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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水利處及公園處共同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鹿

特丹、台夫特、奈梅亨及德國 2017 歐洲綠色首都埃森、漢堡等地進行參訪學習，

期能達到下列目的，以作為社子島開發之借鏡。 

(一) 考察荷蘭及德國舊區再生或整體開發實例。 

(二) 了解荷蘭及德國治水策略與相關水利防洪設施、排水系統。 

(三) 實地走訪公園及水岸堤防建設及景觀設計態樣。  

  經由本次考察，深刻體認社區開發無論是舊區再生或新興地區，公民參與愈

來愈是影響計畫成功與否的關鍵，從荷蘭的無車生態社區 GWL-Terrein，

Vrijburcht 社區 CPO 模式興建，東港碼頭區改建，Nijmegen 還地於河治水計

畫的拆遷安置，到德國漢堡易北河再生計畫，都可以明顯看到由於公民參與，無

論是自發性或政府主動對話的議題與影響，讓開發計畫及相關工程能順利進行，

值得深思。 

  防洪治水，興築堤岸不是唯一的選擇，但也觀察到當需要築堤時，堤防是可

以從多功能的角度切入的，荷蘭 Volendam 北海漁村的堤岸與住家結合的方式，

為沿堤居民帶來了經濟轉型即為實證。 

  公園綠地向來是都會地區民眾休閒活動的最佳去處，從德國魯爾工業區蛻變

的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看到了歷史如何被保存，與現代結合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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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緣起 

民國 59 年經濟部「台北地區防洪計畫」，社子島以地勢低窪、易遭水患、人

口稀少、經濟價值低為由，被定為「限制發展區」，僅能作為農業用地或綠地而

受到禁限建，使得社子島之發展受限至今。 

柯市長上任後，全力推動社子島「加速發展、儘早解禁」，於 104 年 8 月 11

日成立社子島專案辦公室，並於 105 年 2 月 27、28 日舉辦社子島開發方向 i-

Voting。經社子島民眾在「方向一：運河社子島，方向二：生態社子島，方向三：

咱的社子島，方向四：不開發」的四個選項中，以 3 成 5 投票率中約 6 成的選票，

選出生態社子島為未來發展方向。 

本府於 105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1 日辦理國際工作坊，邀請荷蘭專家來共同

探討生態社子島的未來基礎建設。105 年 6 月本府研提生態社子島以現住民居住

正義、生態智慧社區、物種 DNA 生態基地、新都市發展型態及土地儲備機制、

韌性城市等 6 項發展定位，運用智慧成長管理，積極打造社子島為生態智慧島。 

社子島開發所涉及之 4 項重要行政程序，其中防洪計畫於 105 年 7 月送請經

濟部水利署轉請中央審議中，都市計畫亦於 105 年 10 月送請內政部審議，環境

影響評估則以自願進入二階環評，由本市環評委員會審議中，本府更啟動社子島

智慧建設總規劃案及公園景觀總體規劃案，以期引導社子島未來的發展。 

值此全力推動社子島各項建設規劃藍圖之際，借鏡國際經驗，爰由地政局、

土地開發總隊、水利處及公園處共同前往荷蘭及德國，實地赴阿姆斯特丹、鹿特

丹、台夫特、奈梅亨以及 2017 歐洲綠色首都埃森、漢堡等地進行標竿學習。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I-Voting&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I-Voting&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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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的 

(一) 經由實地考察荷蘭及德國舊區再生或整體開發實例，作為辦理社子島及本

市土地開發、民眾參與、公私協力及歷史文化保存之借鏡。 

(二) 與荷蘭及德國當地公務機關、研究機構等相互交流，了解其治水策略與相

關水利防洪設施、排水系統，以供社子島及本市未來防洪水利設施參考。 

(三) 實地走訪水岸、公園及堤防建設，了解公園濕地與堤防景觀設計樣態，作為

社子島 140 公頃綠地規劃及本市公園綠地設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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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考察過程與背景說明 

一、 行程概要 

本次赴荷蘭及德國考察參訪，自 106 年 8 月 26 日起至 9 月 10 日止，共

計 16 天，其行程與內容詳表 2-1 及圖 2-1 所示： 

表 2- 1 行程概要表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繪製） 

Day 日期 參訪地點 （上午 / 下午） 

1 
8 月 26 日 

（星期六） 
臺北 至 荷蘭 （航程） 

2 
8 月 27 日 

（星期日） 

抵達荷蘭史基浦機場 

走訪 Volendam 北海漁村 
走訪阿姆斯特丹市區建設 

3 
8 月 28 日 

（星期一） 
GWL-Terrein 社區 拜會駐荷蘭代表處 

4 
8 月 29 日 

（星期二） 
東港碼頭區 De Ceuvel 循環經濟示範區 

5 
8 月 30 日 

（星期三） 
Vrijburcht 社區 馮德爾公園 

6 
8 月 31 日 

（星期四） 
鹿特丹馬斯朗特阻浪閘 鹿特丹倍恩特姆水廣場 

7 
9 月 1 日 

（星期五） 
台夫特 Deltares 研究機構 台夫特水利會 

8 
9 月 2 日 

（星期六） 
阿姆斯特丹 

9 
9 月 3 日 

（星期日） 
阿姆斯特丹 → 小孩堤防 → 奈梅亨 

10 
9 月 4 日 

（星期一） 
奈梅亨還地於河 還地於河現場參訪 

11 
9 月 5 日 

（星期二） 
前往埃森 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 

12 
9 月 6 日 

（星期三） 
拜會埃森市政府 前往漢堡市 

13 
9 月 7 日 

（星期四） 
IBA Hamburg 威廉斯堡 Hafen City 海港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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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9 月 8 日 

（星期五） 
漢堡市環保廳 走訪漢堡市區建設 

15 
9 月 9 日 

（星期六） 
整理資料 

漢堡 至 荷蘭 至 台北（航

程） 

16 
9 月 10 日 

（星期日） 
漢堡 至 荷蘭 至 台北（航程） 

 

 

圖 2- 1 考察參訪路線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及出國人員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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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地區介紹 

(一) 荷蘭 

荷蘭（the Netherlands），國土面積的一半海拔低於 1 公尺，26%甚至低於海平

面，萊茵河、瓦爾河和馬斯河穿越其中。從 16 世紀開始，荷蘭人就利用風車及

堤防排乾積水，逐步由海中及湖中製造出圩田。部分地區則由圍海造地形成，並

且修建了海堤來保護。 

1134 年的暴風，讓大量土地滲入海裡，創造出澤蘭省西南邊的群島。1278 年

12 月 14 日，聖露西亞洪災（St. Lucia's flood）造成荷蘭與德國超過 5 萬人喪生，

是在荷蘭歷史上最嚴重的洪災之一。1421 年的聖伊莉沙白洪災（St. Elizabeth 

flood），摧毀了大量圩田，造成 72 平方公里的 Biesbosch 潮汐洪泛平原的出現。

1953 年 2 月，北海出現的洪水，造成荷蘭西南方數個海堤潰堤，超過 1,800 位居

民在洪水中喪生。荷蘭政府因此擬定了大規模的防洪計畫，以保護國家不受洪水

威脅，其中最著名的為三角洲工程（Delta Works）。 

 

圖 2- 2 訪團拜會台北駐荷蘭辦事處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1、 阿姆斯特丹 

    荷蘭首都及最大城市，面積 219.4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4,45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B9%B3%E9%9D%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B9%B3%E9%9D%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B1%E8%8C%B5%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3%A6%E5%B0%94%E6%B2%B3_(%E8%8D%B7%E8%98%A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6%AF%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A8%E8%BB%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9%E7%94%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A4%E8%98%AD%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6%E9%9C%B2%E8%A5%BF%E4%BA%9E%E6%B4%AA%E7%81%B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6%E4%BC%8A%E8%8E%89%E6%B2%99%E7%99%BD%E6%B4%AA%E7%81%B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8%A7%92%E6%B4%B2%E5%B7%A5%E7%A8%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5%85%B0%E5%9F%8E%E5%B8%82%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A2%E7%A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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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7 世紀早期，就開始營造以 IJ 灣為核心的半圓形運河系統。阿姆斯特丹

鼓勵市民利用自行車出行，很多道路都配有自行車道，大眾運輸系統主要包

括公共汽車和有軌電車。 

  

圖 2- 3 攝於阿姆斯特丹市區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2、 鹿特丹 

荷蘭第二大城市，是歐洲最大的港口，面積 304.22 平方公里（其中陸地面

積 206.44 平方公里），人口 598,923 人，二戰期間德軍對鹿特丹進行了狂轟濫

炸，鹿特丹市中心的建築物幾乎全部被毀，鹿特丹人從瓦礫中重建起別具風

格的建築，廣受世人矚目，被認為是現代建築的實驗場。 

  

圖 2- 4 鹿特丹市區剪影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3、 台夫特 

南荷蘭省的一個城市，地處海牙和鹿特丹之間。面積 24.08 平方公里，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8%A1%8C%E8%B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5%B1%E6%B1%BD%E8%B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9%E8%BD%A8%E7%94%B5%E8%B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6%84%8F%E5%BF%97%E5%9C%8B%E9%98%B2%E8%BB%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8%8D%B7%E5%85%B0%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7%89%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BF%E7%89%B9%E4%B8%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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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約 10 萬人。16 世紀，曾是威廉王子發起革命，抵抗西班牙大軍的重要基

地，也是荷蘭皇室的起源，是一座充滿歷史的古城。由於擁有荷蘭高等學府

台夫特理工大學和研究機構荷蘭應用科學研究所，台夫特也被稱為知識之

城。台夫特擁有一個歷史性內城，內城以前有環城水道護城，但現在只能看

到部分河段。內城遍布水道和小橋，老建築林立，和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頗

有相似之處，因此也有人稱台夫特是阿姆斯特丹的縮影。 

  

圖 2- 5 攝於台夫特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4、 奈梅亨 

  位於荷蘭東部，瓦爾河沿岸，靠近德國邊陲的城市。面積 57.53 平方公

里，人口約 16 萬人，奈梅亨沿著歐洲第一大河萊茵河的分支瓦爾河（River 

Waal）而建，被認為是荷蘭歷史最悠久的城市。奈梅亨的發跡歷史可追溯至

兩千年以前，這座中古世紀的貿易重鎮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受到嚴重的破壞，

新舊混雜的建築組成今日的奈梅亨市，在經濟發展定位上，該市為荷蘭醫療

衛生產業的知識核心；在運輸貿易領域中，由於瓦爾河是歐洲船運最為頻繁

的河流之一，奈梅亨港口也成為全歐洲最大的內陸河港。奈梅亨為荷蘭國家

系列計畫「還地於河」政策下的重點城市，除了結合防災思維，更打造出該

城市的新風貌和特色。奈梅亨－「還地於瓦爾河」（Room for the River Waal）

是該系列計畫中範圍最大、最具有啟發性的案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3%E5%B0%94%E5%A4%AB%E7%89%B9%E7%90%86%E5%B7%A5%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7%86%E6%96%AF%E7%89%B9%E4%B8%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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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 攝於奈梅亨車站附近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二) 德國 

1、 埃森 

  埃森是德國北萊茵－威斯伐倫州境內魯爾區的一個非縣轄城市，是杜塞

道夫行政區的聯邦州總中心之一，位於萊茵河－黑爾訥運河與魯爾河之間，

面積 210 平方公里，人口約 59 萬，原為貴族隱修院（852）所在地。19 世紀

發展起埃森鋼鐵公司，迅速成為魯爾區最大工業城市，隨著煤鐵資源開發興

起為魯爾區工業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建，為德國鋼鐵工業先驅克魯伯

（Krupp）家族發跡地，魯爾區採煤、重工業等企業的總部多設於此。 

  關稅同盟煤礦工業建築群位於埃森北部，為歷史性工業紀念物，並在

2001 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世界遺產，同年成立關稅同盟發展責任有限

公司，關稅同盟基金會與工業紀念物歷史文化保存基金會等，為這個已不再

運作的工業建築群作保存與再利用；埃森並獲得了 2017 歐洲綠色首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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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7 埃森市政廳鳥瞰與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2、 漢堡 

  位於德國北部的一個港口城市。面積 755 平方公里，擁有近 180 萬人口，

是僅次於柏林的德國第二大城市，漢堡及其周圍城鎮共有 274 萬人口，而漢堡

大城市群則有 500 萬人口，漢堡港位於易北河出海口，是德國最大的港口，也

是世界上第 20 大港口。 

  漢堡是一個河流、河道很多的城市，建造了超過 2,500 座的橋樑，是歐洲

橋樑最多的城市，多於水城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和倫敦橋樑的總和。 

 

圖 2- 8 攝於漢堡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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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社區開發議題探討 

