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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號/目： 

關鍵詞：綠美化 

 

內容摘要： 

為推動梧棲鎮轄境市區道路、公園、綠地等公共空間綠美化景觀改善

計畫，營造生活環境美感，提昇民眾生活品質，梧棲鎮公所於今（九十五）

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五日，由鎮長陳廷秀先生親自率領本所相關同仁，赴

日本北海道進行為期七天之綠美化業務觀摩考察。本次考察主要在於觀摩

北海道當地政府對於轄區公園、綠地等旅遊休憩點及主要市區道路、道路

附屬設施環境綠美化之規劃、施設及維護管理，汲取經驗，增廣見聞，開

擴視野，以作為本所施政之參考。此行觀摩考察心得總結有下列六項：一、

公園、綠地、廣場等旅遊休憩點入口處綠美化及其維護管理。二、自然生

態保育與環境綠美化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三、主要市區道路、公共人行

空間綠美化及其維護管理。四、觀光旅遊景點環境綠美化及其維護管理。

五、落實社區總體營造，凝聚社區意識共同體。由住家點、線、面自發性

營造社區環境美感，值得我們借鏡學習。六、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均寬列預

算大力支應，並結合民間雄厚活力推展觀光產業亦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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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縣梧棲鎮公所赴日本北海道考察觀摩綠美化業務考察報告 

壹、目的： 

「女性美」除了靠天生麗質之外，後天適合時宜的打點妝扮也很重要。

我們所處的環境亦然，當都市叢林生硬刻板的剛筋混凝土建築，如雨後春

筍般佔據生活周遭視野，當綠油油的田園面積日益減縮不再綠意盎然，人

們便開始思索，如何營造生活環境綠美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為了改善民

眾生活環境，提昇民眾生活品質；本鎮特地遠赴日本列島最北端的「北海

道」觀摩考察環境綠美化業務，透過實地參訪、拜會交流、觀摩學習等方

式，作為本所推動地方建設之參考，滿足現代都市文明對綠境景觀之殷切

需求。 

北海道開發史至今雖短短 138 年，卻能成為日本國內屈指可數的糧倉，

還能以雄偉多樣的自然生態，純淨優美的湖光山色，農、漁、牧特產的道

地美食及各具特色的溫泉鄉，引人入勝，成為擁有傲人成果的觀光渡假勝

地。端賴於道政府周詳的規劃及民間對自然環境的保護、管理，熱心參與，

不遺餘力，足堪借鏡。 

此次觀摩考察行程當中，我們特別安排二處正式拜會活動，一處為「公

辦民營」的大雪山國立公園層雲峽遊客中心，另一處則為「公辦公

營」京極町羊蹄山的名水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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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第 1 天（9/9）梧棲、桃園國際機場、千歲國際機場、夕張 

在巴士由道中駛向道東的途中，讓人強烈感受北海道地廣人稀，罕無

人煙的景象。公路二側無非綠色山林及一望無際的農田，北海道高速公路

用路車輛極為稀少，路面雙向各僅劃設一個車道，與臺灣高速公路單向動

輒三、四車道還車水馬龍，擁擠不堪有天壤之別。因路面不寬，中央分隔

島十分狹窄，島上亦無植栽。 

北海道屬火山地形，少平原多丘陵，土質鬆軟，極適合球莖類蔬菜生

長。公路二旁廣大的田間作物，幾乎清一色都是馬鈴薯、甜菜及玉米三種。 

夕張當地農產展售中心建築物外觀雖略嫌陳舊，然而周邊空地巧妙大

量種植日本柳杉綠化，柳杉主幹筆直，樹形優美，與歐美耶誕樹極相似，

自然流露出數大便是美的視覺感受。入口意象，則以哈密瓜直接呈現當地

特色。另外，還以狹長花圃密植色彩鮮豔的黃色菊花及一串紅，除能美化

環境之外，亦可將聯外道路與中心廣場之間作一明顯阻隔；廣場內放置若

干組木質桌椅供遊客休憩及品嚐蔬果美食，再以組合式花壇作點綴。其結

果宛如原本淨素暗淡的臉龐，在化粧師簡單巧妙妝扮後頓時豔光四射般的

神奇，可作為本鎮未來規劃相關設施綠美化之參考。 

第 2 天（9/10）十勝川池田葡萄酒城、屈斜路湖、硫磺山、摩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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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阿寒湖 

