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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期正射航空影像探討都市發展變遷－以台中市綠川為例 

陳樹群[1]  蔡喬文[1]*
 

摘  要 本研究提出以建物、交通與農業等設施面積做為人為開發指標，並以公園、森林、其他綠帶面積作為

綠覆指標，以此兩種指標評估都市土地利用之變遷。另以歷年航空影像資料分析綠川變遷及其周圍地區之都市發

展、河道生態環境及河道流路等演變情形。此外，本研究將試區分為 5 個區段，並由都市變遷指標分布探討 5 個

區段之都市變遷情形。結果顯示，台中市綠川區域自 1981 年開始快速發展，尤其高工路至樹王一路所在第四區

段發展最為快速，該區域於 1990 年開始建物面積大幅增加，農業及森林等綠帶面積大幅減小。而中興大學所處

之第三區段由於實施過河道截彎取直工程，故蜿蜒指數由原先 1.44 降低至 1.22。另結果顯示由都市變遷指標分

布可以分析區內土地使用面積變化而歸納都市變遷情形，本研究並將都市開發程度分為低開發區、農村區、高低

密度都市區等四種等級，作為探討都市及鄉村之變遷依據，並探討其都市緊湊度所獲得結果，可提供相關決策者

及研究者參考。 

關鍵詞：都市變遷、都市發展指標、都市緊湊度。 

Evolu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Investigated by 

Multiphase Orthophoto – A Case Study from Green-

Stream in Taichung 

Su-Chin Chen[1]  Chiao-Wen Tsai[1]* 

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using these two indicators to assess urban development; the first 

one is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 which include areas of buildings, transport and farmland; and the 

second one is green cover indicator which include areas of parks, forests, and other greenbelts.  Then, we 

used multiphase orthophoto of Green-Stream in Taichung to analyze evolu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river environment and flow channel.  Furthermore, we divides area of Green-Stream into five zones, and 

we uses the two indicators of urban development to investigate evolution in urban development of five 

zon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rea around Green-Stream of Taichung rapidly developed since 1981, 

particularly in the fourth zone, which was near the Gaogong road to Shuwang 1st road.  The buildings 

area of the fourth zone began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since 1990, and therefore the greenbelt area, which 

includes farmland and forest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urthermore, Green-Stream was straighten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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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zone, which was near th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nd thus the meandering index was 

decreased from 1.44 to 1.22 in 1990.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wo indictors classify urban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the change of urban development degree was divided into four development 

levels, which include low-develop zone, countryside zone, low-density urban zone and high-density urban 

zone.  This result can be the basis for the possible discuss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lated 

researches.  

Key Words: evolution in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development indicator, urban compactness. 

 

一、前言 

河川與歷史文明的發展可說是密不可分的，聚落

是文明的發生地，而聚落為了得到水的灌溉與滋養，

因此多形成於河畔。自古至今，城市的發展起源總與

水域脫不了關係，水是孕育生命不可或缺的因素。由

於城市的擴散，人們開始向河道及周圍郊區擴展。隨

著時代演進，人們對城市發展的規劃有不同看法，近

代都市計畫學者認為以集中式的高密度都市發展，達

到保存鄉村地區面積，作為都市節能與永續發展的重

要 政 策 ， 作 為 永 續 發 展 之 目 的 ， 因 此 緊 湊 都 市

(compact city)成為都市管理政策之一。王琪斐
[1]

彙整

歷年學者資料後得出下列結論：緊湊都市(compact 

city)概念源於 Corbusier
[5]

提出在有限都市空間內，

藉由提高樓層建築以提高綠地面積的方式滿足人們對

綠地的需求，直到 Dantzig and Saaty
[6]

首先緊湊都

市提出明確定義方式，主要包含高密度住宅、機動車

輛的低依賴度、與周圍環境清楚的界限、混合的土地

使用、生活多樣性、清楚的區別、社會公平、日常生

活的自給自足、獨立的管理方式等，Roger (1998)認

為經濟及社會活動重疊，且社區發展集中在村里有限

土地的高密度且多樣化都市，Burgess
[3]

認為具大量

民眾且高密集度、高度混合使用，以及有效率利用交

通運輸系統的城市，Jenks and Burgess
[8]

認為混合且

複雜的土地使用、密集且精緻的經濟發展，且能達成

經濟、環境與社會永續的城市，Burton
[4]