一、 GWL-Terrein 無車生態社區 

(一)  社區簡介 

 

圖 3- 1 GWL-Terrein 社區樣貌 

（資料來源：GWL-Terrein 導覽解說員 Diego Posplantseon 簡報提供） 

GWL（Gemeentewaterleidingen，市政供水管路）-Terrein（也被稱為 Waterwijk、

Ecowijk 或 Milieuwijk）位在阿姆斯特丹西北方，距離市中心約 3 公里，屬阿姆斯

特丹市 westerpark 區，是一個由老舊水廠工業區改建而成的商用混合型社會住宅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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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GWL-Terrein 社區（紅色區塊）、STAATSLIEDENBUURG 區（黃色部

分）及 WESTERPARK 行政區（粉紅色區塊）範圍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及出國人員自行繪製） 

 

圖 3- 3 GWL-Terrein 歷史樣貌 

（資料來源：GWL-Terrein 導覽解說員 Diego Posplantseon 簡報提供） 

該區域自 1851 年起就做為供應阿姆斯特丹地區飲用水的儲存場，隨著都

會區人口增加，大量飲用水的需求，於是陸續擴建，增加了泵機大樓、多座清

水窖、儲藏室等設施。1989 年水公司遷移他處後即處於閒置的狀態。 

閒置的場所，引來了遊民聚集，也暗藏一些非法行為，1989 年，阿姆斯特

丹市議會決定將本區規劃為住宅區。GWL-Terrein 無車生態社區的建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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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為下列數個階段： 

1、 研議階段（1989 - 1993 年夏） 

  經由鄰近該地區的 Staatsliedenbuurt 當地一群人士的促成，阿姆斯特丹市議

會決定將本區規劃為住宅區，Westerpark 區居民也呼籲新成立的 GWL 社區為無

車生態區。因此市政府在 1991 年，開始了該區域作為建築住宅區的可行性研

究，同時國際城市環境研究所研究了水、能源、廢棄物和植被的 4 個環境主題

是否可以在此地實現。 

  2,000 個工作組調查評估無車區的可能性，經與社會溝通後，在 1992 年 11

月，做成 GWL-Terrein 社區開發基本原則備忘錄。這些原則包括預計在 6 公頃

的面積，興建 600 個住宅，其中 50%為租賃社會住宅，50%為市售住宅（其中

2/3 出售對象限政府補助者）。它必須是一個無車區。都市計畫應確保良好的公共

交通，騎自行車者的最佳關注以及居民自發的選擇來阻止汽車擁有和使用。也

為環境任務制定了目標，包括減少水和能源消耗，使用環保型建築材料，隔離

式垃圾系統，並為居民建立一個環境中心（但是這個要素並未實現）。根據以上

原則，於 1993 年 7 月正式制定成都市計畫要求表 Urban Planning Schedule of 

Requirements（SPVE）發布。 

 

圖 3- 4 水公司遷移後，阿姆斯特丹市長至現場視察，受到遊民包圍 

（資料來源：GWL-Terrein 導覽解說員 Diego Posplantseon 簡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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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階段（1993 年 11 月） 

根據「都市計畫要求表」，Westerpark 在 1993 年委託兩個建築局為該區域提出

構想草圖。1993 年 8 月，由包括數位居民與區代表和專案開發商組成的諮詢小組

選定由建築師 Kees Christiaanse（和景觀設計師 Adriaan Geuze）提出的計畫，因此 

Christiaanse 與諮詢小組密切合作，於 1993 年 11 月完成將其想法草圖納入都市計

畫。另外由 BOOM 環境諮詢局提供建議，並代表區政府關注都市計畫要求表的

環境議題。除了環境方面，在都市計畫和架構，從一開始也企圖盡可能地納入未

來的居民的需要。 

與此同時，2,000 個工作組也經由問卷調查了周遭居民的意見，有大約 3,000 

人回應，其中有一半表示他們願意遷入居住，這使得該區的發展是可行的，而且

或許可能會有開發商願意參與這個計畫。 

  但是由於私人開發商對雄心勃勃的環保計畫不感興趣，因此最後是由該地

區的房屋法人團體來承作。經由房屋法人團體公會的分配安排，1992 年，Protestant 

房屋協會（PWV）和 Rochdale 房屋協會被任命委託辦理開發計畫。根據參與諮詢

小組居民的建議，1993 年由 Zomers Buiten 住房協會加入成為第三個參與者，Doelen 

住房基金會（合併後更名為 De Key Housing Foundation）由於其開發和銷售自住住

宅的經驗，也被徵詢加入成為第 4 個參與者。4 家法人團體成立了生態計畫 

Ecoplan 基金會的合資企業，以承接本計畫的財務與合作規劃。1994 年 1 月，

Ecoplan 正式註冊。幾個月後再增加了 Algemene Woningbouwvereniging 住房協會

（AWV Housing Association）參與。 

3、 開發階段（1994 – 1998） 

  1993 年 11 月完成城區規劃後，Kees Christiaanse、城區和 ecoplan 基金會共選

出了 10 位建築師，並從其中選擇了四家建築局與 Christiaanse 一起作業：Meyer＆



14 

Van Schooten，Liesbeth van de Pol，Willem Jan Neutelings 和 DKV  （Dobbelaar De 

Kovel De Vroom）。建築師被選中是因為他們是特殊的和創新的。他們很少或根本

沒有環保建設的經驗。不過，這並不是一個劣勢，因為人們不想建一個標準的環

保區。對於整體架構，則選擇了位於鹿特丹 west 8 的景觀設計師 Adriaan Geuze。

1994 年 2 月，建築師們正式收到委託任命，組建成 5 個設計團隊，每個設計團隊

都有建築師和幾個居民，環境諮詢局 BOOM 則提供這些設計團隊關於環境問題

的諮詢。 

圖 3- 5 GWL-Terrein 社區規劃草圖 

（資料來源：GWL-Terrein 導覽解說員 Diego Posplantseon 簡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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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 建設中的 GWL-Terrein 社區 

（資料來源：GWL-Terrein 導覽解說員 Diego Posplantseon 簡報提供） 

通過當地的鄰里中心，2 名獨立建築師被要求陪同設計團隊的居民。每個設

計團隊必須在 6 個月內製定出需求計畫，並使用草圖和臨時設計達成最終設計。

1993 年 12 月，建築師開始為居民提供快速課程，以協助居民能夠閱讀建築圖紙

及伴隨建築項目的程序和對不同各方作用的了解。在 1994 年 6 月，或多或少完

成最終的建築藍圖。於是從 1994 年開始，分三期分區建築，到 1998 年建設完成。 

(二)  GWL-Terrein 社區環境指標 

1、 綠建築 

在設計和建設社區時，選擇了綠色建築的原則。核心理念是：整體循環鏈（原

材料盡可能保持在循環體系內，避免浪費，鼓勵回收利用），能源延伸（重點是

節約能源和提高效率），鼓勵品質（盡可能使用耐用材料）。為達到目標，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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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M 環境諮詢局所謂的 DCBA 分數表，以作為評估指導依據，希望能達到最高

分（A），但由於許多環境措施的成本較高，因此實際上平均得分大約落在（B）。

儘管如此，在最近的 IVAM 持續性調查中，GWL-Terrein 社區獲得了 10 分中的 8

分，說明該社區仍然很容易符合綠色建築的標準。 

 

圖 3- 7 攝於 GWL-Terrein 社區現場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2、 環境標準 

5 個環境主題是區內發展的重點：建築材料、能源、水、植被和廢棄物。此

外，交通主題在 GWL-Terrein 社區的設計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1) 建材 

在選擇建築材料時，Ecoplan 依循了阿姆斯特丹市 1993 版的環境偏好列

表，這份清單依環保程度從高到低，臚列每個部分的所有建築材料（樓梯，

衛生配件，油漆，框架）。因此如果預算允許，那麼就會選擇最環保的解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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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如選擇使用雖然昂貴但也更耐用的磚來代替塑料絕緣，在住宅中使用

20％的拆除以前的清水地窖的碎石顆粒混凝土瓦礫，其他包括門、窗、樓梯

以及框架等材料規範，適於回收的住宅用 PVC 管，廚房設備（Bruynzeel，型

號 Atlas）設計拆卸，70％可重複使用，屋面採用更環保的 EPDM（一種非常

耐用的合成橡膠屋頂膜）而不是瀝青。 

(2) 能源 

住房按照每年 750 立方米（天然氣等量）的能源績效標準（EPN，energy 

performance norm）建造，這與一般單層公寓 1,400 立方米的標準相較，提供

了顯著的節能。 

這個標準包括了：絕緣（安裝腔壁，地板和屋頂）、使用太陽能、以及熱

電聯產（combined heat and power, CHP），CHP 的應用是當時的創新，應用於住

宅的經驗很少，CHP 使用餘熱發電，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近 50％；產量比正

常發電廠高約 10％。經過加熱達 55-60°C 之間的溫度的水，通過住宅地下管

道，每個公寓都有一個加熱單元（熱交換器），可提供住宅熱水和暖氣。CHP

和住宅中的加熱單元是由當地能源公司 NUON 來經營，供應站則採自動運

行並具有遠程監控。 

在一些住宅中，並試用使用熱填充設備如洗衣機、洗碗機等，至於沒有

太陽或風的能量供應的時候，則採用天然氣用於住宅（不提供任何能源優勢）

的烹飪。另外還有機械式通風，每個住宅使用 20 到 100 瓦的功率。 

(3) 水資源 

  由於 GWL-Terrein 社區原來就是水公司場址，節約用水變成是一個格外

重要突顯的主題，因此也發展出一些特殊的技術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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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斯塔夫斯堡廁所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廁所，它的儲水來自於所有住宅用

過的廢水，當沖洗時，只使用 3.5 至 4 公升的水（而不是標準的 6 公升），為了

實現這一點，將特殊的水流增強器裝配到內部下水道，位於儲藏室的這些水

流增強器最多可一次收集 18 公升廢水。 

  社區大部分建築則使用灰（雨）水來沖洗廁所，雨水通過雨管和過濾器

從屋頂被帶到住宅旁邊的儲水庫。再從這些儲水庫，將水泵入廁所使用，必

要時，才用飲用水補充。依 GWL-Terrein 社區的評估，這是不太成功的環境實

驗之一，因為過濾器被堵塞使得系統變得脆弱，而且需要大量的維護，同時

為了抽出雨水必須使用相當大的能量，因此部分區域，已停止使用。另外還

推廣淋浴頭，以節省用水，提供節水器，平均可節省用水 30％。 

 

圖 3- 8 攝於 GWL-Terrein 社區現場 2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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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9 攝於 GWL-Terrein 社區現場 3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4) 植被 

 

圖 3- 10 攝於 GWL-Terrein 社區現場 4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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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社區空間時，不論是公共、私有或共用花園，都採用了大量植被，

社區的各個區域採用樹籬做區隔。山楂沿著公園，廣場和綠地之間的邊界隨

處可見，居家間樹籬的高度至多為 1.4 米，居民不得使用其他邊界（圍牆），

與社區東邊的 Van Hallstraat 則是隔著冬青樹籬。樹籬也提供了鳥類築巢的空

間和某些小動物行進的路線，居民不使用任何可能損害環境的材料。 

 

圖 3- 11 攝於 GWL-Terrein 社區現場 5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社區種有 60 多棵歷史品種蘋果和梨樹，其他樹木還包括：榆樹（elm 

tree）、金合歡（acacias），栗子（chestnuts），85 個公共花園則由居民共同維

護，部分高層建築，設有植被屋頂，屋頂上覆蓋著苔蘚、多肉植物、藥草和

草。沉澱物儲存在屋頂上，被蒸發或用於植物生長。來自雨水的化學物質

也會被儲存並部分轉化為植被可以使用的材料。這些可減少地表水的負擔。

其他好處包括隔熱，減少熱損失、降低噪音，降低氣溫，提高空氣品質。 

未鋪設鋪面，雨水可直接被吸收到地面，在鋪砌部分，雨水不會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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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而是存放在 Waterleliegracht，下水道對 Haarlemmerweg 另一邊的