今日一早驅車前往十勝川池田葡萄酒城參觀，酒城外觀為仿歐洲中

古時期城堡建築風格的現代化建築，極具特色。 

接著前往屈斜路湖，入口處同樣有意象標誌，人行道上也有

組合式低矮花臺、或不同造型之個別盆栽施以綠美化。屈斜路湖

為阿寒國立公園中最大的火山湖泊，湖泊四周有砂湯、池之湯等

溫泉湧出，只要你蹲下身軀伸手挖掘湖邊砂灘，即能湧出溫泉水，

十分奇特。 

接著前往硫磺山，這裡是川湯溫泉的源頭。當巴士門開啟時，

一股嗆鼻的硫磺味兒撲鼻而來，遠處山頭還不斷噴出黃白色的

煙，可就近去觀看其噴氣口。由於地質高溫多酸，整座山幾乎寸

草不生，僅於遊客服務處前及停車場四周用花壇妝扮一番。 

離開硫磺山，來到世界遺產摩周湖。此湖水質清澈，為世界

罕見水質透明度平均 25 公尺的火山湖泊，湖面終年雲霧裊繞，看

不清廬山真面目，既神秘又寧靜，故又有神秘湖之稱。 

離開摩周湖，仍驅車前往阿寒湖，一探日本國定保護天然紀

念物 malimo（俗稱綠藻球）的廬山真面目。今天的行程有市區，

有山區，有良地如十勝川，有惡地如硫磺山。然而所到之處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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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巧奪天工的景觀之外，當地人亦能運用巧思，把環境綠化、

美化得讓人賞心悅目，令人由衷佩服，也值得本鎮未來規劃推動

地方基層建設之借鏡。 

第 3 天（9/11）網走天都山流冰館、小清水原生花園、北見狐狸村、

銀河流星瀑布、大雪山國立公園、黑岳五合目花園 

一早驅車前往位於道東的網走天都山流冰館參觀。流冰館為了讓遊客

認識瞭解「流冰」，除透過大螢幕介紹有關流冰成因，流冰體驗室還配合實

際流冰碰撞擠壓音效營造臨場感，讓遊客彷彿身歷其境。從流冰管到停車

場，人行步道二旁遍植櫻花樹、海玫瑰及各式草花，繽紛豔麗，美不勝收。

日本果然是櫻花樹的故鄉，現場所見之櫻花樹主幹粗大，臺灣罕見。 

接著前往小清水原生花園參觀，北海道道東夏季非常短暫，致使各類

草花無不把握這段黃金時期，使盡渾身解數，招蜂引蝶，傳宗接代，以延

續種族生命。小清水原生花園為海岸砂原，園區內約有四十餘種灌木草花

及原生植物，除能欣賞百花齊放、爭奇鬥豔的景色，亦能登高一覽鄂霍次

克海及知床連山的壯麗景致。 

繼續前往北見狐狸村，參觀北海道如何保育當地三大野生動物之一的

狐狸族群。狐狸村觀光牧場入口意象就是一隻討喜可愛、金黃色毛皮的狐

狸，高高站在那兒歡迎遊客蒞臨。廣場周邊及客服中心門前，仍然以花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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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造型之花器盆栽作綠美化。 