則認為由有

效率運輸系統連結空間上各個都市單元所構成適當大

小的城市，Burton
[4]

認為緊湊都市可有效降低都市能

源消耗量，由 Newman and Kenworthy
[10]

提到部份

學者認為城市的能源消費總量和城市總體密度呈負相

關，即密度越低，消耗更多的能量，因此密度高城市

比密度低城市較能維持居住品質，以致於許多規劃理

論提出在持續開發的前提下應提高城市密度。江家溢

[2]
提到 1990 年代美國為反對都市蔓延與郊區化導致

都市的環境、歷史軌跡與社會關係都遭到破壞，並提

倡鄉村要有鄉村的特質，而都市要有都市特色，進而

發展出的『新都市主義』，並由建築師與社區規劃者

成 立 「 新 都 市 主 義 協 會 (Congress for the New 

Urbanism)，主要是透過建築規範及都市設計的方式，

重新回到以「人」為主之生活空間，建立滿足多樣性、

混合使用、小街廓的開發及歷史性建物等需求的多樣

化城市，進而促成緊湊都市的理念，形成生態城鄉發

展。 

因此 Duany and Talen
[7]

為實施新都市主義而提

出橫截規劃(Transect Planning)概念，以 T1 鄉野保

護區或自然區(natural zone)、T2 鄉野儲備區或鄉野

區(rural zone)、T3 郊區(suburban zone)、T4 普通

都市區(general urban zone)、T5 都市中心區(urban 

center zone)和 T6 都市核心區(urban core zone)等

六個分區進行都市規劃，試圖創造符合人類的習慣並

融入(immersive)環境，創造適當空間分配區位，使鄉

村到都市成為一體之環境，並保護每一個區位的完整

性。然而現行 6 種橫截規劃概念分區之關鍵在於如何

計算都市緊湊度(urban compactness)，現行都市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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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計算方法主要以建物及交通設施之面積及人口數作

為計算標準，而如公園、森林等開放空間，農業及水

體等則被列為非城市用途，以此方法計算只能突顯建

物面積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性，無法顯示城市中綠帶及

藍帶對都市生活品質提升之成效。 

而由 Thinh et al.[9]
定義緊湊城市的兩個維度：物

理和功能(physical and functional)，並以德國 116 處

都市的土地使用資料庫，以 500m×500m 為都市開

發密集度計算之單元，採用 5m×5m 網格內土地覆蓋

面積，以 GIS 網格分析(raster analyst)及重力方法

(gravitation approach) 評估都市緊湊度。此外，

Burton
[4]

提出以人口密度、建築型態密度、都市次核

心密度、住宅密度等項目，以簡單評估指標分析都市

緊湊度。然而上述兩種方法皆僅適用於分析一個都市

之整體緊湊度，並無法針對都市分區進行評估，因此

無法探討都市內不同區段之都市發展程度及變遷情

形。 

另由探討都市整體區域間以德國區域地理學家

Troll C.於 1939 年提出景觀生態學(ökologische 

Bodenforschung)為主，景觀生態學是以航空攝影測

量學、地理學和植被生態學等學科結合一起，用於研

究地表上不同尺度異質景觀單元間錯綜複雜的因果反

饋情形，及景觀單元的空間結構、分佈、機能與時空

間相互關係等。Naveh and Lieberman (1993)亦提到

景觀生態學是結合研究空間關係方法的地理學科與研

究生態功能之生態學科，探討空間變遷及對生物與非

生物運作過程之影響的學科。景觀生態學主要包含結

構、功能及變遷等 3 種特徵值，並由結構與功能的變

化瞭解都市規劃及都市發展可能造成生態性影響。 

本研究為符合橫截規劃之分區段發展概念及景觀

生態學想法，本研究嘗試以建物與交通、綠帶及藍帶

等都市使用面積做為指標因子，並以建物及交通與農

業開發等人為開發功能導向結構，做為人為開發指標，

並以公園、森林等城市綠帶與農業等綠覆蓋功能導向

結構，作為綠覆指標，以兩種指標分析一個都市及鄉

村區內各區段之發展指標，以此探討一個都市及鄉村

區內不同區段開發之變遷情形。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歷年空拍影像進行一系列分析，除了