Haarlemmer trekvaart（運河）進行了溢流，可減少下水道和地表水的負荷。 

(5) 廢棄物 

水公司原來就設有地下垃圾收集系統，地下集裝箱沿著社區的邊緣設

置，玻璃和紙也分開收集，大型垃圾每週收集 2 次，有機廢棄物則已不再收

集。 

(6) 交通 

  GWL-Terrein 社區的內部是完全無車的，車輛只有緊急服務才允許進入

社區。無車可保護社區免受廢氣，交通噪音和停放汽車的干擾。孩子們可以

在外面安全玩耍，這些街道是為行人和自行車建造的。它們不是為了繁忙交

通而設計的，這些設計使得對居民來說，擁有和使用汽車是很不自在的一件

事。 

  整個區域內只有有限的停車位，只有在 Waterpoortweg 和 Waterkeringweg

的西側是停車位，600 個住宅設有 129 個停車位，其中 5 個已經被保留用於

汽車共享（由汽車租賃公司 Diks 和 Green Wheels 提供），還有 2 個空間已被保

留不再使用，對於新區而言，0.3 的停車位標準是非常低的。該地區建設之

始，即己決定採付費停車。因為這個地區停車需求很大，尤其是沿著

Waterkeringweg。這也是因為有許多訪客會來到這裡的咖啡餐廳或到附近的

Westergasfabriek 文化公園。 

  居民的停車許可證採限量發給，想要申請停車許可證的居民列在等候名

單上，在社區西邊的工業區有一個多層停車場，沒有停車許可證的居民可以

租用停車位（但費用比較昂貴），還有一些停車許可證的交易，擁有「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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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證的居民可以將車停放在周邊地區，腳踏車是大多數居民的主要交通工

具，這也可以從停放在現場和周圍的大量自行車看到，對於大眾運輸，就是

一般的電車與巴士，並沒有額外的設施。 

(7) 後續維護 

  1996 年，GWL-Terrein 社區尚未完成前，社區傘協會（Umbrella Association）

就正式成立，這是一個由房屋業主協會（房屋公司和業主協會），租戶（居

民委員會）和自願性加入的公司共同組成的團體，以保護和鼓勵社區綠色特

徵為目標。協會為禮賓和出租區管理的需要，向社區租用了一個空間（就在

入口處），所有住戶以及住房公司和其他成員每月向協會繳納管理費用。每

年 2 次，召開會員大會，此外協會定期為其會員組織技術會議，協會還主持

了 2008 年 2 月的水公司慶祝此地 10 週年專題研討會，為了紀念這一點，還

拍了一部關於此區發展的電影。 

  2009 年 6 月，協會與城市規劃設計師 Kees Christiaanse 和景觀計畫設計

師 Adriaan Geuze 與居民舉行了一個密集的會議，會議的主題是社區的第二

步（關於進一步綠色計畫和增加額外樓層的可能性）。 

  協會也接受來自荷蘭或國外的團體的導遊參觀，協會有自己的網站

（www.gwl-terrein.nl）和定期發布社區新聞，居民和其他有興趣的組織或團體

都可以免費訂閱。禮賓部留意住宅樓宇的現場和公共空間，他的任務之一是

確保維持無車區，禮賓部的費用則是由協會支付。 

  區政府負責維護公共空間，區議會的清潔工每天都會來到社區，清理垃

圾，保持清潔。清潔劑使用電動車。樹籬每年修剪兩次。每年草地的播種次

數非常有限。Waterleliegracht 偶爾清洗（清除水芹，殘骸和其他污染，維護岸

邊的植物）。 

http://www.gwl-terrein.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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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社區擁有財產的房屋公司有：De Alliantie，Stadgenoot，Ymere 和

Rochdale，從一開始，5 個住房協會所有的租賃區的技術維護就是由 PWV 房

屋公司（現為 Alliantie）的責任。但是現在則是由每個房屋公司負責維護自

己的住宅和建築物。社區的私人房屋維護責任則是由其所屬的所有權人協會

決定。通過協會，不同的維護領域彼此之間會互相接觸，共享經驗。 

  居民、區議會、警察、禮賓和其他團體也會定期討論社區的行政管理和

生活品質，最常被討論的問題包括滋擾，清理廢棄腳踏車和維護植被。 

 

圖 3- 12 社區鄰里活動 

（資料來源：GWL-Terrein 導覽解說員 Diego Posplantseon 簡報提供） 

  自第一個分區建設完成以後，就一直鼓勵居民參與其所在地區的鄰里活

動，包括正式的生活品質諮詢或其他非正式的活動，自 1999 年以來，每年 6

月份由居民組織舉辦為期數週的街頭足球賽，他們為 GWL 獎杯而戰。決賽

後，通常會有一個大型的鄰里派對。各區居民也會定期舉辦派對，並有一年

一度的聖誕合唱團及新年招待會。社區也有自己的地方報紙，自 2009 年以

後則改採網站和電子郵件通訊提供信息。居民還組成果樹工作組，維護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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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並辦理每年一度的修剪日和收穫日，另外社區園藝都必須符合環保，不

能使用肥料或化學除草劑，沿著住宅區邊界新增的圍籬則由居民自行維護，

從 2008 年起，成立了一個綠手指社團，提供了社區植被數量的增加。 

 

圖 3- 13 社區園藝及果樹工作情形 

（資料來源：GWL-Terrein 導覽解說員 Diego Posplantseon 簡報提供） 

(三) 小結 

GWL-Terrein 無車生態社區，是一種都市老舊空間再利用的想像，經由政府、

專業者和居民共組團隊，合力提出對居住空間的規劃與想像，再經由分工規劃出

專屬的設計方案與共享空間，經由居民自主的規範，來維持整個社區的無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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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區鄰里關係的和諧。 

經由 Diego Posplantseon 說明，更體認到經由政府、半官方機構與非政府組

織的合作，以景觀設計及鄰里照護的角度切入，促進了 GWL-Terrein 的社會永續

性。 

圖 3- 14 Diego Posplantseon 解說 GWL-Terrein 社區概況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圖 3- 15 訪團成員與導覽解說員 Diego Posplantseon 合影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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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rijburcht 集合私有參與（CPO）社區 

(一) 社區簡介 

 
圖 3- 16 Vrijburcht 社區位在 Stegereiland 人造島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Vrijburcht 社區位在阿姆斯特丹東側 IJburg 區的 Stegereiland 人造島上，IJburg

區由 IJ 湖的 6 座人造島 Steigereiland（碼頭島），Haveneiland West&East（海港島）

及大、小、東 Rieteilanden（里德島）組成。 

 

圖 3- 17 IJburg 由 6 座人造島構成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及出國人員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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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8 Vrijburcht 社區位置圖 

（資料來源：Vrijburcht 官方網站） 

對居民和社區鄰里而言，Vrijburcht 社區是一個多功能的生活和工作空間，

提供了許多共享和社會設施。社區興建計畫起源自阿姆斯特丹市正在開發 IJburg，

一個位在首都東部人造島嶼的新居民區。擁有土地的市政府藉此機會嘗試新形式

的社區，包括自建和集體住房計畫。2000 年，市府發起了 IJburg 發展願景計畫的

公開徵求，並匯集建議關鍵概念後，發布基本開發原則，正式接受有開發意願的

組織團體提出申請。來自 VLUGP 的提議小組提出「集體住房自主建築發展」計

畫，經市府核定同意在 Vrijburcht 位置，就在通往 Diemer 公園的自行車橋旁的岸

邊，給予 50 年的土地租賃權。Vrijburch 是一個 CPO（Collective Particulier 

Opdrachtgeverschap ） 計 畫 ， 意 思 是 「 集 合 私 有 委 託 」（ Collective Private 

Commissioning），它由一群家庭組成，以便根據自己的需求分擔費用，設計和建

造他們的計畫，參與的每個家庭擁有自己的房屋，並提供抵押貸款以資助整個計

畫。 

在初步的草圖階段之後，根據成本相關分析，開發團隊向有意參與興建計

畫的家庭提供了草圖和計畫表，包括房屋的類型，面積和成本價格，還向參與者

發出調查問卷，詢問有關生活期望，可用預算，工作組專業知識以及共享設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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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等，但許多人認為成本價格相當昂貴，於是退出計畫。為了籌措建設資金，

需要對外尋找合作夥伴關係，於是成立 Vrijburcht 基金會，基金會董事會由計畫

參與者組成，監督規劃過程和融資，並監督房屋出售。在過程中，成功地獲得了

國家住房協會 De Key 財政支持，資助了第一階段（包括規劃設計），購買了咖啡

館和社會救助性質的生活單元，而如果基金會找不到足夠的買家，De Key 也同意

購買剩餘的房屋，並將其作為社會住房出租。興建計畫也得到了 RABO 銀行的支

持，部分資助了初步階段，並向每個家庭提供了低息的抵押貸款，以便他們能夠

在基金會中支付建築費用。 

為確保該計畫的可行性，市政府提供了專家隊伍協助（建築、城市化、社會

住房、土地租賃及公共空間等），開發團隊每個月都會和專家會面，可以提出問

題，提出想法，並根據專家的意見進行改進。Vrijburcht 社區是一個相當雄心勃勃

的非傳統計畫，所以開發團隊不斷與地方當局對話，以找到實現目標的最佳方式。

開發團隊有一個經驗豐富的社會建築師 Hein de Haan，幫助將開發團隊的意圖轉

化為建築設計和總體規劃，整個興建計畫按時在 2006 年 9 月完成，參與的家庭

遷入了新居。 

構建社區的想法是計畫最重要的方向，Vrijburcht 不是一個標準的房地產開

發計畫，而是一群有意識地選擇一起生活並為計畫成功負責的家庭。開發團隊提

出下列建設目標： 

1、 向市中心的家庭提供機會，找到具有合理規模和價格的有吸引力的住房 

2、 使參與者在格局，設施和裝飾方面參與未來住宅的設計 

3、 創造特殊的共享服務，使生活和工作條件更具吸引力，促進社會和文化互動 

計畫共識想法是興建一個 52 個單位的社區，其中 10 個低樓層單位將成為

低收入家庭的自置居所計畫的一部分，而實踐的結果，社區居民的組成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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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有護士、書商、精神障礙年輕人、60 歲的退休人士及 20 多歲的年輕人等。

社區創造了一些室內（劇院，咖啡館，溫室，車間）和戶外空間（庭院，小港），

讓居民有機會在相互見面，並與周圍環境相連。為了促進交流和溝通，社區還有

一個網站及社區成員的內部平台。每個人都可以在「數字廣告牌」上張貼廣告，

與其他成員安排任何類型的活動或服務。 

除了房屋外，Vrijburcht 還包括三個商業單位、兩間客房、一個愛好空間、

一個循環棚、一個地下停車場以及「De Roef」協助生活六名輕微精神障礙的青少

年，當時的參與者群體接受了這一概念，並投票贊成將其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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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9 Vrijburcht 社區客房、戲院及溫室花園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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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ijburcht 的心臟是其溫室的庭院花園，這是共同的晚餐聚會和慶祝活動的

場所。還包括 42 名兒童的托兒服務，帶海濱露台的咖啡廳，劇院，獨木舟和帆

船俱樂部的碼頭。在過去五年中，劇院製作了各種每周和每月活動的節目，包括

電影放映、成人和兒童戲劇、戲劇運動、工作坊和各種音樂會。 

 

圖 3- 20 Vrijburcht 社區 

（資料來源：Vrijburcht 官方網站） 

社區結構依靠 Vrijburcht 基金會和其選舉產生的董事會，負責推動計畫的發

展。基金會決定社會面和技術面問題，但沒有無限的權力。例如，當家庭決定遷

出時，基金會不能選擇新來者，因為他們沒有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權。 

房主協會（VHA，The Vrijburcht Homeowner Association）負責維修建築物、管

理現場工作樓宇和一般共享空間和服務，並向 De Key 出租設施，對於由多個所

有者組成的複合體，這種協會是法律要求的，以確保有足夠的財政儲備用於維護

和支付保險費。Vrijburcht 基金會負責管理特殊的共享空間，包括客房、碼頭、劇

院、愛好空間和車庫。Vrijburcht 周圍的土地是公共的，包括從政府出租的游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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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碼頭。單位業主有權在市場上出售其公寓，然而，有一個協議，應該首先向

Vrijburcht 的居民傳達出售計畫，任何廣告應與社區網站相關聯，以向潛在買家預

告 Vrijburcht 的性質。De Key 負責管理社會救助共同生活設施「De Roef」、托兒

所和咖啡廳。 

Vrijburcht 發展良好，居民和鄰居均受益於設計和服務，生活和工作的結合

以及社會和文化舉措支持當地的就業機會和溝通，並激勵許多其他人，Vrijburcht

標誌是新島上的新地標。 

(二) 小結 

在阿姆斯特丹，社會租賃住房佔住房總量的 50％左右，佔有 80％的土地，

這種情況有助於出現更多社會和替代住房計畫。Vrijburcht 社區採用 CPO 的開發

建設模式，由居民依需求自主決定，政府提供 50 年土地租賃權，建立專家團隊

從旁協助。居民可以在一樓建立辦公室，二樓則是和家人的生活空間，與鄰居發

展牢固的聯繫，形成在城市地區極為難得的社會互動。Vrijburcht 社區的發展模

式，提供了一個集個人工作室、居家、鄰里生活、休閒於一堂的生活體驗，更為

難得的是社區多元包融的居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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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1 訪團成員與解說人員交流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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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港碼頭區 Eastern Docklands 