午餐過後，來到有如錦帶般的銀河、流星二處瀑布參觀。瀑

布之水從懸崖斷壁之間涓流而下，有別於臺灣地區瀑布水量豐

沛，如千軍萬馬般騁馳奔騰傾瀉而下，水沫橫飛，無比壯觀之情

景。離開瀑布，隨即驅車進入北海道大雪山國立公園，此時車窗

外映入眼簾的盡是寂靜優美的山林美景。下午我們將進行此趟北

海道觀摩考察行程第一次拜會活動，拜會對象為大雪山國立公園

層雲峽遊客中心，由財團法人層雲峽觀光協會佐藤先生盛裝接

待。該中心原由日本環境省斥資興建，在無任何經費補助的情形

下委託民間觀光協會經營管理。佐藤君簡報時指出大雪山於 1934

年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立公園，園區面積約 23 萬公頃，是日本規

模最大的國立公園。除供旅遊休憩之外，還兼具教育與自然生態

保育任務。該中心硬體設施完善，透過布景模型、電腦訊息檢索、

高清晰度電視影像及服務人員親切解說等方式，將大雪山優美的

自然資源完整介紹給遊客認識，進而呼籲遊客共同珍惜愛護大自

然的資源。佐藤君指出，該協會接下經營管理重責大任之後，在

政府單位無任何資助的情況下，只能完全仰賴協會自行募款及上

川町當地社區龐大的志工團隊來達成既定任務。至此，我們深刻

理解這其中的艱辛歷程，不言而喻。也為此民間團體與政府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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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作，樹立良好典範之案例，由衷深表敬佩之意，在反觀國內

從中央到地方政府財政日益拮据的必然趨勢下，如何導引借重民

間社區團體無窮的力量協助推展政務，更足堪本鎮推動鎮務之借

鏡學習。 

第 4 天（9/12）旭川神居古潭、十勝岳、美瑛丘陵（四季彩之丘）、

札幌大通公園 

一早驅車前往位於北海道地理中心的旭川，走訪石狩川上游

形成的美麗溪谷神居古潭。再轉往位於大雪山國立公園南方的活

火山~十勝岳，遠眺群山綿延的景象。 

之後我們來到美瑛丘陵四季彩之丘，走過川廊，映入眼簾竟

是五彩繽紛的驚豔場景──四季彩之丘。入口意象是由乾草球堆

砌而成的守護神，整片丘陵地像是鋪上七彩地毯一樣。富良野的

薰衣草遠近聞名，雖非唯一，卻能光憑它開發出多項附帶產品提

高賣點，吸引觀光客消費，值得本鎮未來在開發海鮮附加產品方

面借鏡學習。 

午餐過後，巴士西行進入北海道第一大城札幌市（ＳＡＰＰ

ＯＲＯ）。札幌市外環道路潔淨整齊，人行道行道樹樹穴狹長，二

樹之間種植色彩豔麗的草花，或黃菊、或一串紅、或大波斯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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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邊每隔一段長度就定點放置一個很像狗籠的方形籠子，細心觀

察之下原來是供民眾堆放垃圾之處。札幌市市區道路呈棋盤狀，

路面較為寬闊，走向也較方正筆直，據說係由美國人規劃建造的。

這裡的平房都是斜屋頂而且只鋪鐵皮，據說這樣冬季比較容易清

除積雪，以免房舍被積雪壓毀。札幌市區內的街道一樣潔淨整齊，人

行道上除等距樹穴種植行道樹之外，樹穴間隔偶有紅磚砌成各式花臺栽種

草花點綴市容觀瞻，值得本鎮未來新闢道路規劃設計上借鏡參考。 

大通公園位於札幌市中心，是一座綠意盎然、東西綿延的自然公園，

公園內有為數眾多的石雕、噴泉及各式花壇，景致十分迷人。市區內還有

一棟古色古香，以紅磚建造，極富美國風格的洋式建築，那就是北海道廳

舊本廳舍。舊道廳門前左右各有一片草坪，草坪上栽種櫻花等各式喬、灌

木及色彩豔麗的草花綠美化，左右對稱；後方則是新道廳，一前一後相互

輝映。舊道廳是日本國家指定的重要保護文物，目前部分空間已改為圖書

館繼續使用，典藏一般書籍及北海道相關歷史資料，顯示日本政府在都市

發展過程當中，對古蹟與文化的保護，對融合新、舊建築之美，及賦予舊

建築新生命（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用心，值得我們未來推動「梧棲老街再

造案」借鏡學習。 

第 5 天（9/13）小樽（小樽運河、石造倉庫、運河工藝館、北一硝子館、

音樂鐘博物館及銀鐘咖啡館）、羊蹄山名水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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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我們驅車前往北海道最 IN的觀光景點之一「小樽運河」參觀，運