使大眾能由圖像中了解綠川演變情形，由各期影像可

以了解綠川兩岸土地利用變化情形，並由 GIS 程式數

化後，可清楚量化各項土地利用變化量，進而進行後

續評估工作。 

(一) 研究試區 

本研究以綠川作為研究試區，綠川源自臺中市精

武大橋上游之旱溪入流，經孔廟、忠烈祠、體育館和

棒球場後沿精武路、雙十路與南京路後，貫流於綠川

東西街間。綠川穿越民權路及鐵路後，順著鐵路向西

南流，至南區區公所向東南方向轉折，再於信義街與

合作街交會點附近折向西南，最後在僑泰中學附近之

台中市區界匯入旱溪。其中自中正路口至精武路口這

區段河川已不復原貌：往北已加蓋為雙十路一段之一

部分；中段的綠川東街、綠川西街，近年由市政府進

行沿岸路燈、座椅等景觀改善工程，而第一市場前（現

今第一廣場），則予以加蓋做為仁友客運之轉運站；往

南綠川則穿梭於民生路、復興路小巷內，直至中興大

學附近改以綠園道之姿出現，此段綠川堪稱優美；綠

川流至忠明綠橋（興大路與忠明南路交會處）之後再

匯入旱溪，如圖 1 所示。 

綠川排水集水區東西最寬為 3.4 公里，南北最長

為 7.0 公里，集水面積約 6.54 平方公里，排水路長度

約為 5.67 公里，地勢由東北向西南傾斜，標高介於 33

至 112 公尺，平均坡度約 1/112 左右，平均渠寬 18

公尺，主要匯集臺中市南區之下水道排量。綠川排水

僅存灌溉用途者為綠川排水下游段，五張犁圳水源取

自綠川排水，其灌溉面積為 57 公頃，最大計畫取水

量約 0.43 每秒立方公尺。除下游段左岸數公頃為農田

外，其餘均可歸屬於都市型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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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綠川 1976 年水系及研究區段分布圖（底圖採用正射影像 2009 年） 

Fig. 1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partition in Green-Stream drainage system at 1976 (base map is A.D. 2009 

ortho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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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綠川上游區段已加蓋完成，但由本區可購買最

早航空相片中，可了解綠川完整流路情形，另本研究

彙整綠川歷年重大事件資料及農林航測所航空相片，

製成表 1，以綠川發展史為主軸，配合航空相片進行

數據分析，探討綠川河岸之環境變遷情形。 

(二) GIS 套疊分析 

本研究將 1976、1981、1995、2001 及 2009 年

等五期綠川地區航空影像資料以 ArcGIS 進行資料數

化，並將綠川兩岸旁土地利用分為綠帶，包括自然樹

林、人工栽植樹林、草地及花圃等；藍帶為綠川河道

及鄰近地區之溪流與池塘等水體；農業帶為所有人工

栽植之農業作物；人為開發帶包括所有建築物、開發

中空曠地，以及道路、橋梁及鐵路等交通設施。再依

綠川五個時期中，河道變遷及兩岸發展情形，將流路

區分為入流口-中正路、中正路-學府路、學府路-高工 

 

