去做有方法之策略

建議，以達到協助此區域韌性之功用。 

 

 

 

圖4- 4 烏日低度韌性空間分布與都市計畫區內區域類型關係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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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5 都市計畫區內區域類型與周邊公園分布關係圖(本研究繪製) 

 

 

圖4- 6 都市計畫區內區域類型與周邊綠地關係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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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以上所分析的烏日區低度韌性空間分布與區域類型

屬性特徵之關聯，運用地理資訊系統以及開放資料的導入以及疊圖分

析，並將此區域以跨區域治理原則等，分析出烏日區低度韌性空間相

關區域類型之圖面相關性。本研究將此區域具高識別性的節點區域類

型分辨出來，歸類出烏日區低度韌性空間分布，且以跨區域治理城市

水患的前提下，分類出 5 個較具典型且識別性較高的區域類型（圖 4- 

7），分別：非都市計畫範圍區域類型、都市計畫範圍與非都市計畫範

圍之邊界類型，以及都市計畫範圍內具高識別性的類型屬性，分別：

住宅用地、商業用地及高鐵特定區域類型，共 5 區用於本研究作為之

於水患下歸類出的韌性景觀置入之示範區域。本研究將跨區域之城市

災害困境，以跨區域之韌性景觀治理，提出協助城市達韌性之功能方

法與策略建議。 

 

 
 

圖4- 7 烏日低度韌性空間具高識別性之區域類型歸類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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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韌性景觀置入方法與策略至典型區域示範 

 

本研究根據區域類型與低度缺乏韌性空間分布關聯（圖 4- 8），查

找出大部分典型的區域類型共有 5 個具高識別性之節點，作為韌性景

觀置入方法與策略建議之示範區域。此 5 個典型類型區域且具高識別

性之節點（圖 4- 9）皆具備高度識別性的典型區域類型，為本研究查

找區域類型做示範之根據。 

 

本研究提出之於水患上查找出的三大類韌性景觀類型，將此三大

類韌性景觀置入歸類出具高度識別性的 5 個區域中，置入原則以跨區

域治理概念為前提，再以區域類型屬性的特徵做置入方法策略建議，

並針對區域類型之現在狀況城市景觀韌性成效不彰等問題，了解此區

域需要的景觀類型或是多功能的景觀類型，提出韌性景觀類型置入方

法改善建議策略，最後在未來之區域類型等規劃發展，本研究也進一

步提出能夠提升城市韌性之方法與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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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8 本研究查找示範區域類型置入韌性景觀之根據分析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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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9 本研究查找出具高度識別性區域類型之節點（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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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原則置入韌性景觀之方法與策略說明： 

 

 第一區域：非都市計畫範圍區域類型（圖4- 10）。 

 

  

 

圖4- 10 非都市計畫範圍區域圖（本研究繪製） 

 

在非都市計畫範圍區域中，本研究在第三章分析出的烏日淹水潛

勢區域，淹水最為嚴重的區域便是非都市計畫區域之農田區域位置，

降雨時間一旦拉長，淹水區域便會淹至住宅區域。因此，本研究提出

非都市計畫區域可多置入屬於防災型韌性景觀，且可置入程度較高的

防災韌性景觀類型，像是：滯洪池、蓄洪池等防災型韌性景觀。由於

非都市計畫範圍較少密集住宅區，多為農田或是綠地及空地使用，若

置入防災型韌性景觀，在此區域能夠達到減緩水患問題，淹水較不會

淹至住宅區域範圍，所以本研究提出此區域在未來做規劃時，可多置

入程度較高的防災型韌性景觀之策略，以提升此區域之防災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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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區域：都市計畫範圍與非都市計畫範圍之邊界區域類型（圖

4- 11）。 

 

  

 

圖4- 11 都市計畫範圍與非都市計畫範圍之邊界區域圖（本研究繪製） 

 

都市計畫範圍與非都市計畫範圍之邊界區域，有些土地使用區域

性質與非都市規劃區性質一樣，像是工業區域或是非住宅及商業用地

等範圍，肩負的是都市計畫區域之面對都市災害韌性功能。因此，在

此區域本研究提出的方法與策略，也應該置入防災型韌性景觀，因為

防災型韌性景觀它的功用是都市計畫區面對災害的韌性，所以對於非

都市計畫與都市計畫區域邊界防災韌性景觀角色也是很重要的。雖然

已靠近都市計畫區域，但邊界位置較不屬於市民生活範圍，而是工廠

區等工作區域，因此置入防災型韌性景觀類型時，可選擇程度為中等

的防災韌性景觀，以不淹水為前提下做置入韌性景觀策略建議，且又

能跨區域治理都市計畫區域及非都市計畫區域邊界位置。在未來規劃

或是統整跨區域治理水患邊界時，可置入像綠廊道或是治理藍帶水域

之中度程度之防災韌性景觀，以提升此區域都市防範災害之韌性程度，

及產生較大的防災作為，不至於淹水至都市計畫市民生活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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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區域：都市計畫範圍之密集住宅區域類型（圖4- 12）。 

 

  

 

圖4- 12 都市計畫範圍之密集住宅區域圖（本研究繪製） 

 

都市計畫範圍之密集住宅區域，此區域的屬性為市民主要居住的

空間以及生活區域，因此在置入韌性景觀類型時，防災型韌性景觀比

例應縮減不需太重，反而應當置入的是生態及生活類型的韌性景觀，

以達到此區域的生態及生活之平衡。由於現況所分析出住宅區域附近

雖然有公園用地，但還是缺乏韌性作為導致淹水問題，在進一步分析

出其實此區域確保可透水之綠地面積，是非常不足的，因此需要置入

的韌性景觀類型應當是，具備防災韌性景觀程度較低與生活及生態韌

性景觀程度較高的韌性景觀類型，像是：生態池、綠廊道或是垂直綠

化等韌性景觀類型，作為目前現況之改善建議策略。 

 