河一邊有大正、昌和時期所遺大型石造倉庫群，另一邊則同樣以各式花臺

綠美化，加上造型古樸的瓦斯燈，三者共構小樽運河如畫般的美麗景致。

我們也就近參觀了由石造倉庫改裝的運河工藝館、北一硝子館、音樂鐘博

物館及銀鐘咖啡館。在銀鐘喝完咖啡，遊客還可把咖啡杯帶回家當紀念品，

這種手法能否運用於本鎮舶來品商圈來帶動消費人潮，值得商家研究參

考。而所到的每一展館入口處，同樣都有色彩豐富的各種當季草花綠美化

自己的門面。 

下午的行程是此行的第二個拜會參訪活動，對象為京極町羊蹄

山名水公園，由京極町企劃課課長四宮先生親自盛裝接待並簡報，

隨同人員還有長谷川先生。羊蹄山，為北海道西南部的第一高峰，

因其獨立圓錐狀山形與富士山相似，故有「蝦夷富士山」之稱。

據說羊蹄山是北海道高山植物生長的寶庫，從俱知安町、喜茂別

町、京極町、真狩村的登山路線登山，越往高處越能體會高山植

物多采多姿的變化。攻頂還可清楚看到二世古連峰、洞爺湖及昭

和新山等絕色美景。「名水公園」位於羊蹄山東北方山腰處，為京

極町主要水源地。自羊蹄山所流下來的雨水及雪水滲透至地底，

經過自然的地層過濾後湧出地表，水質清涼甘甜，富含礦物質，

因此在 1985 年（昭和 60 年）被日本環境廳指定為名水百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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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水水溫經年累月維持在 6.5~7℃，每日湧出量約為 8 萬噸，被當

地工商業界製成瓶裝京極名水，名水豆腐、名水酒及名水咖啡等

商品銷售各地。名水公園由町政府自行經營管理，公園內有停車

場、網球場、野營場、槌球場、餐飲店、溫泉館、展望台、吊橋、

噴水池、遊具設施及地方特產展售中心之外，還有天然湧水口供

觀光客自由取水飲用、小樹林、三十三觀音及一座可供辦理大型

活動的三角舞台，舞台前綠草如茵。由於維護管理經費充裕，園

區環境極為潔淨優美。京極町雖地廣人稀，卻能在短短廿年間由

農業成功轉形發展觀光產業，值得本鎮在推展一鄉一休閒方面借

鏡參考。 

第 6 天（9/14）昭和新山、尼克斯海洋公園、支芴洞爺國立公園 

昨晚洞爺湖的夜空很璀璨，一早驅車前往壯瞥町參觀昭和新

山，此山為昭和初期新生火山。據聞昭和 18 年 12 月洞爺湖畔的

有珠山附近突然發生持續性強震，引發火山噴發運動，造成地層

急遽隆起形成一座新山，日本政府為紀念此一大自然火山活動現

象，將此標高 406.9 公尺新生火山，指定為特別天然紀念物，並

命名為昭和新山。時至今日，山頂附近依然不斷冒著濃濃的白煙。

昭和新山是洞爺湖溫泉鄉的源頭，也使該湖成為北海道的不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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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其旁還有平成新火山。這裡的綠地並不多，當地觀光協會巧

