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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旱溪排水生態環境整治結合民眾參與之分析
石永祺
摘 要

陳樹群*

郭鎮維

都市排水系統除肩負汙水排放與暴雨排洪之重責外，亦應兼顧人文景觀與休閒遊憩之功能，甚至維

護完整水域生態系。原本雜草叢生、環境髒亂的台中旱溪排水，2007 年中興大學提出康河計畫的整治構想及
水利署第三河川局的規劃設計，徹底擘劃水岸休閒、生態淨化與滯洪保護兼具之優質河川願景。2012 年 8 月
完工後，配合兩岸居民的公眾議題關懷與行動參與維護，旱溪排水康河計畫已由單一功能的都市排水，蛻變
成生態盎然與休閒遊憩兼具的優雅康河。

關鍵詞：河川復育、民眾參與、旱溪排水、康河計畫。

Eco-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of the Taichung Han-Chi Drainage with Integr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Yung-Chi Shih

Su-Chin Chen*

Cheng-Wei Kuo

ABSTRACT The major function of an urban drainage system is to drain sewage and rainfall water. Moreover, it can
also provide the functions of human landscape as well as a site for leisure and recreation, while still conserving aquatic
ecosystems. The riverine environment of the Han-Chi Drainage in Taichung was dirty with an overgrowth of weeds
before th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of the River Cam Project was proposed and designed b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nd the Third River Management Offic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respectively, in 2007. The vision of the
high-quality river involved the integration of riparian recreation, ecological water purification, and flood prevention
along the River Cam reach.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reconstruction project in 2012 and attention to public concern
as well as conservation by resident participation in activities along the river, the Han-Chi Drainage has transformed
from an urban drainage with a single function into an elegant, multifunctional River Cam with ecological and recreational uses.
Key Words: river restor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Han-Chi Drainage, River Cam Project.

一、前

言

(Boulton, 1999; Rauch et al., 2005)。
許多的都市排水在過去都市尚未發展之前，都曾經為生態

都市地區由於發展快速，不透水面積大量增加，地表入滲、

豐富的自然河川，因此都市排水的整治目標，也被居民期待能

窪蓄減少，降雨逕流大多沿道路側溝、下水道匯集後排入區域

夠融入河川復育的概念進行設計 (Walsh et al., 2016)。河川復

排水，因此，區域排水構成了都市排水與防洪系統的重要一環。

育工程依照所欲達成的目標區分，大致可分為三類 (Shen and

另外，在汙水下水道未建置的地區，民眾產生的大量家戶生活

Chen, 1998)：第一類是基於特有生物生存考量下而衍生的河川

廢汙水，與工廠產生的工業廢水等，亦依循此一路徑排入區域

流域生態改善工程，例如七家灣溪的櫻花鉤吻鮭復育計畫；第

排水。城市近郊區的河川介於城市和鄉鎮之間，極易受到人為

二類是以物種多樣性的的生態考量為主，其主要目標是將流域

活動影響，長久以來，都市排水除肩負排水、防洪重責外，亦

生態復育至自然狀態或是選定的歷史狀態，例如經歷過八八風

面臨汙染物累積、環境髒汙等問題 (Pinto and Maheshwari,

災重新復育的達娜依谷生態園區；第三類旨在以居民休閒遊憩

2014; Xu et al., 2017)。此外，近年來極端氣候頻仍，強降雨常

及園林美學觀點為主，而非以生態標準來考量，台中柳川的景

超過都市排水保護標準，因而增加淹水風險 (Notaro et al.,

觀整治即為典型。

2015; Jenkins et al., 2017)。且近年來民眾運動意識抬頭，常要

國外過去整治都市排水的案例有很多，例如韓國的清溪川、

求更大的公共活動空間，因此政府在現代整治都市排水時常面

日本的源兵衛川都是相當著名的案例。韓國清溪川自 1960 年

臨許多糾結的問題 (Bell, 2015)。而人類對於河流的用途又常

代開始，由於經濟增長及都市發展需求，曾被改建為暗渠，水

造成河川生態的損害，生態學家雖有助於找出矛盾，但是成功
的河川整治仍需要依靠政府公權力與民眾參與的充分結合

質亦因兩岸廢水排放而惡化，1968 年更在渠道上興建高架道
路。韓國政府從 2003 年開始進行整建，將原本高架道路拆除，

*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ng 402, Taiwan, R.O.C.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scche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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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挖掘渠道，並抽取下游漢江水源注入，並對渠道及橋梁重