表 1 綠川近代事件簿 

Table 1 Modern chronicles of Green-Stream in Taichung 

時間 事件 

1903-1911 台中公園至火車站附近截彎取直工程 

1919-1922 台灣總督府台中農林專門學校（國立中興大學前身）成立 

1921-1932 鐵路西北側之綠川已大致整治完成東南側之綠川仍維持農業灌溉用水 

1945 台灣總督府台中農林專門學校更名為台灣省台中農業專科學校 

1954 鐵路東南側稍有整治（前段較靠火車站部分）；現綠川東西街側仍種滿柳樹 

1960 左右綠川東西街兩側景觀已遭破壞，攤販林立 

1968 興建建國市場容納攤販，綠川兩側景觀復原工作（同心花園運動） 

1966-1971 國立中興大學校舍開始擴建工程 

1961-1971 綠川沿岸吊腳樓氾濫 

1970 僑泰中學設立（綠川下游沿岸變化） 

1971 中興大學改制為國立大學 

1976 農林航測所開始進行航空攝影業務，本區最早空拍影像記錄註 1 

1978 第一市場火災（現第一廣場）1979 著手興建現第一廣場 

1979 國立中興大學行政大樓完工 

1981 本區第二幅空拍影像記錄，興大周遭綠川水路仍蜿蜒註 1 

1988 第一廣場前之綠川，於綠川上加蓋為停車場，車站附近綠川兩側皆停機車 

1990 興大周遭綠川水路整治完工（截彎取直） 

1995 本區第三幅空拍影像記錄，為像片基本圖第三版註 1 

1999 車站附近綠川美化工程為現今之模樣 

2001 本區第四幅空拍影像記錄，為農林航測所出版正射影像註 1 

2004-2007 中興大學周圍環境改善及社區營造計畫 

2009 本區第五幅空拍影像記錄，中興大學周圍環境改善及社區營造計畫完工後註 1 

2010(11 月) 綠川沿岸吊腳樓遭拆除成為歷史 

註 1：為本研究分析時所採用空拍影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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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高工路-樹王一路及樹王一路-匯流口等五區段進

行後續探討，並以河道兩岸 50 公尺為範圍進行區位

變遷分析，分析綠川鄰近地區於 1976 年至 2009 年

間，受台中都市發展之影響，綠川鄰近區域綠帶、藍

帶、農業帶及人為開發帶等四種區域量體變化之情形。 

(三) 河岸都市變遷分析 

再者將綠川鄰近區域綠帶、藍帶、農業帶及人為

開發帶等四種區域，再依人為開發指數包含農業帶及

人為開發帶為橫坐標，與綠覆蓋指數包含綠帶及農業

帶為縱坐標，兩項指數計算公式如下所示，由該兩項

指數可構成圖 2。再將兩項數值均分為四個區域，分

別為 I：災 害和復 育區 (Disaster and restoration 

zone)、II：自然保育及低開發區(Conservation and 

Low-development zone)、III：鄉村及低密度都市區

(Rural area and low-density urban zone)及 IV：高

密度都市區(High-density urban zone)；其中低密度

都市區為區內建築物、農業開發及森林等三項面積差

異較小，屬開發均勻區域；高密度都市區內建築物面

積遠大於森林面積，屬高密度住宅或高密度工商業區；

自然保育及低開發區內則以非農業開發之綠覆蓋面積

為主，代表具有相當大小森林面積，且建築物面積偏

低；災害和復育區內以災害裸露為主，在建築物及農

業使用等人為開發面積偏小，此區域通常為發生災害

後急需復育之地區為主。雖然 Duany and Talen
[7]

所

提出 6 種橫截規劃分區概念並無明顯面積分界，事實

上應位處本研究圖 2 中所劃分 III 及 IV 區域類型範圍

內，因此 6 種橫截規劃分區可以由綠覆蓋指數進行分

類，然而綠覆蓋指數之分界仍需進一步研究才能獲得。 

總和百分比＝綠帶＋農業帶＋人為開發帶＋災害

或裸露區等面積百分比 

人為開發指數＝（農業帶面積百分比＋人為開發

帶面積百分比）/ 總和百分比 

綠覆蓋指數＝（農業帶面積百分比＋綠帶面積百

分比）/ 總和百分比 

以上各項面積百分比係由空拍影像經幾何糾正

後，數化範圍區內土地利用情形後，計算其所占範圍

區內面積之百分比而得。最後本研究以綠川河岸地區 

 

圖 2 都市變遷指標區段示意圖 

Fig. 2 Partition diagram of simple indicators distribution of urban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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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變化情形進行探討，然而在綠川鄰近區域位處台

中市都市中心範圍內，並無自然保育區或災害裸露區

等土地使用類型分布，因此研究結果中並未出現 I 及

II 兩種區域類型。 

(四) 河道變遷分析 

綠川於日據時代時開始進行規劃至今，由於近年

來河床較穩定，變遷情形較小，本研究只能以平面型

態方式討論綠川之河道變遷。且綠川河道內除 1976

年及 1981 年時雙十路與精武路交會處旁有一處江心

洲之河相構造，如圖 3 所示，其餘各年度並無明顯河

相構造，只能針對河道距離進行計算，無法採用其他

指標進行評估，因此本研究只採用河川蜿蜒度（河道

長度與直線距離之比值）表示各時期河道變遷情形。 

三、結果與討論 

(一) 歷年航空影像資料 

由各年度影像可知，圖 4(a)中 1976 年綠川河道

尚未加蓋，因此由該時期空拍影像可以清楚了解綠川

完整水系分布情形；圖 4(b)中 1981 年時綠川河道已

完成部分加蓋工程，包括台中公園旁雙十路及正義街

與信義街路口之長春公園兩處，另本時期五權南路僑

泰中學已完工，五權南路旁住宅正興建中；圖 4(c)中

1995 年時綠川精武路以北段已完成大部分加蓋工程，

且中興大學旁綠川已完成截彎取直工程，高工路以南

段之農業帶及綠帶面積大幅減少，此時台中市綠川兩

岸都市化發展雛型已完成；圖 4(d)中 2002 年時綠川 

 