妙運用黃菊花盆栽來營造環境美感。 

下一站是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園區幅員遼闊，環境整潔，

花木扶疏，綠草如茵，景致優美，維護管理機制值得本鎮維護轄

境公園、綠帶及廣場借鏡學習。 

離開登別驅車北上，前往位於札幌南方的支芴湖，湖濱有許

多野鳥棲息，是生態旅遊絕佳據點，亦可從事各項水上活動。支

芴湖因其原始生態與火山地貌被指定為國立公園，與西南方的洞

爺湖併稱支芴洞爺國立公園。湖濱步道二側遍植櫻花、白樺，綠

意盎然。 

第 7 天（9/15）印第安水車、千歲川畔鮭魚故鄉館、新千歲機場、臺灣桃

園國際機場、梧棲 

一早離開定山溪我們驅車前往鮭魚和北方淡水魚的大博物館「千歲鮭

魚故鄉館」參觀。首先是廣場上紅、白、紫三簇大盆栽花枝招展跳著迎賓

舞，再來是玻璃櫥窗內展現印第安民族古老智慧結晶的印第安水車等比模

型。從整座鮭魚故鄉館兼具教育、休憩多功能的規劃設計，足以看

出北海道政府對於大自然環境生態保護教育的重視與遠見，值得

本鎮未來規劃興建類似展館或推動自然生態保護教育時參考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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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叁、心得： 

北海道地廣人稀，開發至今僅百餘年。卻能一躍成為日本國內屈指可

數的糧倉及國內外極受青睞的觀光渡假勝地，自有其長遠有效的縝密規

劃，政府與民間的通力合作以竟其功。此行北海道觀摩考察心得總結有六

項，茲臚述如下： 

一、公園、綠地、廣場及展覽館等旅遊休憩點入口處綠美化： 

此行所到任何一個景點入口處，大多都有入口意象的設置，或有雄偉

的硬體設施，如十勝川池田葡萄酒城入口的酒桶造型；或有歷史紀念價值，

如小樽音樂鐘博物館前充滿懷古幽情的蒸汽報時臺；或只是簡易設施，如

夕張哈密瓜農特產品展售中心入口哈密瓜圖形看板及美瑛四季彩之丘乾

草球堆砌而成的守護神等，然而都能運用巧思，融合當地特（產）色，

營造環境美感，讓人印象深刻。 

二、自然生態保育與環境綠美化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北海道多為茂密蒼翠的原始林地，森林資源極為豐富。眾所周知，森

林除提供林業生產之外，還有國土保安、生態保育、環境綠化等多項功能。

日本國內林產消耗量極大，其林業政策係以進口為主，取代本土森林砍伐，

保存自然景觀之完整，維護野生動（棕熊、蝦夷鹿及狐狸）植物之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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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生物多樣性，促使天然森林資源永續利用。時至今日，日本雖然經濟

高度發展，躍居世界工業強國之列，還可以維持將近七成的森林覆蓋率，

進而發展觀光業，誠屬難能可貴，讓人印象深刻。 

三、主要市區道路及公共人行空間綠美化： 

北海道市區道路雖然不是很寬敞卻很乾淨，路邊也沒有流動攤販聚

集。道路中央分隔島狹窄無植栽，可是道路二側人行道寬敞，除等距栽種

大喬木（如銀杏、櫻花、白樺及加拿大楓樹等）綠美化外，樹穴之間或施

設花台，或以花圃連接，點綴市容景觀。其行道樹生長茂密，樹形亦佳，

道路景觀優美，令人印象深刻；不若鎮內因既有人行道空間較狹隘，所種

植的行道樹枝葉往往因影響路旁商（住）家而須強修剪，甚或遭人惡意毀

損，沒住戶的行道樹則正常生長，造成同一條道路行道樹生長參差不齊，

嚴重影響道路與市容景觀。 

四、觀光旅遊景點環境綠美化： 

此趟行程所及各觀光景點，市街商店門面及周邊環境，不管層巒疊翠

森林茂密如大雪山，或寸草不生土質貧瘠如硫磺山，或車水馬龍人潮洶湧

如貍小路等等。當地政府機關，或民間觀光組織，或社區都能巧妙運用各

式各樣花台，種植色彩豔麗的當季花草妝扮，令人印象深刻。 

五、落實社區總體營造，凝聚社區意識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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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區總體營造推行成果豐碩，居民社區意識強烈。對環境綠美化