集水區地層主要屬全新世沖積層，由細砂壤粘土及礫石等

新綠美化，現已成為首爾市中心一個休憩地點。然而，為防止

所組成。旱溪排水集水區位於高密度開發地區，地區不透水面

清溪川滲水影響首爾的地鐵，整治單位在渠底鋪上不透水層以

積高達 70%以上，降雨逕流較缺乏入滲及遲滯現象，且地區排

防止滲漏，使得河川自淨功能全然消失，且清溪川每年需要耗

水系統發達，逕流匯集快速，造成集流時間減少，尖峰流量加

資大量經費維持水源及綠美化成果 (金元載、福田建，2004)。

大，增加防洪困難。

因此，清溪川整治的設計目標，顯然為前述河川復育方向的第

水質部分，依行政院環保署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國

三類美觀整治。相比之下，日本的源兵衛川則是另一個不同類

光橋與樹王橋水質監測成果，水質屬於輕度至中度污染，主要

型的案例，源兵衛川的水源係來自於富士山 (融雪與雨水) 的

係溶氧量偏低及氨氮偏高所致，污染源主要為家庭廢污水 (如

伏流水，自 1950 年代，歷經都市化及經濟高度成長期，工廠

國光排水、大智排水等)，以及上游少部份的農業非點源污染

大量汲取地下水做為工業用水，加上環境的建設也使雨水無法

及局部沿河 (土庫溪及綠川) 的工廠廢水等。

滲透，間接讓湧泉開始減少，水質也開始受到汙染，沿岸景觀
惡化。1990 年起日本政府與當地住民共同努力，以恢復往日
農業用灌溉水路時的生態環境為目標，並要求鄰近工廠將使用
過之冷卻水回流返還源兵衛川，以補充水源之不足 (吉原タケ
ル等，1997)。源兵衛川的整治概念除了前述的美觀整治之外，
也融入了溪流生態環境的復育。由前述兩個現代整治排水案例
中，可以發現，現代賦予排水整治標準已不僅僅是防洪而已，
而是在加入排水環境的營造、生態環境的復育等多重標的 (劉
運澤、謝平城，2005)。
台中地區的旱溪排水原為旱溪下游河段，整個旱溪集水區
分山區及平地排水，1991 年旱溪改道後，匯集台中市東側與
山區排水提前匯入大里溪，而旱溪下游河段則成為現今之旱溪
排水，主要收集台中市區之逕流，排水路長度約為 9.23 公里，
集水面積約 70 平方公里，旱溪排水改道後，由中央管河川改
列為中央管區域排水。然旱溪排水歷年來仍有因颱洪或暴雨發
生而造成地區淹水災害，包含 2004 年敏督利颱風、2008 年卡
玫基颱風、2009 年莫拉克颱風等。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已陸續辦理復光橋以下及中投公路橋至國光橋渠段治理工程，
已有效改善旱溪排水周邊淹水狀況。2007 至 2012 年間旱溪排
水積善橋至國光橋渠段位處中興大學南側，第三河川局在整治
時利用該段河幅較寬的條件，與中興大學共同創造出兩側不規
則帶狀的休憩綠美化空間，稱之為「康河計畫」，具體營造排
水路周邊多功能優質環境，並配合地方人文及自然等資源，提

圖 1 康河計畫位於旱溪排水系統位置圖

升都市排水的美感與生命力。使得整治目標不僅限於美觀層次

Fig.1 The location of River Cam Project in the Hen-Chi
drainage network

(第三類)，更融入自然生態的概念，提升至生態層次 (第二類)。
本文的目的係探究旱溪排水近年來的規劃與整治過程，分析其

旱溪排水於整治前，因缺乏有效管理，造成河川沿線景觀

整治特色並評估改善效益，並探討在整治的過程中，如何納入

髒亂，水質不佳。其中位於中興大學南側的積善橋至國光橋段，

民眾參與於都市排水的環境營造。

多是雜草、雜木叢生的髒亂閒置地。本段舊河道情形如圖 2 所
示，積善橋往上游為箱涵段，長 135 m，為寬 10 m、高 4 m 之

二、旱溪排水環境背景與整治前狀況

雙孔箱涵，雙孔箱涵上方為積善公園。再往上游至爽文路口，
排水渠寬約 20-50 m，左岸為環河路道路擋土牆，形式為高 4-

旱溪排水屬烏溪水系，為大里溪支流，屬都會的區域排水。

5 m 懸臂式擋土牆，現況並無綠美化，視覺景觀上較為突兀，

旱溪排水之地理位置如圖 1 所示，集水區涵蓋台中市 12 個行

右岸除箱涵入口前約 100 m 設有 RC 護岸外，其餘為土坡。而

政區，集水區地勢由北向南傾斜，平均坡降約 1/105。旱溪排

由爽文路口至國光橋渠寬約 40-60 公尺，兩岸均為零亂土坡，

水位於集水區最南側，承接各支流排水，其排水路由東往西流

左岸灘地寬闊，惟全被圈地侵佔，種植蔬菜或圈養家禽，甚至

經之地盤標高從 70 m 降至排水出口的 28 m，平均 1/240 之排

有遊民搭建臨時住屋，現場廢棄物堆散一地，雜亂不堪。左岸

水路縱坡將各支流所匯集的都市排水，迅速排往下游。

大里地區居民可由環河路接近渠道，右岸則均屬中興大學校地，

中華水土保持學報，49(1), 2018

惟雜草叢生且濃密竹林、樹林阻隔，致使中興大學師生亦無法
進入。上述問題亟需積極有效的河川整治與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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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與綠的都市排水—賦予排水多元的機能
參考「台中市水系景觀環境營造綱要計畫」(臺中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2007) 所賦予的都市河川發展定位。將都市排水

三、旱溪排水「康河計畫」治理規劃理念
「前有哈佛廣場、後有劍橋康河」，這是由中興大學所提
出的校區環境改造計畫。回顧國內各大專院校校園，能在校園
內有一條美麗藍帶的案例並不常見，國內較知名如台南藝術大
學、宜蘭曁羅東社區大學等，然其環境的美質與規模仍相當有
限。而反觀許多國際著名的大學校園裡，常可見到校園或是其
生活圈裡有一道引以為傲的藍帶空間，其中尤以英國劍橋大學
的康河 (River Cam，又譯劍河) 更可說是大學之河的代名詞；
康河兩岸的鮮綠草皮、康河上的石橋，幾乎成為世人對劍橋大