圖 3 雙十路與精武路旁江心洲影像（採用正射影像 1976 年） 

Fig. 3 Alluvion imag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huangshih road and Jingwu road (base map is A.D. 1976 

ortho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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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持續開發中，高工路以南段之農業帶面積仍持續

減少，但由於公園興建使本區段綠帶面積微幅增加；

圖 4(e)中除了雙十路與自由路口建案完工減少該區段

綠帶面積，另綠川匯流口旁台中汙水處理廠廠區內增

加綠美化面積，進而增加該區段綠帶面積。 

依現今地標說明綠川水系為：綠川乃由旱溪河道

上精武大橋上游 120 公尺處為入流口起向西流入，經

東光路、南京東路一段、自強南街，至進化路後沿進 

 

圖 4 綠川周圍航空相片幾何糾正成果圖 

Fig. 4 Geometric correction of aerial photography on Green-Stream draina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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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路 221 巷及力行路 241 巷，至水源街轉向南流經

精武路後向西流，沿精武路至雙十路後，沿雙十路向

南流，經練武路、自由路、公園東路、南京路，至綠

川東街沿綠川東街向西流，經成功路至中正路後，綠

川河道始無加蓋，經中山路、民族路、民權路向南流、

經建國路、鐵路向西南流，經民生路、合作街後向南

流，經復興路、愛國街、正義街後沿信義南街向西南

流，經濟世街、國光路、有恆路沿公理路向南流，經

忠孝路、建成路、仁義路、復新路後沿興大路流，經

學府路、永東路、美村路二段至忠明南路後向西南流，

經高工路、五權南路 691 巷後向西流，經樹王路至工

學二街向西南流，經樹王一路後再匯流入旱溪，全長

約 8.0 公里，如圖 1 所示。由此可知綠川並非具有完

整集水區，為旱溪之其中一條灌排渠道，河水主要來

源為旱溪及綠川周圍地區所提供。 

(二) 綠川歷年土地利用面積 

如圖 1 所示，本研究將綠川依 1976 年至 2009

年之變遷情形區分為五個區段，第一區段為河道加蓋

區段乃由入流口至中正路處；第二區段為民國 65 年

（1976 年）以前已規劃完成之區段，為中正路至學府

路處；第三區段為民國 70 年（1981 年）後進行截彎

取直等治理工程，即為學府路至高工路區段；第四區

段為民國 65 年（1976 年）後兩岸旁建築物面積急遽

增加區段即為高工路至樹王一路區段；第五區段為農

耕地區，近年開始有建物出現之區段，即為樹王一路

至匯流口區段。 

表 2 為各年度綠川河道周圍 50 公尺生態環境面

積分布情形，於 1976 年時農耕面積為歷年比例最高，

1981 年時除了樹王一路至匯流口區段耕地面積增加

外，其餘皆為建物面積增加，尤其以學府路至高工路

及高工路至樹王一路兩區增加幅度最大；1995 年度

為歷年建築面積比例最高時期，主要因部分地區正處

於整地時期，裸露地面積增加，減少綠地面積；至 2002

年時期，綠川地區發展進入成熟時期，以至於 2009 年

面積並無太大變化，除了台中汙水廠廠區增加森林面

積外，其餘皆無差異。 

(三) 綠川河道五個區段都市變遷情形 

由都市變遷指標方法可於空拍影像資料完整之區

域進行生態環境、都市變遷等土地利用變遷探討之研

究，而針對具河道水系地區，更可了解水系變化情形，

並探討水系對生態環境或都市化之影響。圖 5 中乃以

都市變遷指標方法分析綠川兩岸歷年都市化情形，將

不同區段面積進行比對之成果如下：第一區段之前期

（1976 年以前）發展已達成熟階段，除了 2009 年由

於自由路與雙十路口建案完工，致使本區建築物面積

增加，綠地面積減少，其餘各年度面積變化不大；第

二區段之前期（1976 年以前）發展亦已達成熟階段，

除了部分空地種植樹木，而增加率覆蓋面積，各年度

面積變化差異不大；第三區段由於中興大學旁綠川河

道截彎取直以及交通設施急遽增加，使建築面積逐年

增加，而致使本區綠地面積急遽減少，由圖 5(c)可明

顯看出本區於 1976 年由鄉村及低密度都市區往高密

度都市區演變，至 2002 年達成熟階段後，2009 年以

後則無太大變化。 

第四區段為綠川快速發展區段，於圖 5(d)中由

1976 年鄉村及低密度都市區至 2009 年高密度都市

區持續發展中，且由於 1990 年完成綠川河道整治工

程後，發展速度更為快速，本區段大多以高樓層集合

式住宅為主，為綠川各區段中發展最為蓬勃之區域；

圖 5(e)中第五區段五個時期皆為鄉村及低密度都市

區，差異在於 1995 年本區興建工廠及汙水處理廠於

後，雖一時導致本區開發密度提高，但於近年來汙水

處理廠區內綠美化，提高本區綠覆蓋面積，但亦由於

汙水處理廠佔本區大半面積，致使本區發展呈現停滯，

且開始往低開發區前進。由圖 5(f)顯示兩岸之歷年都

市變遷情形，並可將都市或鄉村之開發程度分為災害

和復育區、自然保育及低開發區、鄉村及低密度都市

區、高密度都市區等四種等級，並由歷年影像資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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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綠川河岸周圍 50m 空間分布與河道特性統計表 

Table 2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statistics of river characteristics in 50 m riparian area around Green-

Stream 

區段 
河岸 

面積(m2) 

藍帶 

(%) 

綠帶 

(%) 

農耕區 

(%) 

建物區 

(%) 

直線 

距離(m) 

渠道長 

(m) 

渠道 

面積(m2) 