(一) 簡介 

 

圖 3- 22 東港碼頭區位置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圖 3- 23 東港碼頭區的組成區塊 

（資料來源：Eastern Docklands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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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4 東港碼頭區鳥瞰 

（資料來源：Eastern Docklands of Amsterdam–Amsterdamming） 

東港碼頭區 Eastern Docklands（荷蘭語：Oostelijk Havengebied）位於 Amsterdam-

Oost IJ 自治區和阿姆斯特丹－萊茵河（Amsterdam-Rhine）運河之間。由 KNSM 島、

Java-eiland、Oostelijke Handelskade、Cruquiuseiland、Borneo-eiland 和 Sporenburg 組

成，約 2/3 水和 1/3 土地，由 Oostelijke Handelskade 延伸鎮中心以東，四個人造半

島，都是前工業和港口的地方。由於二戰後港口活動轉移到城市的西港區，同時

由於集裝箱的增加和貨船不斷增加的規模，這個地區逐漸式微，到 70 年代已完

全沒有使用。 

經過多年的規劃和討論，市政府開始重建東港碼頭區，按照緊湊型城市的

概念，同時考量橋樑、道路和公共交通等基礎設施建築用地，必須投入巨大的投

資，因此決定為 17,000 人建造一個每公頃 100 個住宅的高密度社區。 

對於每個島嶼，都邀請了獨立的城市設計師。正是這個決定給了整個區域

一個獨有的激盪，創造出幾乎無法相比的海濱，新的生活區現在有自己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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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和氣氛，而不會失去其歷史特徵，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範例，說明如何將過去

與現在結合在一起。 

東港碼頭區的 Java 和 KNSM 島原本是作為 Oostelijke Handelskade 的阻浪堤，

後來擴大成為港口碼頭的一部分。60 年代港灣離去時，這些島嶼都被遺棄了，而

在 90 年代，他們變成了 2500 位居民的住宅區。 

Java eiland 由 Sjoerd Soeters 規劃設計，Soeters 偏好一個新開發的區域，但同

時也保留阿姆斯特丹的傳統，他運用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運河區的原則：差異化和

一致性，每個公寓或多或少相同，但同時又具有差異性。所以他邀請了很多建築

師，設計出差異變化的公寓。源自於運河上許多小拱橋，Soeters 也被阿姆斯特丹

高度差異現象所吸引，所以他把 JAVA 島拆成了四塊，挖出了四條狹窄的運河，

並施作一些橋樑，包括交通需要的大型橋樑及供行人和騎自行車的小型橋樑。 

隨著他的城市設計，Soeters 創造了舊阿姆斯特丹的現代風格與運河區的感

覺，雖然格局有各種各樣的變化，卻仍然展現了一致性的街道風貌。 

 

圖 3- 25 JAVA eiland 4 條人工小河道貫穿其中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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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6 Drs. Kees Kaldenbach 解說 JAVA eiland 整體建築概況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KNSM eiland 的總體規劃，則是由科恩（Jo Coenen）設計，他用古老的港灣

景觀作為參考，規劃了巨大的住房區，並邀請外國建築師參與執行計畫，島上有

許多風格獨具的建築，例如由德國人漢斯.科洛霍夫和克里斯蒂安.拉普設計的

Piraeus（但是 Kees Kaldenbach 向訪團團員介紹時，表示並不完全認同該建築，原

因在於他認為該棟建築缺乏人際間的互動），鄰近 Piraeus 旁邊則是比利時的布魯

諾.阿爾伯特以後現代傳統，設計了一座名為「Barcelona」的傳統風格的建築。Jo 

Coenen 自己增加了第三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完全圓形的區塊，瑞士建築師羅傑·迪

恩（Roger Diener）則完成了南部碼頭，部分位在港口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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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7 KNSM 島的多元建築樣式 

（資料來源：Eastern Docklands of Amsterdam–Amsterdamming 及出國人員自行拍

攝） 

(二) 小結 

東港碼頭區的都市設計被投注了許多心力，Drs. Kees Kaldenbach 說明，在整

個景觀概念，水就是綠，因此充分利用碼頭環境四面鄰水的條件，一方面創造了

擁有美麗景緻的住宅，一方面也在力求公共空間的品質下，達到較高密度的使用，

與小型分散的綠地公共空間。 

對於每個島嶼，都邀請了獨立的城市設計師來設計，給了整個區域一個發

展特色的機會，創造出獨特外觀，風格和氣氛的新生活區，卻不會失去其歷史特

徵，這是一個將過去與現在結合在一起的良好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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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奈梅亨（Nijmegen）－還地於河 

(一) 奈梅亨簡介 

 

圖 3- 28 奈梅亨市位置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奈梅亨（Nijmegen）位於荷蘭東部，瓦爾河沿岸，靠近德國邊陲，面積 57.6 平

方公里，人口約 17 萬人（2015 年聯合國統計），1993 年及 1995 年間曾發生嚴重

洪患，既有堤防幾乎潰堤，造成近 20 萬⼈被迫遷離，1997 年，荷蘭開始「還地

於河」政策，政府於超過 40 多個地點執行還地於河計畫，以為洪水創造更廣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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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氾濫空間，策略重點在加深和加寬國內的氾濫平原，移除阻礙流通的丁壩群等，

其中，奈梅亨「還地於瓦爾河」（Room for the River Waal）是這一系列計畫中範圍

最大、最具有啟發性的案例。 

圖 3- 29 1995 年奈梅亨洪水威脅 

（資料來源：Room for the river Waal 解說員 Mathieu Schouten 簡報提供） 

 

圖 3- 30 荷蘭政府於多個地點執行還地於河計畫，為洪水創造更廣闊的氾濫空

間 

（資料來源：Ian Dennis & Gert-Jan Meulepas(2016), Room for the River Waal: 

Restoring rivers the Dutch way, 17TH RRC ANNUAL NETWORK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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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1 奈梅亨還地於河計畫區鳥瞰 

（資料來源：Room for the river Waal 解說員 Mathieu Schouten 簡報提供） 

 
圖 3- 32 奈梅亨還地於河規劃 

（資料來源：Room for the river Waal 解說員 Mathieu Schouten 簡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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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3 Mathieu Schouten 專案簡報解說 Nijmegen 還地於河計畫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依照計畫，為了要挖掘新的運河，原有河岸堤防必須往內陸方向移動大約

350 公尺的距離，首當其衝的便是奈梅亨北邊的 Lent 區。這塊區域大部分雖為

農業用地，但仍有約五十戶人家必須遷移，Lent 區的居民害怕寧靜的鄉村生活

因此而變得面目全非，因此計畫執行時遇到極大的阻礙，部分居民不願遷移，

但由於計畫將堤防從海平面上五公尺降低到兩公尺，因此當河水水位高於堤防

時，河水將進入洩洪區。專案小組認為，如果居民決定要繼續留在這個區域，

就必須知道河水高漲時可能帶來的風險，並且自己承擔。於是展開一場長達 10

年的拉鋸戰，專案小組努力和居民溝通，居民則組織自救會為大家爭取最大的

權益。 

有些居民世代定居於此，有些農民在這裡務農超過四代，對他們來說要離

開到荷蘭其他地方生活或工作，是非常困難的決定，所以會有很多的情緒，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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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而言，最沮喪的是未來的高度不確定性。還地於河專案小組選擇在一開始

就不斷與民眾對話，公民對話的過程從不輕鬆，尤其徵收房舍的價格及重新安

置要如何圓滿，讓各方都能接受，才是成敗關鍵。居民說一開始政府用低於市

價徵收他們的房子，那時覺得很生氣，因為跟原來協商的不一樣，慢慢溝通後，

政府用市價購買居民的房子，價格讓居民滿意，同時政府還給居民補償金來支

付其他多出來的開銷。Mathieu Schouten 也向訪團成員表示，很慶幸當時房價正

處於下跌期，因此補償費足以讓部分居民利用這筆錢在舊家附近重建房舍，同

時政府還替留在洩洪區的人家全都築了私人堤防，確保安全。 

 

圖 3- 34 居民用補償費於舊址附近興築新居 

（資料來源：Room for the river Waal 解說員 Mathieu Schouten 簡報提供） 

10 年的時間，從針鋒相對到現在有了像家人般的革命情感，居民和政府團

隊也可以是夥伴關係。談判成功的關鍵，還地於河專案小組認為必須投資很多

時間讓民眾信任你，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說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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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是極其重要的一環，荷蘭政府成立一個陣容龐大的公關部門，大舉招

募具豐富經驗的媒體專家，在全國與地方媒體上，努力地倡導「還地於河」計

畫，有半數以上的工作時間都在與民眾和媒體溝通。為了讓溝通順暢，荷蘭水

利規劃部門發展出一套特殊的參與式規劃方法與技術，主要係藉由圖像與地理

資訊系統工具，供各利益關係團體模擬使用，軟體中內建相關環境地理資訊、

700 種工程規劃設計手法、以及與該手法相對應的數據設定，民眾可以藉此對

規劃方案提出具體建議，且該系統工具可推估該規劃方案可能帶來的結果與影

響，供各利益團體參考，據此選擇方案、建立共識。 

為了照顧各種背景的民眾，還地於河計畫亦設計出一些寓教於樂的溝通工

具，如圖卡桌遊、模擬動畫、工作坊、互動遊戲…等，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和民

眾溝通，使民眾了解計畫的公益性及必要性；配合駐點都市規劃師耐心溝通 50

戶在地居民，終於成功降低拆遷阻礙，大幅提升民眾對計畫的認同度，並使民

眾積極協力參與，促使計畫更加完備。 

 

圖 3- 35 都市規劃師駐點服務居民實況（左二為訪團解說員 Mathieu Schouten） 

（資料來源：Room for the river Waal 解說員 Mathieu Schouten 簡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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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結 

奈梅亨是一系列還地於河工程最浩大、經費最高的地區之一，創造新河道代

表原本居住在上面的五十多戶居民，必須被安置到別的地方。重新安置的過程經

過近 10 年的溝通協調，讓搬遷的民眾能夠得到妥善的補償與多元的選擇。Mathieu 

Schouten 說居民有權表達不願離開這裡的意願，但當整體區域利益大於這五十戶

人家的利益時，就必須搬離，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政策執行前與民眾溝通，總比事後打官司好，整體利益大於個人利益時，必

須妥協讓步，永遠和河水一樣保持彈性，才能有更大的生存空間，奈梅亨還地於

河計畫，政策、資源、溝通協調及彈性開放的公民參與，缺一不可。 

訪團請教 Mathieu Schouten，這個計畫能成功的最重要關鍵因子？他回答，經

由長期的溝通，改變了居民的觀念與意識，使得計畫才能順利往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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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De Ceuvel 循環經濟示範區 

(一) 循環經濟簡介 

 

圖 3- 36 循環經濟與線性經濟示意圖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繪製） 

所謂循環經濟，英國著名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提倡組織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於 2012 年的報告提出：「循環經濟具有可回復性及可再生

性，其特性是透過創新設計，從一條完整價值鏈的系統，重新檢視各種經濟活動，

建立資源循環圈，以取代人類既有的線性經濟模式。」 

循環經濟保有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低耗、再生、環保等核心價值，在

廢棄物處理上，除了 Reduce（減量）、Recycle（回收）及 Reuse（再利用）這 3R

之外，更進一步加入 Redefine（重新定義）和 Redesign（重新設計）的 2R 概念，

透過重新設計並定義產品和商業模式，打造新的生產循環鏈，重視資源使用效率，

並完整規劃廢棄物循環再生模式，避免創造汙染自然環境的「負資產」，最終轉

變消費型態與消費者觀念，將循環經濟從「器物層面」的模型演化成「理念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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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型態消費價值觀。 

 

圖 3- 37 De Ceuvel 社區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及出國人員自行繪製） 

在阿姆斯特丹北岸（Het Ijmeer 艾河的另一側），一個近 100 公頃的水岸再生

地區名為 Buiksloterham，那裡曾經是一大片的船廠工業區，自 1980 年代起隨著

產業轉型後開始沒落而棄置，惟該地區土壤已因當時工業污染而殘留有嚴重的重

金屬物質，在此之後近 20 年，市府一直未能提供再生轉型及汙染清運方案；然

而阿姆斯特丹市區人口密度益發高升，在居住空間飽和的壓力下，市府自 2005 年

起開始著手一系列的規劃，直至 2010 年市府舉辦一場以「永續、創新、低成本」

為目標的公民參與競圖活動，一個競賽團隊從中脫穎而出，成功取得廢棄船廠

Voldharding 地區為期 10 年的土地租賃權利，並取得政府補助 400 萬歐元以實踐

計畫，團隊於 2013 年開始動工興建，將廢棄船廠改造成現今循環經濟的典範－

De Ceuvel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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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8 Nadine Galle 女士（荷蘭 Schoonschip 水上漂浮永續社區及 De Ceuvel 循環