建構成可充份反應其區域獨特性及人文、歷史等社會性多采多
姿之風貌，並增加地方良性的互動、連繫與回饋；因此，在設
計發想時即與地方社區 (永隆里、積善里) 密切溝通，了解地
方需求並轉化考量後，加入生活、自然及人文景觀、親水遊憩、
生態保育等概念，並規劃設計符合健身、教育及生活型態等多
元之水上遊憩活動場域環境，以增加市民生活休閒之內涵。另
外，亦利用排水路將自然生態環境及教育之觀念，藉民眾參與
深植市民心中，並引導濱水地區的社區發展組織完成長期性之
經營。

旱溪排水積善橋至國光橋段，位處中興大學南側，鄰近密

2. 水岸與生活的緊密結合—健全水岸都市、建立
親水空間

集的住宅區，原應成為地方重要的生活與休憩藍帶，然而過去

旱溪排水積善橋至國光橋段，位處台中市中興大學南側，

河川沿岸景觀雜亂，導致房價低落，甚至是中興大學治安死角。

鄰近密集的住宅區，應成為地方重要的生活與休憩藍帶。因此，

台中縣市既已行政區合併，過往該區域的髒亂與草木雜生的現

在設計時即強調開放概念，希望能以開闊場域手法扭轉當地民

象也應將之終結。立法院經濟能源委員會召集人吳明敏立委

眾對於排水路既定印象，並配合臺中市政府綠廊帶及自行車系

(中興大學行銷系教授) 積極邀請經建會何美玥主委及水利署

統銜接串聯、結合中興大學的校園擴大計畫，打造一條與台中

陳伸賢署長蒞臨中興大學共商整治對策，由中興大學蕭介夫校

市民生活密切結合的都市河川。

長指派陳樹群教授提出「康河計畫」整治構想，當天達成共識

3. 前有哈佛後有康河—中興大學校園擴大計畫

學的第一印象。

後由行政院核定整治計畫 (興新聞，2007)。經水利署第三河川
局委由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積極規劃整治，陳樹群教授
亦以顧問身分提出生態與美觀兼顧的治河構想，使之搖身一變
成為大台中地區重要的藍帶示範區。該區段以下列三個概念作
為發想：

教育部自 1998 年起致力推動永續校園計畫、落實環境生
活教育，持續啟動綠色大學機制，與國際大學發展新趨勢接軌。
「再見康河」為此段設計概念的核心價值與定位，它並不是單
純的複製英國的康河，而是規劃團隊依照旱溪排水現有的環境
特性所設計減少過度的人造設施，強調河川的生態功能。

圖 2 2010 年旱溪排水積善橋至國光橋施工前舊河道調查照片
Fig.2 The satellite image and photographs of the Hen-Chi Drainage before regulation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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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前述設計概念發想，於此說明本渠段的功能分區及平
面配置 (圖 3)。
(1) 生態淨化區

四、環境與生態改善成果評估
1. 生態改善成果

因國光排水在計畫區上游端匯流至旱溪，其水質因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及第三河川局曾分別於 2004、

屬生活廢汙水將影響本計畫區水質，因此計畫在匯流處

2011 及 2013 年針對旱溪排水中興大學南側進行生態調查，時

規劃為具備生態淨化功能以及生態教育功能的生態淨

間點剛好橫跨 2012 年旱溪排水積善橋至國光橋環境營造工程

化池區。主要藉由薄層流淨化、氧化曝氣塘及人工溼地

完工，可以藉此探討該項工程生態環境營造成果。

來淨化生活汙水，但因區域有限，較難提供優良的水質，

三次生態調查成果如表 1、表 2 所示，由 2004 年至 2011

其生態教育功能遠大於水質淨化功能，完工至今認識濕

年間之資料調查可知，包括魚類、兩棲類、爬蟲類均有物種減

地植物的教育功能反成為重點。

少的情形，尤以魚類僅剩下耐汙性高的吳郭魚，顯見該渠段水

(2) 水岸休閒區
此為全計畫區內最主要的人為活動區，提供中興大
學師生以及鄰近民眾活動空間。包括河岸大草坡、沿岸
自行車道、水岸休憩座椅、親水台階以及小型活動廣場
等。此外配合中興大學校園擴大計畫，景觀橋梁座落於
爽文路口，以連結中興大學南校區與旱溪南岸，景觀橋
結合整個水岸休閒區，成為地方重要地標。本區河窄水
淺，因此設計橡皮壩以蓄水營造寬廣水域，賦予平靜優
雅的康河意象。
(3) 滯洪保護區
本區段位於計畫區的下游端，綜合考量旱溪的排水
以及滯蓄洪功能，加上本區段的水岸為陡坡不適合發展
親水活動。因此以滯蓄洪功能為主的水岸低地以及護岸

質嚴重污染之程度，而後經整治完成後，魚類、蝦蟹類、兩棲
類、螺貝類及水棲昆蟲在物種種數上均有增加，大致上水域生
物又恢復至 2004 年之水準。
另外在陸域生物方面，由於鄰近中興大學校區，故在鳥類、
哺乳類、蝶類上雖有增加但無法明確視為康河計畫整治後改善
之成效，然在植物方面，因整治時依環境特性規劃不同特性的
植栽種類，例如灘地之草坡因考量耐水性佳之草種，而在休憩
空間則可考慮會開花，具有花香或是能誘鳥、誘蝶的種類 (如
月橘、阿勃勒等)，故物種上明顯與前期調查較為荒化之物種
不同。但隨著時間演替，原本不屬於原設計內之濱水植物 (如
狗牙根)，亦隨著水流攀附於多孔混凝土護岸上，另外，因為
部分蜜源植物種植於水岸兩側休閒區，具有吸引誘導鳥類及蝶
類的效果，增加區內物種豐富程度。