蜿蜒 

指數 

1976 年          

入流口至中正路 275,822 5.0 7.9 4.1 83.0 1,960 2,650 15,397 1.35 

中正路至學府路 252,481 9.0 7.5 6.0 77.5 1,840 2,260 27,589 1.23 

學府路至高工路 177,795 1.5 27.8 47.3 23.4 1,160 1,675 15,707 1.44 

高工路至樹王一路 151,914 0.4 25.3 57.1 17.2 1,080 1,420 12,724 1.31 

樹王一路至匯流口 89,312 3.4 17.3 79.3 0.0 680 780 7,753 1.15 

1981 年          

入流口至中正路 275,822 2.4 10.6 3.7 83.3 1,960 2,650 15,397 1.35 

中正路至學府路 252,481 7.8 8.3 3.9 80.0 1,840 2,252 27,242 1.22 

學府路至高工路 178,578 2.9 28.6 22.8 45.7 1,160 1,670 16,308 1.44 

高工路至樹王一路 151,304 2.7 19.8 41.4 36.2 1,080 1,430 11,750 1.32 

樹王一路至匯流口 87,463 3.7 11.1 85.1 0.1 680 765 6,191 1.13 

1995 年          

入流口至中正路 275,822 0.7 11.1 0.0 88.2 1,960 2,650 15,397 1.35 

中正路至學府路 252,481 7.5 16.1 0.0 76.4 1,840 2,252 27,242 1.22 

學府路至高工路 161,902 11.8 31.6 0.0 56.6 1,160 1,412 19,589 1.22 

高工路至樹王一路 151,304 4.8 7.8 19.1 68.3 1,080 1,670 16,308 1.55 

樹王一路至匯流口 83,139 8.6 7.3 42.9 41.2 680 736 7,396 1.08 

2002 年          

入流口至中正路 275,822 0.4 10.2 0.0 89.4 1,960 2,650 15,397 1.35 

中正路至學府路 252,481 4.9 12.9 0.0 82.2 1,840 2,252 27,242 1.22 

學府路至高工路 163,191 10.8 28.8 0.0 60.4 1,160 1,433 20,664 1.24 

高工路至樹王一路 151,304 2.4 11.1 6.8 79.7 1,080 1,670 16,308 1.55 

樹王一路至匯流口 87,006 1.3 21.9 29.1 47.7 680 780 9,600 1.15 

2009 年          

入流口至中正路 275,822 0.0 3.3 0.0 96.7 1,960 2,650 15,397 1.35 

中正路至學府路 252,481 3.2 18.2 0.0 78.6 1,840 2,252 27,242 1.22 

學府路至高工路 163,054 10.7 30.4 0.0 58.9 1,160 1,435 20,335 1.24 

高工路至樹王一路 151,304 4.7 6.7 6.5 82.1 1,080 1,670 16,308 1.55 

樹王一路至匯流口 85,325 5.0 42.7 28.6 23.7 680 782 8,168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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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探討都市及鄉村之歷年開發變遷情形，並提供都市