經濟區等專案參與規劃者）說明 De Ceuvel 示範區概況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De Ceuvel 社區從糧食自主、零污染、零廢物、再生能源、水循環、社區總體

營造（Empower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等 5 大核心理念發展出具體循環經濟策

略，將生物循環、工業循環及能源循環 3 個面向成功結合在園區內： 

1、 生物循環 

  將廢棄物如尿液、糞便、汙水、廚餘及雨水收集等，以生物循環方式回

收、分解、再利用。 

2、 工業循環 

  透過將工業廢棄物如舊船屋、廢棄建材等活化再生，打造有機食材景觀

餐廳及新創工作室，賦予舊廢料新生命。 

3、 能源循環 

  廣泛使用再生能源，將太陽能源及生質能源供應系統落實在家戶（船屋）

中，致力實踐能源自給自足理念到每一個住宅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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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9 De Ceuvel 社區循環流程圖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二) 具體成效 

1、 循環社區計畫 

  每個住宅單元配置乾式廁所（乾式馬桶），用非沖水的方式清除排泄物，

在如廁後，用稻草堆覆蓋排泄物，將稻草與排泄物混合後，集中排入馬桶下

方的收集盒，待收集盒滿時，船屋的住民們要將收集盒裡的混和物倒在

Metabolic lab 收集站。Metabolic 將有專門人員操作 Joraform composter 這個獨

門研發的六角形滾筒狀混和器，透過不斷滾動的方式，加強混和物和空氣的

結合，促進細菌在當中進行厭氧消化來分解排泄物，最後形成一箱箱的有機

堆肥，作為園區裡種植蔬菜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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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0 Joraform composter 混和器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2、 植生代謝計畫 

(1) 由於該區域土地含有重金屬汙染，Metabolic 團隊在 De Ceuvel 社區廣種吸水

性佳的水生植物如楊柳、蘆葦等，不僅創造出特別的植生景觀，同時亦運用

水生植物大量吸水的特性，清理水域及地底下所含重的金屬汙染物質，於植

物吸飽大量汙染物質後，配合植物的生命週期，將長大成熟後的植物收割下

來運送至專門地方焚燒處理，以生物循環方式代謝有毒物質，估計需耗時 30

至 40 年左右方能完成土壤淨化，每年由比利時根特大學進行土壤採樣檢測，

監控改善程度。 

(2) 有別於一般汙水處理方式，需要以汙水下水道將汙水輸送到汙水處理廠，De 

Ceuvel 設計出一套獨門的汙水處理系統。每個船屋前都配有一個種滿柳、麻、

竹等水生植物的污水處理槽（biofilter），透過水生植物來淨化家庭汙水，為此，

船屋社區必須使用生物可分解的肥皂或清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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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1 透過植物進行水質淨化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3、 新創支援計畫 

(1) 將 16 間以廢棄船屋改造而成的辦公室出租予新創青年，提供約 26 間新創公

司或個人獨立工作室進駐，視 De Ceuvel 為文創發源新據點，並建立查核機

制，定期檢查承租者是否有按原定申請的新創計畫使用。 

(2) 以廢棄船屋及廢棄建材改造成有機食物咖啡廳，提供場地出租，舉辦多種藝

文活動，成為新創概念發源地，每年吸引約 80,000 名訪客造訪。 

 

圖 3- 42 新創藝術家於船屋辦公室中工作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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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3 Café De Ceuvel 創意基地咖啡廳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4、 能源循環計畫 

(1) 船屋的屋頂上設有熱泵，透過熱能交換流通系統，留住室內約 60%的熱能，

減少能源散失。此外，整個園區屋頂上亦鋪設約百片的太陽能板，以太陽能

源作為社區主要的供電來源。 

(2) 乾式廁所以厭氧細菌分解排泄物成為堆肥後，將其用來種植可食用植物，提

供有機餐廳新鮮的食材；剩下的廚餘殘渣則可作為燃料，變成廚房烹飪時所

需的熱能，形成一個能源循環。 

(三) 小結 

  由於循環經濟社區理念尚未廣泛推行，De Ceuvel 作為一個獨立的循環經濟

實驗區，並無其他外界循環系統可互相支援，因此部分能源及糧食等資源仍需要

仰賴外界供應，該社區希望於 10 年計畫終了前，能將循環目標提升再生能源及



53 

水資源 100%回收再使用、生物營養回收循環 70％及糧食自給率 10％。 

  參考 De Ceuvel 案例，若循環經濟社區從單一實驗場域出發並取得成效，推

廣至更多社區單元參與循環經濟系統，將能透過規模化來提升循環經濟創造的利

益。 

  阿姆斯特丹 Buiksloterham 地區自造船業沒落後荒廢近 20 年，又因該區土壤

汙染問題，政府遲遲未能整合多方意見做出合適的空間規劃，直到政府推出核心

共識「循環經濟」後，於大框架不變的前提下，透過競圖比賽，激盪民間創意，

由市民共同篩選出可行的再生計畫，讓政府從主導角色退居成協助角色，於大框

架確立的先決條件下，大量注入民間資源與創意，落實公私協力擘劃都市願景藍

圖。 

  目前本市在新區開發或舊區再生計畫中，積極導入智慧生態社區理念，已

將低碳、保水、再生能源運用在多起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區中，如南港區第三期

市地重劃區設置 LED 節能路燈、Ubike 綠色運具、透水鋪面涵養水資源等，落實

多項智慧生態具體實績；文山區第一期市地重劃區採用透水鋪面及箱涵式側溝，

打造會呼吸的「海綿城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案則設置太陽能板、風

力發電機、能源管理系統等，成為具代表性的標竿型智慧生態社區。未來更可導

入循環經濟社區概念，從「能源低耗」進化至「能源循環」，並設計關鍵績效指

標，以檢測循環經濟實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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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IBA Hamburg 威廉斯堡再生計畫 

(一) 簡介 

 
圖 3- 44 威廉斯堡 Wilhelmsburg 位置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在 1962 年時，德國漢堡南部的威廉斯堡（Wilhelmsburg）因為一場大洪水

奪去了 300 條寶貴生命，12,000 人無家可歸、流離失所，從此這裡在城市發展

的進程中持續地被忽略。所有人民不願看見的，都被丟棄在這裡，這裡成為垃

圾掩埋場、高壓電線穿過於此，沒有人願意住進這片荒境，威廉斯堡成為漢堡

的問題區域，在長期缺乏妥善管理下，逐漸退居於城市的陰暗地帶。2002 年，

威廉斯堡當地 100 多位居民與官方共同提出一份白皮書，要求改善這片深受汙

染的區域。2006 年，漢堡市政府決定與 IBA（International Building Exhibition，國

際建築展）合作，並投資 1 億歐元成立 IBA Hamburg（為漢堡市政府官方控股

的公司，但經營則完全交由 IBA 團隊），從 2007 年至 2013 年，由其主導未來

易北河流域威廉斯堡、Veddel 及 Harburg Upriver Port 35 平方公里的區域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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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5 威廉斯堡 1962 大洪水 

（資料來源：Kai Michael Dietrich(2016), Concepts for cities in times of climate 

change,IBA-Hamburg） 

1902 年成立的 IBA，擁有將近 100 多年歷史，雖名為國際建築展，但實際

上卻是以整座城市為場域，進行各項城市的再生計畫。透過建築、設計、藝術、

教育、文化，跨領域的多方合作，將設計做為一種解決方案，以社會設計的實

踐態度改變一座城市，自 1989 年起長達 10 年的魯爾區改造計畫，即是最成功

的經典案例。 

IBA Hamburg 經過完整的田野調查後，決定以城市與氣候變遷（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多種族融合的大都會（Cosmopolis）及重新打造城區魅力

（Metrozones）三大方向，形塑未來城市風貌，藉由建築的實踐及舉辦一連串的

活動，讓住民參與其中改變身處的環境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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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6 IBA Hamburg 推動的 Wilhelmsburg 改造計畫 

（資料來源：Wilhelmsburg Central） 

在 Cosmopolis 世界城市的計畫目標部分，以教育為工作重點，用新的教學

和概念方法，以改善移民為主的地區的教育情況，成立 Tor zur Welt（世界之門）

培訓中心等新的教育設施，其他如「易北島創意季」，重點關注在生活和居住空

間，展示當地居民的生活狀況如何改善，城市社區的新模式如何發揮作用。受

鄰里居民熱烈支持的 Weltquartier 城市改造計畫和 VeringhöfeNord 藝術家工作室

等計畫也由當地居民和企業積極參與規劃過程，為環境的塑造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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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etrozones 城市的新空間計畫目標，則是在城市與港口之間，寧靜與喧

囂之間，綠色空間與灰色交通軸之間約 35 平方公里的範圍縫合，在城市網絡現

有的空間斷裂的基礎上，如多車道高速公路，沼澤地和空曠的工業區，創造出

空間，這些地方將代表城市文化的一種新形式。計畫的核心是 Wilhelmsburg Mitte 

（中央威廉斯堡），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提出創新的建築解決方案，同時

具有美學、成本效益、適應性和可持續性的建築，17 座建築面積約 2 公頃，其

中包括 3 座混合住宅，4 座智能材料住宅，5 座智能價格住宅和 5 座水房，總計

179 座住宅單元。總體規劃設想了住宅，辦公室，零售和酒店和休閒設施等服

務場所的豐富多彩的混合，其核心是水，綠地，樹木和人行道之間的距離越來

越近，為威廉斯堡的景觀形象注入了新的動力。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城市新能源計畫目標，包括應對洪水，地下水位

上升和大雨的新策略以及對於二氧化碳零排放，因此規劃了一個氣候保護計

畫，希望成為在可再生能源基礎上逐步向易北河島提供能源的基礎。例如

Georgswerder 垃圾掩埋場的風力發電廠再生，二次世界大戰腐朽遺跡高空掩體，

在太陽能收集器和巨大的儲水庫的輔助下被轉化為能源儲存場，預計將提供鄰

近城市地區約 3000 家戶能源需求。 

(二) 小結 

  IBA Hamburg 的建設計畫不是 1 個單一和直接的總體規劃，而是由城市與

IBA 達成了「漢堡綠色發展城市」、「跨越易北河」等重點目標和城市總體戰略，

提升威廉斯堡的生活條件和基礎社會基礎設施，在區內開闢新的開發區。一些戰

略計畫是在城市管理部門和 IBA 公司之間以居民，不同機構和利益相關者參與

的協商程序下制定的，對於具體的單項工程和新建築面積，地方發展計畫和分區

規劃，必須由市，區的政治機構來決定。通過結合舊計畫，實現 IBA 項目和進一

步和未來發展的計畫，為整個威廉斯堡建立了真正的總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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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堡如同台灣也存在高房價議題，IBA Hamburg 從建築切入，邀請德國在地

建築師就房價、能源及住宅的可變動性找出解決方案，例如以預鑄單元住宅方式

或者採自建方式即建築師將主結構完成後，外牆與內部格局皆由住民自行設計，

只要依照說明書即可搭建，可降低約 15%的房價。在能源議題中，試驗讓藻類成

為建築立面，玻璃管中的藻類光合作用後產生能量，提供屋內所需電源，同時具

有調節陽光的效果，被動性地減少能量消耗。 

除了這些硬體建設，IBA Hamburg 更透過各類軟體的社區營造活動，讓不同

文化匯集交融，也激勵民眾參與式的創作，拉近人的距離。城市是人的集合體，

IBA Hamburg 規劃易北河區域再生，無數次與當地住民溝通，所有的公聽會不

僅程序上必備，民眾於公聽會中發表的意見是否獲得正視，是整個計畫能否順

利的重要關鍵。 

 

圖 3- 47 IBA Hamburg 現場解說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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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8 由 KENNEDY & VIOLICH ARCHITECTURE 所設計的軟住宅，如布料般

柔軟的薄膜，不僅可以吸收光能發電，還能隨著陽光方向自動調節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圖 3- 49  SPLITTERWERK 讓藻類成為建築立面，玻璃管中的藻類光合作用後產

生能量，提供屋內所需電源，同時具有調節陽光的效果，被動性地減少能量消

耗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圖 3- 50 70 年前原來是一座防空洞，IBA Hamburg 將其變成一座再生能源發電廠

及景觀咖啡店 

（資料來源：Energy Bunker - IBA Hamburg 及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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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水環境議題探討 