構造物為主，並保留積善公園的部分人工地盤；且為配
合景觀橋梁的水域營造。

圖 3 旱溪排水積善橋至國光橋環境營造工程平面布置圖 (第三河川局，2011)
Fig.3 The engineering design for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in the Hen-Chi Drainage (The 3rd river management offic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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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之初未考慮台灣小型魚類之特性，未來在流速及造型上均

本段新河道情形如圖 4 所示，雙孔箱涵段下游仍維持積善

可再作調整 (Chen et al, 2017)。
橡皮壩具有自動倒伏功能，當洪水來臨引致之高水位，藉

公園型態，僅就地利用東側低窪地地形，種植大面積草皮提供

由水壓的增加可自動洩洪。平時亦可藉由手動洩壓，排除滯留

部分滯洪效益，亦為當地增加綠地面積。
再往上游至至橡皮壩河段，原左岸懸臂式擋牆並無拆除，
除右岸新增格框護岸內填多孔混凝土外，在河床內特別利用塊
石排列蜿蜒低水流路，除引導水流，保護兩岸護岸基礎外，經
數次洪水浸淹後，狗牙根等濱水植物已入侵低水流路，形成自
然風貌。
依據原規劃為配合沿水路兩岸綠帶及排水路流速之控制，
原本即計畫於此段設置一座高 1 公尺之固床工，且依據中興大
學擴大校園發展計畫，考量未來南校區發展及增加疏散避難通
道，建議於校區南側增設景觀橋跨越旱溪到達永隆路，而此景
觀橋勢必成為觀賞水域景致及整段風光之最佳場所，攔水堰營
造水域應以能涵蓋橋梁視線範圍為主。惟其攔水堰過高恐造成
視覺景觀衝擊及沉泥淤積、蓄水水質發臭等情形，考量後續維
護管理等因素上，故以蓄水高度 1.5 m 之橡皮壩為最佳方案。
此外，橡皮壩旁亦有設置魚道以及橡皮壩倒伏後渠底順暢銜接，
均可維持縱向生態廊道通暢，增加上下游生態連續性。惟魚道

過久之汙水，以降低水質汙染。也由於橡皮壩提高 1.5 m 水位，
形成平靜迴水空間，使本區成為輕艇泛舟絕佳場域。由橡皮壩
以上開始，則多屬於大面積草地，且中間設置略微彎曲的渠道，
營造視覺的變化。
另外在低水渠槽兩岸則設置生態槽護岸，蓄水位下採生態
槽形成魚類避難空間，生態槽為中空樣態，利用生態槽內的空
間填充現地卵塊石以提供魚類等水域生物產卵、躲藏、生長的
空間，目前已成為市民重要的垂釣場域。在臨水面的水際線以
上可採用植栽槽，鋪草植栽，提供河岸遮蔭效果及調節水溫，
並柔化生硬的混凝土壁面。
最後，再往上游至國光橋終點，由於渠寬漸縮，用地範圍
有限，且上游右岸國光排水匯入，故利用有限空間，進行人工
濕地等水質淨化設施，在護岸設施上則選用乾砌石護岸及格框
內填多孔混凝土護岸，並配合噴植草種於多孔混凝土上，利用
其內部孔隙多之透水結構的特色，提供植物攀爬，達到環境整
體綠美化的目的。

圖 4 旱溪排水積善橋至國光橋整治後衛星影像 (擷取自 Google Map)與實景照片
Fig.4 The satellite image and photographs of the Hen-Chi Drainage after regulation

表 1 旱溪排水康河計畫整治前後水域生態調查一覽表
Table 1

Aquatic species surveys in 2004, 2011, and 2013

魚類
蝦蟹類
4目7科7種：吳郭魚、線鱧、
無調查
2004 琵琶鼠、大肚魚、
孔雀花鱂及泥鰍、白鰻

水域生物
兩棲類
螺貝類
1目2科2種：
黑眶蟾蜍、 無調查
虎皮蛙

2011 1目1科1種：吳郭魚

無

時間

無

4目8科8種：吳郭魚、線鱧、
琵琶鼠、大肚魚、
1種：
2013 孔雀花鱂、泥鰍、
多齒新米蝦
鯉魚及布氏羅非魚

水棲昆蟲

環節動物

藻類

無調查

無調查

無調查

3目3科3種：
青紋細蟌、
水黽及搖蚊

2目2科2種：
顫蚓與水蛭

附著性藻類
4門11屬17種

2目4科4種，臺灣
1目2科4種，青紋細 2目2科2種：
1目1科1種： 椎實螺、臺灣類
聰；侏儒蜻蜓、杜 單葉沙蠶
黑眶蟾蜍
扁蜷、石田螺與
松蜻蜓及薄翅蜻蜓 與水蛭
福壽螺

浮游性植物
4門21屬40種
附著性藻類
5門12屬17種

1目1科1種：
福壽螺

資料來源：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2004)、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20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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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旱溪排水康河計畫整治前後陸域生態調查一覽表
Table 2