在都市計畫區之密集住宅區域土地使用較取得不到綠地面積或

是空地，未來政府做都市計畫變更時，本研究建議政府可增收土地，

並置入此區域需要的韌性景觀類型作介入，可多保留可透水綠地空間

以及附有生活及生態之韌性景觀類型部分作置入，並將防災程度較高

的韌性景觀往河岸區域作置入，以提升此區域的韌性功能也能提升市

民的生活環境，政府也能作綠地增加之鼓勵或是獎勵等策略，讓城市

達韌性實踐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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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區域：都市計畫範圍之商業區域類型（圖4- 13）。 

 

 

 

圖4- 13 都市計畫範圍之商業區域圖（本研究繪製） 

 

在都市計畫範圍之商業區域，商業區之屬性特徵，為市民生活區

域範圍，故需要的韌性景觀，以防災型韌性景觀比例不能偏重。雖然

是市民生活區域，但是此區為商業用途區域，所以置入韌性景觀無法

置入程度較高的生態韌性景觀類型，反之應介入程度較高的生活韌性

景觀功能，像是：空中花園、街道家具或是廣場噴泉等韌性景觀類型

等置入策略建議。未來商業區域規劃發展，本研究也建議商業區之開

放空間，可多置入可透水之綠地空間或是廣場鋪面設置為透水鋪面等

韌性景觀功能，以提升商業區域防範或是減緩淹水災害之韌性功能，

也能提升市民生活環境品質而置入的生活韌性景觀之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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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區域：都市計畫範圍之高鐵特定區域類型（圖4- 14）。 

 

 

 

圖4- 14 都市計畫範圍之高鐵特定區域圖（本研究繪製） 

 

高鐵特定區域，以現況分析此區域周邊較無住宅用地，且高鐵站

區邊區域規劃，也能代表一個城市的象徵，因此本研究建議此區域可

置入的韌性景觀，可置入程度中等之防災韌性景觀，並且韌性景觀也

當具備可以提升高鐵周邊環境等功用的生態及生活韌性景觀。在此區

域周邊開放空間可介入程度皆高的公園綠地，或是有規劃的置入生態

池或是綠廊道等韌性景觀類型，以提升此區域的整體環境及一座城市

的象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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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台中市淹水災害韌性城市做探討，以地理資訊系統作為

查找城市韌性空間分布工具，並提出韌性景觀在城市的角色與策略，

以積極態度面對水患問題。首先從城市公共開放性空間及淹水潛勢分

布，探討城市韌性分布狀況。運用政府提供的開放資料(open data)，

找出本研究定義具有空間屬性開放資料因子，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分析，

本研究以法規建蔽率及淹水深度，作為增設評值依據。再透過遙測技

術查找實際綠地透水區域，將綠地等空間樣本圈選，找出城市綠地透

水區域。由城市開放空間分布及實際綠地空間分布，再加上淹水潛勢

區，可得到城市實際韌性空間分布。本研究查找出城市韌性空間分布，

可檢驗城市開放空間與實際綠地空間韌性分布，並提供韌性空間與淹

水區域之空間分布狀況。 

 

本研究將韌性分布三者因子，分別為城市開放空間分布、實際綠

地空間分布與淹水潛勢區域，運用地理資訊系統，以開放空間建蔽率

最高、綠地空間最不足與淹水最嚴重區域，為增設評值分數依據後，

從原本城市韌性空間分布，轉為城市「低度韌性空間地圖」。透過低

度韌性空間地圖，可得出城市開放空間以及綠地最不足夠區域，以及

淹水潛勢區域最嚴重位置，由三者最不理想區域，分析出台中烏日區

域為缺乏韌性空間。得到城市低度韌性空間地圖，才能更精準幫助城

市低度韌性區域，協助低度韌性區域產生韌性，並提供韌性景觀置入

的參考基礎。本研究以相關文獻歸類出三種韌性景觀：防災、生態、

生活韌性。三種韌性景觀，再歸納出其應對類型與功能，更進一步發

展出其高中低的韌性程度，程度分析可以更精確置入應介入之韌性景

觀，以協助城市有韌性去面對淹水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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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政策建議 

 

本研究提出運用韌性景觀介入城市低度韌性空間的方法與策略，

且著重城市面對淹水災害之應用，並歸類出三種韌性景觀：防災、生

態及生活三類。本研究運用韌性景觀三大類型之韌性程度，可幫助城

市面對低度韌性分布時，依照區域的韌性程度以及區域類型現況，本

研究建議可置入不同的韌性景觀類型，而不單單只是置入防災型韌性

景觀，應更符合區域現況韌性程度，而介入應置入的韌性景觀類型，

以便更精確協助低度韌性空間產生韌性作為。 

 

最終本研究將三種韌性景觀，運用在低度韌性空間最為嚴重的台

中烏日區為示範案例，舉出五個具高識別性節點，包含：非都市計畫

區、都市與非都市計畫邊界區及都市計畫區內的密集住宅區、商業區

與高鐵特定區。分析節點現況區域類型後，本研究建議此區域可介入

的韌性景觀類型方法與策略。透過五區具高識別性節點，做韌性景觀

應用示範，首先分析此五區節點類型屬性以及現況分析，了解區域缺

乏的韌性類型，將韌性景觀類型做置入建議，運用韌性景觀主動介入

城市，以協助城市面對水患並達到減緩、調適及應對韌性作為。後續

應用韌性景觀介入城市中，可運用本研究舉出具高識別性節點示範之

參考建議（表 5- 1）。 

 

表5- 1 烏日低度韌性區域具高識別性節點之示範（本研究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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