等公眾事務參與感濃厚，不分彼此，團結一致，能由住家點、乃至線、進

而全面自發性營造社區環境美感，尤以層雲峽觀光協會結合上川町當

地社區龐大的志工團隊，共同肩負大雪山國家公園維護管理任務

之成功案例，更令人折服與印象深刻，值得我們借鏡學習。 

六、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寬列預算支應，並引進民間力量共同參與： 

以京極町為例，遇水（名水百選）則發，每年獲中央政府補助數十億

建設經費，致力發展觀光產業，維護公共場地設施，定期舉辦各項大型文

化祭活動，並引進民間力量共同參與，吸引國內外觀光客蒞臨，創造工作

機會，增進當地政府與民間經濟收益，令人印象深刻。 

肆、建議： 

一、落實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凝聚社區共識活化社區生命力： 

近幾十年國內吹起一股社區總體營造的風潮，其目的在於誘導民眾，

透過社區自主特色營造，凝聚社區共識，激發民眾從關心進而主動參與推

動社區公共事務，活化社區生命力。社區總體營造的方式眾說紛紜，一般

而論，或有以人文為背景切入者，或有以歷史文化遺蹟為背景切入者，或

有以地方性產業為背景切入者，林林總總，不徨枚舉，並無定論或統一標

準可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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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社區」在未來城鄉整體發展與改造的功能越來越重要，這不

僅是政策主軸之一，更是希望逐步透過這樣的過程將部分權利及義務賦予

社區民眾，因為過去大有為政府的刻板印象，早就因日益拮据的財政等諸

多因素逐漸轉趨薄弱，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與民間通力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經營模式。而「社區」就在這一環節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

的角色，透過社區居民自發性的發掘問題，進而凝聚共識，發揮創意去解

決問題，營造社區新風貌，較之政府部門利用公權力來處理社區事務更具

效率，也較能符合社區實際需要，減少落差。 

本鎮現有的社區組織當中，以草湳及頂寮社區發展協會較具活力。有

鑑於此，未來本鎮必須致力輔導既有社區發展協會，自主性提出對社區空

間改造的想法與議題，進而引導社區居民自動自發關心社區事務。而在鎮

公所方面，必須改變過去齊頭式的補助制度，必須讓補助經費可以幫助到

確實在進行社區營造的組織，如此才可以鼓勵社區發展協會的轉型；另

外，鎮公所也應積極輔導社區自行撰寫計畫申請各項補助。如此對於財政

窘困的公所，無疑是提供另一個建設管道。 

二、創造入口意象： 

「入口意象」對於遊客進入城鎮的印象非常重要，本鎮想要創造何種

入口意象讓人確切知道進入梧棲呢？「台中港」、「海」、「水」、「強烈的海

風」、「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高聳獨特的建築」這幾個概念大致能與本鎮有



20 

所聯結。 

（一）、中棲路（沙鹿陸橋前） 

台 12線中棲路不但是進入梧棲鎮轄境的主要門戶，也是進入臺中港的

主要門戶，因此是民眾進入梧棲鎮第一印象所在。現在大多數鄉鎮皆利用

商家「招牌」來告示民眾進入特定鄉鎮，本鎮如何將特有「陽光梧棲、活

力城鎮」的核心概念結合臺中港來設計入口意象，讓他人得以明確地辨認，

將是重要地點。 

（二）、中棲路與港埠路交叉路口之四座槽化島 

該交叉路口是本鎮得以操作的重要地點，除西北側已興闢完成的臺中

港地標公園夜晚可利用其燈光夜間投射（不同顏色燈光），來突顯該地標之

景緻，旁邊的土地加強植栽綠化，並規劃設計人行步道、公共造景、文化

光廊，甚或開放性藝術空間。而其他三側的土地現大多作為停車場，應加

強其旁邊的植栽，有機會可以開闢為綠地。 

（三）、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 

當我們從清泉崗機場搭飛機飛越梧棲的天空，或從大肚山上遠眺海線

地區，遠遠就可以明顯看到童綜合醫院巨大建築佇立於海線的平原之上，

是以，童綜合醫院無疑變成辨認梧棲鎮重要的地標建築之一。誠如圓山飯

店之於圓山、台北 101 大樓之於信義區、甚至於成為辨認大台北都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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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地標，而梧棲是否可以利用童綜合醫院高大建築，來成為城市行銷或