Terrestrial species surveys in 2004, 2011, and 2013

鳥類
3目9科10種：夜鶯、紅鳩、洋
1目3科3種：蝎
燕、白頭翁、粉紅鸚嘴、灰頭鷦
2004 虎、斯文豪攀
鶯、褐頭鷦鶯、綠繡眼、麻雀、
蜥、蓬萊草蜥
斑文鳥

陸域生物
植物
哺乳類
22科45屬49 種：象草、巴拉草為主要
植被，並種植番薯、香蕉、葫蘆、綠
無調查
竹等作物。河岸主要植被為大花咸豐
草、象草、巴拉草、構樹等。

3目10科13種：蒼鷺、小白鷺、
1目1科1種：蝎 夜鷺、紅鳩、紅尾伯勞、褐頭鷦
2011
鶯、斑文鳥、麻雀、小彎嘴、洋
虎
燕、綠繡眼、白頭翁、紅嘴黑鵯

56科122屬147種：草本植物有77種
1目1科1種：小黃腹
(佔52.38%)，喬木類植物有18種 (佔
12.24%)，灌木類有24種 (佔16.33%)， 鼠
藤本植物有28種 (佔19.05%)

5目14科19種：小白鷺、夜鷺、
野鴿、紅鳩、珠頸斑鳩、翠鳥、
1目1科1種：蝎 小啄木、紅尾伯勞、大卷尾、洋
2013
燕、白頭翁、紅嘴黑鵯、褐頭鷦
虎
鶯、綠繡眼、白尾八哥、灰鶺
鴒、白鶺鴒、麻雀及斑文鳥

3目4科5種：尖鼠科 1目3科7種：白粉
57科107屬135種：蕨類植物5科6屬6
的臭鼩、鼴鼠科的臺 蝶、遷粉蝶及黃蝶；
種、裸子植物1科1屬1種、雙子葉植物
灣鼴鼠、蝙蝠科的東 淡青雅波灰蝶、藍灰
41科75屬101種、單子葉植物10科25屬
亞家蝠、鼠科的鬼鼠 蝶、幻蛺蝶、豆環蛺
27種
蝶
及田鼷鼠

時間

爬蟲類

蝶類
無調查
1目4科6種：
紋白蝶、台灣黃蝶、
琉球三線蝶、小波紋
蛇目蝶、沖繩小灰
蝶、波紋小灰蝶

資料來源：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2004)、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2011、2013)

由旱溪排水的整治內容而言，可以觀察到以下特點：
(1) 用地範圍寬廣

維持排水自然生態的生命力。另外在棲地的變化上，亦
有營造多樣的環境，除了原有的淺瀨外，亦配合橡皮壩

旱溪排水在早期用地範圍劃定時，即已考量未來都

營造深潭樣態，反映在魚類生態上，由 2011 年的僅剩

市發展綠地需求，保留原河川時代的用地以作為環境營

吳郭魚一種，增加到 2013 年的 4 目 4 科 8 種魚類的狀

造使用，因此其用地標的並不拘限於排水使用，由上游

態，此外中上游渠底坡度變化，營造跌瀑的水花，也增

計畫河寬 30 m 與興大南側寬度最大約 60 m 之差距，可

加水中的溶氧 (圖 5)，這也反映在 2013 年的調查中，現

見一斑，亦與其他都市排水因周遭土地寸土寸金，而斤

地亦發現多齒新米蝦，這種蝦類主要棲息於濱水植物叢

斤計較排水用地範圍有很大的差異。

生且溶氧足夠的淺灘區 (陳妙嫻，2006)，顯示蝦類也有

(2) 整治工程納入生態考量

逐漸復育的情形。另外，亦由於台中市政府積極進行汙

在整治時，除了下游既有箱涵及左岸既有懸臂式擋

水下水道整治，截排家戶、工廠廢汙水至水資源回收中

牆護岸保留，以及為保護橡皮壩機房而於右岸施設混凝

心，由台中市政府環保局現地量測之河川汙染指數

土坡面工外，其餘護岸形式在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均以

(River Pollution Index，RPI) 資料顯示，旱溪排水國光橋

混凝土減量，考量生態為出發點，例如中游段兩岸的緩

之水質已經有逐年好轉之趨勢 (圖 6)，配合本段整治之

草坡搭配生態槽護岸以及在上游段的格框護岸內填多

生態考量，未來排水生態將會更加自然而豐富。

孔混凝土、乾砌塊石護岸等，均保留自然入滲之機制，

圖 5 旱溪排水國光橋歷年溶氧變化圖 (台中市環保局水質檢測，2005—2016)
Fig.5 The variation of DO of the Hen-Chi Drainage in GuoGuang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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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旱溪排水國光橋歷年河川汙染指數變化圖 (台中市環保局水質檢測，2005—2016)
Fig.6 The variation of RPI of the Hen-Chi Drainage in GuoGuang Bridge

五、民眾參與環境營造之評估
2012 年 8 月第三河川局在康河計畫完工後開始著手調查
民眾對於旱溪排水的認知、環境營造的發展方向與需求、是否

劃、(5) 民眾參與環境維護管理之通報機制不明確。

2. 民眾問卷調查成果分析
為推動民眾參與環境營造，除透過訪談、社區討論會取得

願意參與後續維管以及前述康河計畫滿意度。該計畫除了進行

周邊居民意見，第三河川局更利用紙本與網路問卷調查之方式，

問卷之外，亦有拜訪當地鄰里、社區等，以下統整相關民眾參

調查使用者之意見，俾利環境營造規劃之方向，以及了解使用

與意見如下：

者及地方居民之需求。該計畫問卷採封閉式問卷類型，內容包

1. 民眾參與意見彙整
當地區在發展的時候，適當納入民眾的意見是很重要的，

括：(1) 基本資料、(2) 民眾對現況的認知、(3) 旱溪排水未來
發展之看法、(4) 未來民眾使用需求及參與活動意願、(5) 排
水管理及環境維護、(6) 已完成設施滿意度，共分為六大部份