社子島位處基隆河及淡水河匯流處，因地勢低窪易遭水患，於 59 年「臺北

地區防洪計畫檢討報告」評估社子島開發經濟評價殊低，不築堤保護，屬洪氾行

水區，並將社子島列為限制發展區。76 年 11 月行政院核定「社子島築堤保護案」，

同意以 20 年洪水重現期保護標準施築標高達 6 公尺之堤防，該堤防於 85 年完

成，惟受限於防洪保護標準的限制，社子島地區仍以較低密度使用的方向發展。 

    本次參訪的荷蘭為世界著名的低地國家，國土面積一半的海拔低於 1 公尺，

26%甚至低於海平面，荷蘭自古以來即飽受洪患的危脅，治水防洪工作也是荷蘭

人畢生不可鬆懈的課題。為了防範洪患，荷蘭人歷代推展了各式防洪工程，從 16

世紀開始利用風車抽排積水製造圩田及興建堤防等圍海造陸工程；1953 年北海

洪水造成潰堤後所進行的三角洲工程（Delta Works）；1993 年及 1995 年萊茵河與

馬斯河暴發洪水溢漫，促使荷蘭為因應氣候變遷挑戰，自 2000 年開始重新思考

治水策略，透過還地於河（Room for the river）恢復行水空間，以達到與水共生共

存。荷蘭防洪工程的進步及治水思維的轉變，實值得規劃中的生態社子島效法與

借鏡。德國漢堡市則為因應易北河水位高漲，多次造成市區大範圍積淹水與經濟

損失，藉由工程手法改善以保全居民。透過參訪荷蘭與德國防洪建設，提出對社

子島水環境建設的規劃建議，逐一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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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防洪堤防規劃 

(一) 沃倫丹－北海漁村 

 

圖 4- 1 沃倫丹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及出國人員自行繪製） 

沃倫丹（Volendam）又稱做北海小漁村，人口約二萬人，原為緊臨海灣的傳

統漁村，但為了防洪需要，1932 年荷蘭政府於北側興建阿夫魯戴克北海大堤

（Afsluitdjik），於是海灣變成了人工湖-艾瑟湖（Ijsselmeer），因此 Volendam 的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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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功能漸漸沒落，後來慢慢的轉變為一個觀光業十分發達的商業小鎮。為保護市

區，沃倫丹緊臨艾瑟湖沿岸興築堤防，堤頂與湖面高差約 4-5 公尺，堤防基腳鋪

設塊石保護防止水流衝擊，土堤坡面為自然植生草坡或鋪設塊石，堤頂路面舖設

透水磚，規劃為行人徒步區。沿著堤防則是一排建築，宛如沿著堤面興建的單層

建築，其實每個建築大約都是二層，第一層位於堤面以下，沿岸碼頭則採固定樁

及木棧板型式，提供小型遊艇、漁船停靠，其簡易碼頭的設施，後續維護管理相

當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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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攝於沃倫丹堤岸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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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沃倫丹碼頭一景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社子島現有堤防型式分為土堤、防洪牆及複合式等 3 種，堤頂高程為 E.L.=6

公尺，為 20 年重現期防洪保護標準，堤外臨水面堤防基腳鋪設消波塊，防止水

流衝擊，堤內土堤坡面設置 5 階花臺，堤頂路面舖設瀝青混凝土，規劃為環島自

行車道。 

  配合整體大臺北防洪計畫，未來社子島地區其防洪標準將達到 200 年防洪頻

率保護標準，堤防高程為 E.L.=9.65 公尺，目前初步規劃堤外緩坡填土為多功能

的景觀公園，參考北海漁村的堤防、住家及碼頭設計，社子島無論是基隆河或淡

水河沿岸堤防及建築，也可以如北海漁村般美麗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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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奈梅亨－還地於河 

在 1953 年北海大洪水後，荷蘭政府組織了第一屆三角洲工程委員會，著手

進行「三角洲工程」計畫。以全方位的角度規劃，整合水源水利的元素，重新擬

定國土防洪與保育政策，並且上修防洪工程設計標準。三角洲工程委員會依照計

畫封阻海洋與內海避免外水入侵，面對著北海設下重重關卡的水利防禦陣勢，從

沿海堤壩到防潮閘門，以 100 年防洪頻率以上的設計標準，興建對抗超級海浪的

水利設施，保護著荷蘭西南方人口密集地區。奈梅亨「還地於河」（Room for the 

River）計畫將原有河岸堤防退縮約 350 公尺，開挖一段新的河道，增加更多的通

洪能力，在「還地於河」政策過程中，工程規劃計有河道濬深、堤防外移、堤防

高度、保水儲水、水源引流、移除阻水障礙物等方式，在模擬過各種防洪策略後

（如下圖所示）；本案重視水源引流，主要係透過水量管理、控制，將引流的污

水處理後作水質管控南北荷蘭約 250 公里海岸線的沙丘，以抵抗外水的侵襲。另

徹底執行保水、儲水、排水措施，將降雨滯留在公園綠地等高透水地區，防止地

表逕流過度，落實儲水策略以減少抽水設施的負擔；而排水策略的抽水作業只有

當蓄水設施已滿才能使用，否則抽水費用高昂且過度使用恐造成地層下陷。 

 
圖 4- 4 防洪策略示意圖 

（資料來源：Room for the river Waal 解說員 Mathieu Schouten 簡報提供） 

  此外，還地於河計畫並非僅止片面整治部分河段，而是考量整個河川流域的

https://www.ruimtevoorderivier.nl/english/room-for-the-river-programme/
https://www.ruimtevoorderivier.nl/english/room-for-the-river-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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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完整性，除了依據河川的最大逕流量來推估最適宜加大河川斷面積的位置，

並加強運用九 個主要方式以加大河流通水斷面，包括挖低泛洪平原、堤防往後遷

移、將窪地變湖泊、加深夏季河床、加高堤防、減低水閘高度、移除橋墩障礙物、

設滯洪池和加築臨時河道。 

 

圖 4- 5 Nijmegen 還地於河計畫規劃（一） 

（資料來源：https://www.royalhaskoningdhv.com） 
 

 

圖 4- 6 Nijmegen 還地於河計畫規劃（二） 

（資料來源：https://www.royalhaskoningdhv.com） 
 

https://www.royalhaskoningdhv.com/
https://www.royalhaskoningdh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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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 Nijmegen 還地於河計畫規劃（三） 

（資料來源：https://www.royalhaskoningdhv.com） 
 

另外在規劃堤岸工程時，也考慮到如何推動城市發展，建構河濱公園，開

發河流兩岸的河濱，鼓勵市民使用河流，規劃各種可能情境，增加多樣性。 

 

圖 4- 8 Nijmegen 還地於河計畫規劃（四） 

（資料來源：https://www.royalhaskoningdhv.com） 

https://www.royalhaskoningdhv.com/
https://www.royalhaskoningdh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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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 Nijmegen 還地於河計畫規劃（五） 

（資料來源：http://www.waterfrontcen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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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 攝於 Nijmegen 還地於河現場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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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馬斯朗特阻浪閘 

 

圖 4- 11 馬斯朗特位置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馬斯朗特阻浪閘（ The Maeslant barrier）位於鹿特丹西側新水道

港口，是荷蘭三角洲工程的最後一部分，於 1997 年建成，由兩個可移動

的扇形浮動式閘門組成，每座閘門長約 210 公尺、高約 22 公尺，相當於艾

菲爾鐵塔的高度，重量為其 4 倍重，阻浪閘 由南荷蘭省公共水管理信息中

心 Keringhuis 運作維護，Keringhuis 的成員包括南荷蘭省公共工程暨水利管

理總局和 Delfland 水利委員會。Keringhuis 建有遊客（教育）中心，自 1996

年開放以來，已有 120 萬以上的訪客，前來參觀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可移動阻

浪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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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2 Keringhuis 的 Peter Persoon 解說馬斯朗特阻浪閘概況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平時閘門是開啟的，船隻航運暢通無阻，當洪水風暴來臨，兩座中空的閘

門就會迅速閉合，同時閘門下方的閥門將打開，使閘門充水增加重量自動關

閉下沉與河床支撐底座緊密密合，以抵擋海水的衝擊力；當風暴遠離，閘門向

兩側打開，隱藏在設於河岸邊的閘塢內，閘塢的門隨後關閉，並將其中

水抽乾，保持閘門乾燥防止被腐蝕，整個關閉過程約歷時 2 小時。  

阻浪閘係由 DSS（Decision&Support System）電腦決策輔助系統控制，主要

為馬斯河與萊茵河的水位及流量等相關數據統計，藉由預測鹿特丹、多德雷赫

特及斯派克尼瑟地區德的水位，以決定閘門的啟閉執行時機，DSS 系統採全自

動化，工程人員則負責監測、確認，以避免人為疏失產生，確保鹿特丹新航道

的暢通及港口的正常運作，也使得鹿特丹周邊的居民免受風暴洪水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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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3 馬斯朗特阻浪閘 開關閘門  

（資料來源：Yvonne Mastop(2017)，Keringhuis 遊客中心馬斯朗特阻浪閘簡報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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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區排水規劃 

荷蘭平均年降雨量約為 760mm，降雨分佈較為平均，且因地理位置緊臨北

海，水利工程的考量主要係避免海水入侵造成洪患；德國漢堡市位於易北河與比

勒河的入海口處，平均年降雨量約為 770mm，會因易北河水氾濫而造成市區淹水

情形；而臺北市平均年降雨量則高達約 2400mm，約為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隨

然絕大部分地區的雨水下水道已達 5 年降雨重現期的保護標準（78.8 mm/hr），惟

因近年來氣候變遷，短延時強降雨事件發生頻仍，再加上臺北市高度開發，雨水

入滲量減少及逕流量增加，若發生超出雨水下水道保護標準的降雨事件，仍有可

能造成市區積淹水災情，故單就解決降雨對市區排水影響的觀點而言，臺北市面

臨更嚴峻的考驗。 

以荷蘭阿姆斯特丹為例，早期是設置雨水及污水合流式的下水道，之後陸

續新建雨水與污水分流式下水道，且因平均年降雨量不高，設置的雨水下水道僅

規劃負荷 20mm/hr 的降雨逕流，並藉由市區內多條渠道蒐集逕流，再排流至 IJ 水

路、北海運河，最終放流至北海。但也因氣候變遷及降雨強度增強等因素，需再

思考如何提高排水系統保護標準，考量若全面擴建雨水下水道以因應排水需求，

所需負擔的成本相當高昂，故阿姆斯特丹為提升城市耐水能力，由 Waternet 公司

推動了「Amsterdam Rainproof」計畫，期望在 2050 年達成充分耐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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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Benthemplein 水廣場 

圖 4- 14  Amsterdam Rainproof 推動措施 

（資料來源：WATER SQUARE BENTHEMPLEIN, DE URBANISTEN 簡報提供） 

  另外位於荷蘭鹿特丹的 Benthemplein 水廣場也是一種創新整合防洪安全、自

然景觀及休閒的新思維防洪設施。Benthemplein 原是空曠的空地，於 2011～2012

年由社區規劃師發想規劃設計，並由政府助籌編與民間集資 400 萬歐元預算，於

2013 年興建完成 Benthemplein 水廣場，結合了蓄洪、遊憩及改善城市公共空間等

功能。Benthemplein 水廣場儲水量為 1,800 立方公尺，共設置三個儲水盆地分別收

集周邊三棟建物的雨水，儲水盆地 1、2 是採蓄洪後雨水自然滲透的方式排除蓄

水，並可增加保水量；儲水盆地 3 則是俟既有排水系統水位下降，再採抽排方式

淨空蓄水，以減少洪峰降雨時對排水系統的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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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5  Benthemplein 水廣場 

（資料來源：WATER SQUARE BENTHEMPLEIN, DE URBANISTEN 簡報提供及

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Benthemplein 水廣場的設計構思本來並無既定的型式，是透過社區規劃師

發起，召開多場工作坊與民眾溝通討論，彙整民意後擇取共識最高也最適宜的

方案，完成的成果也獲得廣大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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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6 Benthemplein 水廣場工作坊 