都市印象的重要指標。 

三、親水、綠蔭空間再現： 

「水」對於城市越來越重要，過去許多城市因被水所貫穿與切割，對

都市整體發展似乎有所阻礙，所以利用土木工程的方式將之覆蓋或是堵

死，漸漸讓「水」在城市中銷聲匿跡。然而，民國五十七至七○年間，宜

蘭縣冬山河的整治及風景區開發計畫成功經驗，讓許多縣市重新思考「親

水」在城市中的重要性。如台北市也積極將隱藏於地底下的王留公圳重現風

貌，如高雄市的愛河經過整治後，結合周邊城市光廊及親水設施，目前也

成為極受歡迎的重要觀光據點，吸引許多觀光人潮佇足。 

梧棲鎮的梧棲大排，是鎮內主要的河川之一，早年居民在此享受釣魚

抓魚的樂趣，如今，經過工程的方式建造邊坡堤岸後，該景色就不復存在。

未來梧棲大排二側可以規劃成居民日、夜間休閒散步空間為目標，配合路

線整體規劃加寬行人通行步道寬度，並設置以木製之休憩的涼亭、觀景台…

等休憩公共設施。另外，加強路線上之夜間照明設施，並積極維護行道樹

創造出綠蔭空間，營造該處成為鎮民日、夜間散步休閒的好去處。 

四、創造綠色軸線、推動道路綠化 

（一）、選定示範道路，積極營造綠色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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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綠化是都會市容景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標，而道路也應成為除

了公園、綠地之外另一個居民願意前往的地方。而這些綠色軸線即是都市

中的「線」，將都市中的「點」─公園、綠地…等串連，形成綠化的「面」，

以提升都市整體的綠化程度。選定的道路應以縱向、橫向兼顧來進行。 

（二）、慎選適當行道樹種 

本鎮行道樹之栽種，由於早期並未有整體規劃的概念，使得許多道路

的樹種皆不相同，更有同一條道路先後開闢的關係，使得其栽種的行道樹

迥異，如大智路新闢路段與原有路段的樹種就不一致。未來若有新開闢之

道路，應綜合考量本鎮栽種的自然環境，慎選若干樹形優美，又能適應梧

棲獨特氣候環境的樹種，使行道樹栽植儘可能趨於一致性，以塑造本鎮的

風貌。 

另外，由於道路、人行道的興闢與維護管理，附屬設施路燈及行道樹

之維護管理各分屬不同權責單位，在道路規劃設計之時即應予以整合，納

入管理單位之意見。避免道路開闢之時，因不瞭解在地行道樹樹種、維護

相關議題而設計不當，使得行道樹未來無法順利成長，嚴重影響道路景觀

之情況。 

（三）、定期維護管理行道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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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九月起至次年三月，由於冬季強勁東北季風（九降風）的吹襲，

本鎮轄境栽種之行道樹生長或存活不易。過去許多老舊的行道樹（本土種

防風定沙的木麻黃）因為道路開闢而活生生被砍伐，更有許多行道樹好不

容易生長茂盛，卻因影響住家環境或風水之說，遭致惡意毀損而枯萎死亡。

因此，未來在進行行道樹維護管理時，應朝向如何讓其茂密狀大、樹形優

美、可供綠蔭的角度來做，營造本鎮整體綠化效果。 

（四）、誘導民間團體或企業組織積極認養行道樹、公園、綠地 

本鎮由於道路開闢率越來越高，相對的行道樹之維護範圍也越驅廣

闊，若一律由公所來進行維護管理，對於公所財政將是一個極大的負擔。

因而，未來本鎮之行道樹、公園或綠地應積極透過認養機制，讓社區民眾

或民間企業自發性參與維護管理事務，不僅可以降低公部門的經費支出，

相信在社區居民的養護下，行道樹應該會蓬勃茂盛，存活率也會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