不僅僅是發展的方向可符合民眾的期待，更有甚者，當地區發

二十個題項，總共回收紙本問卷 444 份、網路電子問卷 204 份，

展獲得民眾認同時，民眾亦會自動自發地去維護環境並促進發

共計 648 份，其中有效問卷共 613 份。本研究欲了解住在不同

展，因此民眾參與的理念正是要鼓勵決策者及民眾在社會發展

渠段的居民其感受與關注之議題是否有所不同，因此依照所居

議題上尋求共識，達成和諧、持續之發展。

住的里別依旱溪排水上中下游歸納為五個渠段 (圖 7)。整理問

國外相關案例有很多，包括日本「河川法」之民眾參與機

卷調查結果之後，首先以題項與渠段別進行交叉性分析，其次，

制、美國及荷蘭的彈性治理及管理機構、丹麥科技委員會審議

以問卷的題項作為自變項，以各渠段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

民主參與方式，各國從民眾參與法制化、彈性機構安排以及參

異數分析 (ANOVA)(信賴水準 95%)，由問卷調查成果可以看

與的方法等手段，促進水利計畫規劃之民眾參與，藉以提升政

出，因地域差異對於旱溪排水仍有不同的看法與期待，茲分述

府治理的效率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12)。而目前國內水

如下：

利計畫之民眾參與無一般性規定，僅「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
治計畫」、「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曾文南化烏山頭
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等計畫，針對民眾參與有
相關之規定。
因排水環境係與在地居民生活密切相關，故第三河川局希
冀透過加強民眾參與推動環境營造之過程，與社區經營緊密聯
結，藉以強化民眾對排水環境之認同，減少政府維護管理工作。
因此參考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2012)「民眾參與標準作業
程序 (SOP) 建立及規劃成果推廣之研究」之「河川環境管理
規劃流程」，研擬民眾參與四個階段流程。舉辦在地 12 個里、
社區討論會、並拜訪相關權責機關、專家學者及公民團體後，
重點歸納出民眾關心之環境議題，主要為：(1) 旱溪排水之水
質不佳亟需改善、(2) 水域營造與生態環境設施不足、(3) 休
憩設施與休閒空間營造仍有不足、(4) 動線串聯未有整體性規

(1) 旱溪排水整體環境需要改善之內容 (表 3)
就整體環境而言，民眾一般多認為河岸灘地的綠美
化、生態環境營造應需要改善，但位於下游渠段的烏日
區前竹、五光里，可能因為過去淹水的記憶印象猶新，
且目前護岸尚未整治，故認為仍要解決淹水問題
(76.20%)；但在上游渠段的積善里、永隆里，則由於護
岸均已整治完成，故較少認為淹水問題需要改善
(19.20%)，亦因如此，人類活動較可親近水域，反而認
為水質惡化明顯，而需要優先改善 (76.20%)。另外，在
最上游的南門里、大明里、日新里，因鄰近康河計畫，
在民眾目睹整治成功後，亦急迫希望看到住家鄰近的渠
段，因此反映在問卷中，高達 71.6%的民眾希望進行河
岸灘地綠美化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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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本題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如表

多重比較檢定，發現在最上游的南門里、大明里、日新

3 所示，由表格中顯示在河岸灘地綠美化、生態環境營

里、祥興里與最下游的烏日里、光明里、仁德里的確有

造、水質改善、解決淹水問題、護岸景觀改善這些選項

顯著差異。

中，各渠段有明顯的差異。本研究並以 Scheffe 法進行

圖 7 旱溪排水沿岸里別
Fig.7 The village along the Hen-Chi Drainage

表 3 不同渠段居民對旱溪排水環境改善認知之交叉分析表
Table 3

The cognition of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for residents by villages from upstream to downstream
題項

渠段
(里別)

您認為旱溪排水整體環境需要改善之內容 (佔區域樣本%)
河岸灘地
綠美化

生態環境
的營造

河岸活動
空間規劃

水質改善

解決淹水
問題

護岸景觀
改善

不需改善

其他

71.60%

63.50%

56.10%

49.30%

33.80%

62.20%

3.40%

2.00%

上游 南門里、大明里、日新里、祥興里

下游

積善里、永隆里(康河計畫)

57.80%

54.80%

54.80%

76.20%

19.10%

45.20%

0.00%

4.80%

樹王里

41.90%

48.40%

41.90%

19.40%

16.10%

32.30%

6.50%

3.20%

前竹里、五光里

71.40%

64.30%

61.90%

45.20%

76.20%

52.40%

0.00%

0.00%

烏日里、光明里、仁德里

42.70%

38.70%

41.30%

57.30%

53.30%

37.30%

2.70%

1.30%

其他

50.00%

57.00%

46.70%

52.60%

21.10%

41.10%

1.90%

3.70%

總計

56.00%

56.00%

49.40%

51.60%

31.40%

46.20%

2.30%

2.80%

F

6.550

3.169

1.846

4.425

17.251

4.991

1.102

0.684

顯著性

0.000

0.008

0.102

0.001

0.000

0.000

0.358

0.635

問卷調查資料來源：第三河川局 (2015)

(2) 旱溪排水周邊應加強之設施 (表 4)