（資料來源：WATER SQUARE BENTHEMPLEIN, DE URBANISTEN 簡報提供） 

(二) HafenCity 港口新城 

德國漢堡市位於易北河與比勒河的入海口處，是一個河流與河道密集的城

市。1962 年 2 月 16、17 日因暴風雨造成易北河氾濫及堤防潰堤，漢堡市將近 1/5

被洪水淹沒，造成 315 人死亡、15,000 人無家可歸。此次嚴重的洪水災情也讓漢

堡市政府重新檢視防洪作業並著手進行一系列強化防洪計畫，更將堤頂高程從

5.7m 提高到 8m。 

  易北河畔的 HafenCity（港口新城）位處易北河潮汐區帶，面臨着極大的風暴

潮洪水威脅，為保全商家及住戶避免洪水侵襲及財產損失，依據漢堡市歷年最高

洪水位高程 6.45m，規劃將 HafenCity 內的建築物一樓地板高程提高到 8.3m，下

層空間則可當做停車場使用，並於出入口設置防洪閘門，當有洪水暴漲警訊時則

可關閉防洪閘門以抗洪水入侵，另外有些商家會設置厚達 6cm 以上的落地窗玻

璃並搭配可自動關閉的防水閘門，一旦洪水來臨，防水閘門會因水位壓力而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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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以避免影響商家內的正常營業。 

  HafenCity 的防洪理念並非窮盡工程手段堵水，而是採取與水共生的概念，仍

保留適當的行水空間，並不擔心洪水漫淹，只要提前做好防洪準備，就算洪水來

襲，人們也能如常生活並將損失降到最低，2007 年 9 月 11 日因暴風雨造成

HafenCity 市區淹水，但因已設置適宜的防洪措施，幸未釀成嚴重災情。 

 

圖 4- 17 HafenCity 內的建築物一樓地板高程提高到 8.3m，並設置防洪牆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圖 4- 18 1962 年 2 月 16、17 日因暴風雨造成易北河氾濫及堤防潰堤，漢堡市將

近 1/5 被洪水淹沒 

（資料來源：HafenCity 現場簡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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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9 HafenCity 內的建築物於出入口設置防洪閘門或設置厚達 6cm 以上的落

地窗玻璃並搭配可自動關閉的防水閘門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三) 漢堡市 

  漢堡市的水患風險包括降雨、河水高漲、海水入侵及地下水等影響，除了藉

由工程手段克服外，漢堡市政府也透過洪水風險管理及政策的訂定，以因應洪患

威脅。漢堡市政府分別針對因內陸風暴導致河水高漲造成河段有洪水風險，或因

風暴潮造成河段及沿海地區有洪水風險等情形，評估及製作影響範圍圖；並也研

擬不同降雨事件，評估出可能的淹水潛勢圖，以供防災參考。另對於洪氾平原的

管理也明確訂定管制政策，包括：禁止在開發計畫中指定新的建築區域、禁止擴

張建築結構、禁止相關結構物橫向於水流方向而造成淹水、禁止存放可能造成水

災危害的物質、禁止放置可能妨礙水流或會被水沖走的物品、禁止提升或加深洪

氾平原表面、禁止新種植喬木和灌木、禁止將草原變更為耕地、禁止將沖積林變

更為其他用途等規定，以降低洪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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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 河段洪水風險範圍圖（左）及 20 年洪水事件淹水潛勢圖（右） 

（資料來源：HafenCity 現場簡報提供） 

圖 4- 21 100 年洪水事件淹水潛勢圖（左）及極端洪水事件淹水潛勢圖（右） 

（資料來源：HafenCity 現場簡報提供） 

對於氣候變遷、極端降雨及城市過度開發所衍生的防洪挑戰，漢堡市政府也

研訂了非工程手法的思維，尤其漢堡市約有 37%（約 280km
2）的土地面積因城市

開發而固封地表，並以平均每年超過 1 km
2
的速率增加固封地表面積，除造成地

表逕流量增加、入滲量及地下水補充減少外，也導致了城市熱島效應。所以漢堡

市政府與 HAMBURG WASSER 公司合作推動 RISA（Rain InfraStructure Adaption 

適應性雨水基礎建設）計畫，該計畫主要在為雨水管理制定充分的應對措施，以

避免因下水道溢流及路面逕流而造成地下室、街道與房屋的淹水以及水質污染。

RISA 著重於技術的獨特與創新，且具有前瞻性及可持續發展的雨水管理措施，

並將雨水管理措施納入城市和區域規劃，以達成防洪與內澇控制、保水、接近自

然的水平衡為主要計劃目標，即是與水共存的生活環境。RISA 的雨水管理措施

可應用在建築物、公園綠地及河流、停車場、街道、廣場等，並透過設置綠屋頂、

公園滯洪池、人工濕地、雨撲滿、生態河道、透水鋪面、滲透管溝、貯流積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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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蓄洪廣場、水回收再利用等設施，健全城市水環境與防洪目標。 

 

圖 4-25  因城市開發而加劇固封地表面積的演變 

（資料來源：Niels-Peter Bertram(2017), Rain InfraStructure Adaption (RISA) in 

Hamburg and suitable Funding for Stormwater Management, HAMBURG WASSER） 

 

圖 4- 22 攝於漢堡市環保廳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圖 4- 23 RISA 計畫的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http://www.risa-hamburg.de/startse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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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治水防洪科技研發及理念 

  水利防洪規劃係基於水文統計資料及水理演算分析，再綜整地形圖資、安全

係數及防洪重點等整體考量而成。而水情的監測、防洪設施的操控及維護等，更

是完善整體地區防洪的重要工作。荷蘭有許多機構運用電腦科技進行水治理分

析、模擬與規劃，並透過視覺化的展示，以利與民眾說明及溝通，其中 Deltares

即是國際著名的研究機構。 

(一) Deltares 研究機構簡介 

  Deltares 是專精於水、土壤及基礎設施的獨立研究機構，利用獨特的機構內

部研究設施與軟件，協助公部門及私人單位作應用研究和專業諮詢，Deltares 的

使命和座右銘為「Enabling Delta Life」。 

  Deltares 大約有 850 位全職員工，其中約有 15%是來自全世界 25~30 個國家

的專業人員，總部設在台夫特（Delft）及烏特勒支（Utrecht），另在新加坡、華盛

頓 DC 及阿布達比也都設有辦公室。Deltares 有 20 位教授兼職，60 位博士指導實

習，與多數的荷蘭大學都有協作，與臺灣也有國際上的合作關係。 

  Deltares 在社會議題的研究與諮詢領域包括 5 大議題：洪水風險、水及地下

資源、三角洲基礎設施、生態系統與環境的品質與可再持續發展的三角洲計畫。 

 

圖 4- 24 Deltares 研究機構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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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res 與世界各國皆有合作實例，譬如與新加坡公用事業委員會合作，操

作水質管理系統方式，將濱海灣從河口轉化為淡水水庫；與韓國水資源公司及國

家環境研究所合作，重建 Nakdong Han、Geum 及 Yeongsan 等河流，以重現安全

與潔淨的河流，兼而提供充足的水源與達成自然保護的目標；荷蘭政府與荷蘭工

程公司合作，協助越南執行湄公河三角洲計畫，以流域管理與洪水警報方式解決

洪患，並改善湄公河水質和鹽份過高等問題。 

  

圖 4- 25 Deltares 研究機構國際合作案例 

（資料來源：Herman van der Most(2017)，Introduction on Deltare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Taiwan 簡報提供） 

  Deltares 於 1980 年代中期即與臺灣的政府機關及學術單位有合作關係，與水

利署建構 FEWS & DEWS 水文預報和預警系統及水庫管理與沈積物分析；2009 年

開始與台北科技大學及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合作，為水利署建置臺灣 FEWS 

系統；2012 年開始與交通大學及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合作推展 FEWS 及邊

坡滑動、淹水模擬分析（3Di）、石門水庫沈積物 3D 模型分析，並陸續與臺北市

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成功大學等都有合作與參訪交流。 

(二) 治水安全與多功能空間利用的關係 

  荷蘭對於洪災風險管理投入相當龐大的成本，每年約有 7 億歐元的預算用作

於堤防的新建與維護，另外，洪災的預防更是荷蘭關注的議題。因應環境與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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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荷蘭的國家治水計畫也有不同的思維，並研議多層的安全考量，包括：預

防為政策的基石、可持續的三角洲計畫、系統化及持續性的減災。荷蘭也研訂了

兩項堤防強化計畫：還地於河（ Room for the River）及防洪計畫（HWBP, 

Hoogwaterbeschermingsprogramma），並預計在 2020 年啟動第二個三角洲計畫（Delta 

Works of the Future，未來的三角洲工程）。 

第二個三角洲計畫（2nd Delta Programme）的宗旨為「Protecting the Netherlands 

from high water, now and in the future, and ensuring the freshwater supply」、「從現在及

未來保護荷蘭因應高水位環境，並確保淡水供應無虞」。 

為讓荷蘭的城市發展足以因應更極端狀況（水盈、缺水及燥熱），並面對海

平面上升等威脅，創造更健全的水環境、新的空間概念以靈活規劃土地利用、綜

合空間堤防概念等是可再發展的契機。 

 

圖 4- 26 新的空間概念以靈活規劃土地利用 

（資料來源：Raymond van der Meij(2017)，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by integrating 

water safety and spacial planning 簡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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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7 綜合空間堤防概念的四項策略 

（資料來源：Raymond van der Meij(2017)，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by 

integrating water safety and spacial planning 簡報提供） 

而為因應氣候變遷，建設整合空間規劃和穩健性的堤防，可以下述特點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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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8 建設整合空間規劃和穩健性堤防評估 

（資料來源：Raymond van der Meij(2017)，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by integrating 

water safety and spacial planning 簡報提供）） 

堤防的規劃及管理，則可透過 PDCA 程序來檢討： 

 

圖 4- 29 堤防的規劃及管理 PDCA 示意 

（資料來源：Raymond van der Meij(2017)，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by integrating 

water safety and spacial planning 簡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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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為設計堤防，需要考量相當多的因素及數據，為整合龐大資訊，可透過

中央數據管理的方式，將資訊收集、整合後再作分享與加值應用。 

 

圖 4- 30 堤防設計的中央數據管理 

（資料來源：Raymond van der Meij(2017)，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by integrating 

water safety and spacial planning 簡報提供） 

  Deltares 研發的堤防分析模式「DAM」（Dike Analysis Module），即是透過中央

資料庫收集整合相關數據，並儲存在 GIS 數據庫中，依據法規、設計標準及需求，

整體的評估堤防系統，並以圖示化方式呈現。 

  堤防型式的決定，首重安全標準，並可透過中央數據管理對堤防空間規劃歸

納出一致的觀點，再運用綜合空間堤防概念的四項策略與結合多功能使用的機

會，以擇定出最適宜的堤防及空間規劃。 

(三) 低衝擊開發-設計成功的綠色基礎建設 

  為適應氣候，並因應人口的密度增長，減少對土壤固化，可藉由藍色或綠色

基礎建設以建構健康的城市生活環境及方式，另考量不同的改善需求，可擇取適

當的設計原則。其中藍色基礎建設是以城市規模尺度為設計原則，綠色基礎建設

則以街道尺度為設計原則。設計原則中，「水」扮演著影響環境的重要決定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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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逐步評估確定相關生態系統服務（綠地，地表水，土壤）、評估水質及水

量對生態系統服務的關聯、以及評估水的可用性（水平衡模式）等，為設計綠色

基礎建設的策略。 

 

圖 4- 31 藍色基礎建設 & 綠色基礎建設 

（資料來源：Suzanne van der Meulen(2017)，Low impact development Tools for 

design of successful green infrastructure 簡報提供） 

(四) 新式工法及新興技術的應用 

  所謂久病成良醫，荷蘭歷經多場洪患危脅，面對不同的災害態樣，思索研

發出各式的改善工法及策略，不僅可應用於災損復舊工作，更可作為災害潛勢

評估分析與提高城市耐災能力及韌性，以建構出更適宜人居的都市環境。這些

新式工法及新興技術，皆是由荷蘭專業的水利機構集思廣益研發而成，並多已

實際運用且獲有成效，值得未來生態社子島開發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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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新式工法及新興技術 

（資料來源：VPdelta） 

 

  「eXtra」是一種可自動提升及關閉的防洪閘門，藉

由水位上升產生的壓力，使閘門元件上浮及關閉隔倉，

以抵擋洪水入侵，並隨著水位持續上升，閘門水密性會

更高，可創建出堅實可靠的防洪對策。 

 

  「SkyGeo」是利用人造衛星來觀察、監視並評估基

礎設施的安全性，並可利用 SkyGeo 測量出的變形數據

來了解採礦、隧道或抽取地下水的影響，並可建立更佳

的洪水及下水道模式，進而優化城市規劃和分區。

SkyGeo 亦可應用在地表沉陷、油田壓實、水庫大壩穩定

性、建築安全等的圖示和數據預警分析。 

 

  「VanderSat」是使用空間傳感器來辨識以往難以觀

測的數據。VanderSat 可提供大尺度、最高辨識率、成本

效益高和信息豐富的土壤濕度數據，並可應用在監測農

作物、預測天氣、執行預測分析、甚至是防止森林火災，

皆可利用 VanderSat 觀察到的資訊作為管理與決策的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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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beBarrier」可彈性應用在臨時防洪或阻水設施