規劃決策者或相關研究者參考。 

(四) 綠川河床演變趨勢 

表 2 中綠川水系各年度蜿蜒指數統計，表中可知

綠川平均坡降約 0.7%，海拔高程低於 100 公尺，應

屬於平原地區之蜿蜒河流，河道發展以向兩岸蜿蜒發

展為主。但由於綠川水系於 1911 年開始整治至今，

位處第一區段及第二區段之河道大部分被人工堤防所

侷限，因此蜿蜒指數歷年變化差異不大，大多介於

1.15~1.35 間，但 1990 年時再度整治位處綠川第三

區段之學府路下游河段，包含中興大學旁綠川河道截

彎取直，導致學府路至高工路區段蜿蜒指數由原先

1.44 降低至 1.22。但也由於中興大學旁綠川河道截彎

取直整治工程，導致下游位處第四區段之五權南路至

樹王一路段河道開始向兩岸擺盪，導致蜿蜒指數由原

先 1.31 提高為 1.55，直到 2002 年完成人工堤防工

程，因此現況樹王一路之上游河道，即為第一區段至

第四區段河道幾乎全被人工堤防所侷限。 

四、結論 

本研究採用歷年空拍影像進行分析，除了能由圖

像中了解綠川演變情形，並由 GIS 程式數位化後，可

清楚量化各項土地利用變化量，進而進行後續評估工

作。且由彙整綠川歷年重大事件資料，得以綠川發展

史為主軸，進行一系列數據分析，探討綠川河岸環境

變遷情形。而由空拍影像可了解綠川河道水系地區之

生態環境、都市變遷等土地利用變遷情形，並了解都

市化對水系生態環境之影響。結果顯示綠川水系中第

三區段於 1990 年河道截彎取直以及交通設施急遽增 

    

 (c)學府路至高工路區段 (d)高工路至樹王一路區段 

    

 (e)樹王一路至匯流口區段 (f)綠川河道兩岸都市變遷情形 

圖 5 綠川兩岸歷年都市化變遷成果 

Fig. 5 Multiphase urban evolution condition of Green-Stream draina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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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致使本區綠地面積急遽減少，發展趨勢明顯由鄉

村及低密度都市區往高密度都市區演變，第四區段由

1976 年持續發展至今，本區段大多以建築高樓層集

合式住宅為主，為最蓬勃發展之區域，第五區段則因

興建汙水處理廠後，雖一時開發密度提高，但亦由於

汙水處理廠佔本區大半面積，致使本區發展呈現停滯，

於近年來汙水處理廠區內綠美化，而開始往低開發區

發展。 

另本研究所採用都市變遷指標分布可分析綠川兩

岸歷年都市化變遷，得知綠川都市化速度較快區域為

第三區段及第四區段，第一區段與第二區段並無明顯

變遷，而第五區段為本區唯一屬鄉村及低密度都市區

之區段。而在河道變遷分析方面可知，綠川屬平原蜿

蜒河流，但由於綠川於 1911 年開始整治至今，除

1990 年第三區段因河道截彎取直使蜿蜒指數降低，

並導致第四區段河道開始向兩岸擺盪，而蜿蜒指數提

高外，現在綠川第一至第四區段河道幾乎全被人工堤

防所侷限，蜿蜒指數已無變化。最後由結果顯示，利

用都市變遷指標分布可探討都市或鄉村區域之歷年開

發變遷情形，並可做為橫截規劃分區段之計算方法，

並提供都市規劃決策者或相關研究者參考，然而本研

究並未探討橫截規劃所劃分六個分區之情形，此需後

續研究者收集更多都市發展案例加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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