提供未來相關權責單位在施設排水環境時參考。另外，

就周邊設施而言，則大部分民眾 (63.80%) 均認為

由本題項之單因子分析 (表 4)，地域上仍有明顯的差異，

道路設施 (包括步道及自行車道等) 應該加強，顯見民

尤其在運動設施方面，經過 Scheffe 法進行多重比較檢

眾認為旱溪排水沿線係需要自行車道或步道串連，另外

定，積善里、永隆里明顯與其他渠段不同，可能係因為

加強綠美化 (61.80%)、休憩設施 (59.90%) 以及照明設

鄰近中興大學，故在運動設施需求 (僅 9.5%) 上明顯低

施的加強 (59.90%) 亦是沿線居民想要加強的設施，可

於其餘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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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渠段居民對周邊加強公共設施認知之交叉分析表
Table 4

The cognition of facility improvement for residents by villages from upstream to downstream
旱溪排水周邊應加強之設施 (佔區域樣本%)

題項
道路設施 休憩設施

南門里、大明里、
日新里、祥興里
積善里、永隆里
(康河計畫)

下游

動線引導及
照明設施 安全設施 水域營造
解說設施 (ex:路燈、景 (ex:欄杆、救 (ex:生態棲地、 加強綠
美化
(ex:指標、導覽
觀燈…)
生設備…)
蓄水空間…)

(ex:自行車
(ex:座椅、 (ex:體健設施、
道、步道、停 垃圾桶、涼 兒童遊具、籃球
車空間…)
亭…)
場…)
牌、解說牌…)

渠段
(里別)
上游

運動設施

橋梁

無/不需要

其他

72.30%

74.30%

59.50%

50.70%

73.00%

66.20%

61.50%

79.70% 41.20%

2.00%

4.10%

64.40%

50.00%

9.50%

23.80%

78.60%

59.50%

54.80%

71.40%

2.40%

2.40%

0.00%

樹王里

58.10%

32.30%

32.30%

29.00%

58.10%

38.70%

25.80%

25.80%

3.20%

0.00%

0.00%

前竹里、五光里

85.70%

78.60%

54.80%

40.50%

71.40%

57.10%

47.60%

66.70% 31.00%

0.00%

0.00%

烏日里、光明里、
仁德里

73.70%

61.80%

42.10%

48.70%

71.10%

53.90%

30.30%

76.30% 21.10%

0.00%

0.00%

其他

53.50%

53.90%

32.50%

29.90%

45.80%

45.00%

51.70%

50.60%

5.20%

2.20%

2.20%

總計

63.80%

59.90%

40.00%

37.40%

59.90%

52.50%

49.80%

61.80% 17.30%

1.60%

2.00%

F

6.128

7.633

11.404

5.667

9.106

4.139

5.661

13.016

25.023

0.654

1.474

顯著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658

0.196

問卷調查資料來源：第三河川局 (2015)

所做的調查，大多數民眾是持正面意見，其中『非常滿

(3) 旱溪排水目前需改善之排水管理問題 (表 5)
而在排水管理方面，可由單因子分析 (表 5) 同樣

意』與『滿意』共佔 53.2%，超過半數的人滿意康河計

可以看出各渠段關心的問題仍有顯著差別，沿線民眾亦

畫之成果。但在其餘不滿意的民眾中，主要關注的問題

多認為水質汙染問題 (64.10%) 嚴重影響水域環境，尤

仍為當地水質不佳 (51.1%)，其次為水有異味 (34.6%)、

其是位於康河計畫的積善、永隆里，更高達 95.20%的民

雜草叢生 (34.6%) 等等狀況。由此可知，水質狀況亦或

眾關注此一問題，主要在於區段內親水環境等已改善，

異味問題仍然是影響民眾親水的關鍵問題，也由於康河

因此汙水排放就更凸顯嚴重性。另外目前尚未整治的前

計畫區位的水源，除了原部分來自旱溪的乾淨水源外，

竹、五光以及樹王里等下游渠段，地方民眾在強烈對比

大部分接受了包括國光排水、大智排水兩岸的家戶廢水、

下，則優先關注老舊護岸整建的問題，深怕上游整治導

工廠汙水等，因此目前台中市政府亦積極推動汙水下水

致下游淹水問題。

道系統以及用戶接管等工作，希望能夠改善此段水質情
形。

在康河計畫整治完後，由第三河川局針對此一河段
表 5 不同渠段居民對排水管理問題認知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Table 5

The cognition of drainage management for residents by villages from upstream to downstream
題項

渠段
(里別)

河道佔耕

上游 南門里、大明里、日新里、祥興里

下游

45.90%

旱溪排水目前需改善之排水管理問題 (佔區域樣本%)
缺乏
水質污染
泥砂淤積
護岸整建
無
親水設施
45.90%
64.20%
37.80%
53.40%
2.70%

其他
0.00%

積善里、永隆里 (康河計畫)

28.90%

19.00%

95.20%

31.00%

35.70%

0.00%

0.00%

樹王里

3.40%

37.90%

41.40%

6.90%

51.70%

10.30%

3.40%

前竹里、五光里

38.10%

45.20%

61.90%

45.20%

76.20%

9.50%

2.40%

烏日里、光明里、仁德里

17.60%

23.00%

63.50%

56.80%

44.60%

2.70%

4.10%

其他

27.40%

32.60%

63.00%

44.40%

39.60%

3.30%

1.90%

總計

30.40%

34.70%

64.10%

41.40%

46.20%

3.60%

1.60%

F
顯著性

7.722

4.470

4.306

5.490

5.480

1.986

1.292

0.000

0.001

0.001

0.000

0.000

0.079

0.265

問卷調查資料來源：第三河川局 (2015)

3. 都市排水中生態環境與休閒遊憩需求之競合
中興大學南側河段在康河計畫整治前，因人跡罕至以及過
去部分渠段是九二一地震之建築廢棄物的棄置場，加上雜木、

對水陸域生態環境造成很大的衝擊，由 2006 與 2011 年的生
態調查中，魚類由原本的 4 目 7 科 7 種驟減為僅剩一種耐汙
性高的吳郭魚，可以觀察到生態環境已有明顯惡化的程度。

草叢阻隔，一般人實無法進入。若僅由表面上查看，會有因河

另外，由於台中市區都會發展快速，民眾強烈需要活動的

濱植物茂盛而有生態環境頗佳的誤解，部分環保團體進而反對

綠地空間，因此除了原來都市計畫所設置的公園、綠地外，在

排水整治工程的進行，認為破壞環境生態。但實際上長久以來，

都市排水的範圍內，除了排水防洪的目的外，也常常被額外加

在此一河段內民眾占耕、圈養鴨禽、遊民堆置垃圾的情形嚴重，

入了環境營造的需求，在旱溪排水康河計畫也是一樣的情形，
在整治前的問卷調查及地方說明會均可發現民眾希望早日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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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建設完成，提供鄰近居民休閒遊憩空間。

的腹地去進行環境生態營造。

因此，康河計畫在整治時，其實也面臨正反兩極的意見，

河川等排水路是人類與眾多生物共同賴以為生存的帶狀

而其因應對策就是在設計上特別納入生態考量，並且適度將人

空間，但過去由於與水爭地或過度強調排洪功能，以致造成嚴

類活動區域與排水環境有所區隔，避免人類活動過度干擾生態，

重壓縮生態與景觀，所幸近年來惡劣的水域環境已引起居民或

由前述 2013 年在康河計畫完工後的調查也發現，當地的生態

環保團體對於河川生命健康的重視，隨著觀念的演變，單一河

已有復育至 2004 年的現象。

川景觀的美化工程已不能滿足居民需求，進一步審視河川水域

最後，由前述的調查中，民眾亦關注整治後橡皮壩下游河

生態系並與之共存，才是都市居民夢想的藍帶。康河計畫的整

道兩岸卻雜草叢生，恐有礙觀瞻，妨礙視覺景觀美質的問題，

治除了大幅提升優雅的水岸環境外，更保有良好的水域生態系。

但由於濱水植生除了是汙染物隔離的緩衝帶外，也是水濱生物

在整治過後，配合鄰近民眾的參與維護，使得康河計畫在魚種

重要的棲息、產卵環境，實不宜剷除，因此仍建議可透過加強

種數上回復至 2004 年的水準，而且兩岸居民高度享受此水域

環境教育宣導方式，讓民眾了解河濱植生的重要性。

與水岸環境，顯見都會排水環境景觀與生態環境可以共存，其

4. 都市排水整治與民眾參與的關聯

成功端賴政府的工程設計與民眾自發性的參與環境維護。

第三河川局在整治時，除了融合中興大學康河構想外，亦
有舉行數場地方說明會及問卷調查，並進行未來使用者的分析
以及活動導入的檢討，使計畫相關內容更能貼近民意並真正符
合地方及中興大學之需求，藉由觀察使用者在周邊公園、綠地
廣場的使用行為，歸納推估未來在旱溪排水周邊空間的使用需
求。另外，第三河川局在整治完後亦逐步推動志工認養，藉由
永隆里康河志工隊的成立，對於周遭環境加以簡易的維護整理，
一方面即時維護，維持環境的整潔，另一方面亦降低政府單位
的維護經費支出，達到雙贏的局面。
本研究在康河計畫的整治過程中發現，大部分民眾均能理
性看待工程的進行並且配合，對於防洪安全多能予以尊重。但
在配合整治上的環境營造，由於與民眾未來使用切身相關，便
會特別的關心，因此容易有意見的分歧，且由前述的調查可知，
都會排水上、中、下游的居民所關心的議題有所分別，再加上

第三河川局透過民眾參與的計畫，了解民眾對於旱溪排水
的現況需求，對於未來待改善、加強的方向以及後續維管參與
的意願，透過地方社區、團體的拜訪、雙向溝通，以及民眾問
卷的填寫，了解旱溪排水上中下游的居民所關心的議題、需求
均有所不同，亦提供未來在整治時候可以有大致的方向供設計
者參考，並具體落實於工程內，以便讓後續與民眾溝通時，爭
取民眾對旱溪排水的認同感，進而引發民眾對於自我想法的實
現而勇敢去自主維護，也減少後續政府單位投入排水環境維護
之人力、心力、經費等。
綜上所述，旱溪排水康橋計畫的整治為都市排水結合生態
環境營造、休閒遊憩需求與公眾參與的成功案例，有別於其他
僅重視景觀美化而忽略河川生態功能的整治計畫。康橋計畫打
破都市排水無法兼顧生態的迷思，其整治經驗可提供未來規畫
與執行的重要參考。

因為地域環境、人口密集程度、周遭環境影響，大家所希望的

誌

環境營造就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在整治時納入民眾的想法，
符合民眾的期待常常就是工程成敗的關鍵。
第三河川局在辦理旱溪排水的整治時，即預先辦理前述民
眾參與的計畫，希望在整治之前能夠了解鄰近居民的想法、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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