的建立，取代以往築疊砂包的舊式工法。TubeBarrier 由

一個低技術、組裝容易及可重複使用的軟管組成，尺寸

和高度都可視現地需求靈活變動，TubeBarrier 包含一個

模塊化組件，可以擴展到任何需要的長度，並可輕易地

放置在任何地表面上，且可以在不使用任何電力的情況

下進行設置。 

 

  「Hillblock」是一種創新的堤防石材料，能提供更高

的堤坡穩定性，並可減緩波浪的衝擊。Hillblock 的形狀

和質量使它更加穩定，也相當容易施工設置，Hillblock

組裝的空隙可提供植生生長，對環境更佳友善。Hillblock

的發展代表了堤防保護的新標準，且可以更低的成本建

構出更堅固的堤防。 

 

  「Bufferklinker」是雨水臨時儲存和滲透的創新概念。

Bufferklinker 結合了雨水排水和雨水緩衝，無需藉由施

設排水溝、下水道或水井，雨水被 Bufferklinker 儲留緩

衝後，滲透到同一地點，具有減少路面逕流及增加地盤

保水等功能。 

 

  「Waterbuffer」是一種淡水運用的概念，因為荷蘭三

角洲地區日益受到海平面上升導致淡水鹽化，土壤沉陷

和長時間乾旱等因素而影響了淡水的供應。Waterbuffer

展示了各種小型地下水緩衝解決方案，可持續的供應淡

水，並規劃實際的應用案例，特別是在沿海地區更有其

推廣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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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ycled Park」的概念是利用從 Nieuwe Maas 河到

達北海之前所回收的廢塑料，來創建對河流的新價值。

塑料垃圾是普遍存在於開放水域的問題，經由河流的傳

遞更造成了海洋的污染。利用回收的廢塑料可建造一個

具有嶄新綠色環境的浮動平台，甚至是個漂浮的公園，

以提供民眾另類的休閒遊憩設施。 

 

  「Urban Deltas」專注於提高城市綠化，從不同的角

度和不同的合作夥伴分析城市空間規劃，以改善城市條

件。浮動公園和花園是可在港口地區創造更多植被的方

法之一，藉由植被造成的生物多樣性，進而可改善淨化

水質。 

(五) 小結 

  在氣候變遷的現代，我們面臨了許多的危機與挑戰，包括：洪水、乾旱、燥

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與海平面上升等，因此，如何提高城市的適應能力，創見

可持續發展、氣候穩健、適應性強、健康、有吸引力及愉悅的城市地區，是可努

力的目標。另外，可透過科學化的工具及智慧化的軟體，以評估洪災可能造成的

危害，例如以平板電腦即時模擬降雨淹水潛勢地區，再透過群眾共同討論、設計

與選擇適宜的解決方案，於平板電腦上顯示出改善成效，以視覺化的方式與民眾

溝通說明防災策略，以順利推展防災工作。 

  近年來因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影響，短延時強降雨發生頻率增加，本府已著

手透過工程手段提升部分較常發生積淹水或低漥區域達到排水保護標準。但是排

水系統必定有其設計的保護標準，以本市為例，是以 5 年降雨重現期距（每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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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mm）為設計保護標準，若雨勢過大超過保護標準，部分地區仍有發生積淹水

的風險。另外本市都市發展已趨成熟，排水系統之新建與擴建面臨用地取得困難

問題，此外要再提升排水系統之保護標準所要付出的經費相當龐大。 

  隨著災害防救觀念的轉換，「人定勝天」的思維逐漸改變，我們必須了解工

程手段並不能完全避免災害的發生。本府考量城市水治理的策略方針不僅只局限

於單純治水工程，更可透過韌性水調適、永續水利用及友善水環境等多面向考量，

來達到都市水環境的重建與優化，故本府推動「臺北市海綿宜居城市」政策，以

「韌性水調適」理念透過推動各種工程及非工程手段，並以公私協力防災的方式

推展。除於公共設施設置透水鋪面、城市綠化、建築綠屋頂及綠建築基地保水外，

亦於私部門開發綠資源（如田園基地）、綠屋頂及建築開發排水流出抑制設施，

以持續提高本市之降雨容受度與防洪排水保護標準。 

  另外，民眾自主防災觀念的建立亦是因應短延時強降雨很重要的一環。民眾

除可利用本府消防局的「民眾接收水情訊息服務平台」主動了解降雨資訊，以及

早應變外，並可先自主裝設防水閘門或向各區公所申請沙包，如收到暴雨資訊時

可提早啟動防水閘門或堆置沙包，防止地表逕流進入民宅，以降低淹水損失，另

發現住家周邊的水溝進水口遭落葉或雜物阻塞，可協助及時移除加快排除積水情

形，以達全民協力防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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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2 訪團與 Deltares 機構交流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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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公園景觀議題探討 

一、 埃森-魯爾工業區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 

(一) 環境背景簡介 

魯爾區（Ruhr）位於德國西方，萊茵河支流下游，面積 4,435 平方公里，區

域內人口達 570 萬人，佔德國人口的 9%，區域內有 53 個城市，前四大城市是多

特蒙德（Dortmund）、埃森（Essen）、杜伊斯堡（Duisburg）、波鴻（Bochum）。 

 

圖 5- 1 魯爾區（Ruhr）位置圖 

（資料來源：https://www.yidianzixun.tw/article/0Gw7q3aX） 

  1850 年代德國發現高品質煤礦礦脈的魯爾區（Ruhr），曾是歐洲最大工業區，

全盛時期高達 250 座礦廠，工業產值佔德國 40%。1970 年代末期，魯爾區不敵新

興國家廉價鋼鐵的競爭，鋼鐵廠與煤礦廠陸續關閉，大量工人失業，加上百年來

重工業汙染，生態環境瀕臨毀滅的邊緣，使得它不得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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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德國西法倫邦政府成立國際建築展覽公司（IBA），以 10 年時間用國

際競圖的方式，收集民間各種提案，透過廣徵創意的作法，重視生態環境永續，

以及傳承工業歷史文化，奠定魯爾區轉型成功的基礎。 

  德國政府趁著柏林建城 750 週年時，將一個約七公里長的歷史性貧民窟，以

創新的手法和觀念同時達成整合「歷史保存」、「居民參與」和「社區動員」等艱

鉅而又充滿爭議性的工作，完成一個被視為是典範的都市更新。有此成功的先例，

讓德國政府決定提出另一個更大膽的城市再造實驗 IBA 計劃。 

改造計畫中，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占地約 200 公頃，在 19 世紀中期之前為

農業用地，該區於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乃為德國作戰武器所需鋼鐵生產

地區，1980 年代後，所面臨的危機可說是所有工業化地區的標準樣態：高工資、

高環保標準的壓力下，使得高污染、高耗能的傳統產業日益失去競爭力，鋼鐵廠

逐漸熄火，促使產業不是關閉就是外移；留下來的是一群不知如何轉業的技工和

這片一百多年來備受高度污染而荒廢的土地及巨大的工廠廢址。 

杜易斯堡市政府提出開放國際競圖的構想，讓各種創意進來。而對於參與競

圖團隊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必須以六個月時間跟居民互動、集會、討論，再提出

藍圖，共同找出一個可以實現成為都會公園的可能。後來五個國際規劃團隊入圍，

提出的經費預算從六千萬馬克到二十億馬克皆有，結果得標的是以六千萬馬克來

執行該計畫的慕尼黑大學景觀建築系的 Peter Latz 教授。 

Latz 的計畫之所以獲得青睞，並非因為他是最低標，而是他抓到 IBA 的精

神：「與居民一起來改變居民（Change with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1991 年秋

天，Latz 的四點訴求獲得市民支持認同，市議會全票通過他的設計案。其規劃

原則： 

1、 謹慎周延地面對工業區的過去，以其既有的特性作為設計的依據，透過歷

史空間去呼喚居民對這個未來公園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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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讓市民全程參與公園的改善與更新，使公園成為市民共同創作與生計的園

地。 

3、 讓市民隨著階段性進展，同時享有與公園轉變的喜悅，每完成一個部份，

便驗收開放使用。 

4、 在「過程式的規劃」中，逐步提出分階段的設計案，使得財政支出以及後

續支出可以預估算而且透明。 

Latz 希望在這個都會公園揭櫫兩層意義，第一就是要讓這個工業城的歷史

意義得以延續，第二他希望在公園裡呈現這個公園被改造的過程。 

 

圖 5- 2 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 1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執行方式： 

1、 他的規劃構想是以保存既有的條件下出發，而不是給這個公園附加很多新東

西，因此，廢工廠便成為當地的主題性展覽館；廠房起重架的高牆及煤渣堆，

被改造成阿爾卑斯山攀岩訓練場；舊的煉鋼廠冷卻池，變成潛水訓練基地及

水底救難訓練場；原來廢墟中的特殊植物群相，也被保留作為生態教室；甚

至削掉一半鐵皮的廠房，也變成一個可掀式的露天音樂舞台。這樣的創意，

使得公園內原本被視為是廢墟的工廠架構，注入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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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 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 2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2、 建構杜易斯堡景觀公園的第二大挑戰，就是如何讓生態復活，如何在這片已

受高度污染的土壤綠化？它可以種什麼樹？沒有人知道，大家來實驗吧。Latz

讓民眾一起來嚐試撒下各種種子，因為在這樣的土地上，努力要去種什麼，

絕對是事倍功半，但是從撒下的各式各樣種類種子中能成活下來的就比較容

易了，這表示適者生存的原理。 

3、 而公園內也有污廢水道，它可以被怎麼改造？Latz 沒有使用「移土填平，水

泥固化，再種樹、蓋涼亭、砌桌椅」的掩蓋式作法，也沒有「直接換上乾淨

的水，然後設計一段親水河道讓民眾戲水」的單線思考，他認為這種工廠污

廢水景觀，已是當地百年來工業發展的歷史見證，應該讓它存在，但是他透

過一些簡易的周邊環境改善，例如設置坡道和可以讓雨水下滲到地表，再匯

集雨水引入廢河道，讓污河慢慢自清淨化，並逐漸變成被用來澆灌周遭植物

的活水，最後使其成為一條生態景觀的河流。而這個概念也呈顯出另一個重

要意義，就是他讓該河道被淨化、復活的過程，完全被保留在時間、空間裡，

並被民眾深刻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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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 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 3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4、 在公園中就業，以杜易斯堡景觀公園為例，從計劃構想的提出，到每一個

參與討論的環節或實驗的創意，都不是義工，而是被當作一種職業，獲得

計畫的經費所支持，因此居民願意投注最高的心力在這個自己必須承載成

敗的改造工程上。因此一個開放性的公園改造空間，就可以為大家創造各

種不同層級的工作機會，提供民眾找尋可以自我承載的位置。 

 

圖 5- 5 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 4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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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杜易斯堡景觀公園的營建與未來的經營管理上，就產生許多就業空

間，有人專門研究如何綠化、有人維護環境。而污土和廢水的重新處理，牽

涉到新環保技術的研發與升級，因此也帶來當地工業轉型的契機。另外，原

先在工廠做事的優秀工人，被轉化成以一種十分榮耀的心情來擔任導覽員，

當他帶著遊客體驗這些高度複雜的機器設備，是如何轉變成德國強大的動力

時，等於也是在藉由貼近這個被保存下來的工業古蹟，去聆聽一百五十年來

德國工業發展的生命史。 

 

圖 5- 6 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 5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而要使公園得以永續經營，不致因為計畫案的結束而荒廢，居民間更發

展出「北公園利益共同體」的組織，這個組織包括許多社團，例如：阿爾卑斯

山登山協會、狼狗協會、工業歷史學會等，也有個別的市民、當年工廠的員工、

專業和業餘的歷史研究者，同步提供許多活化社區的創意和參與規劃營建的

過程。 

而杜易斯堡景觀公園的改造過程，就是一篇動人的故事。這座公園透過

神話般的想像，克服了它曾經是生產殺人武器及屠殺異己族群的歷史烙印，以

及發動兩次大戰的事實。 

這個沒有被大刀闊斧改建的公園，沒有太多人為附加的「建設」，從工業

工廠的廢墟轉化成自然生態保護的領地，延續了既有的生命。由煙囪高爐到低

矮的灌木，轉化成生態永續環境。幾年前仍是鋼鐵工廠，不過現在已經被新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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樺樹群所佔據。先前鐵沙儲存處，長出了熱帶雨林的植物，成為此區特殊的景

觀。熄火前高爐剩餘的八噸重方形鐵塊，被藝術化的安排成鐵鑄方陣吸引著歐

洲搖滾巨星 D. J. Bobo 來拍 MTV。 

 

 

 

 

 

 

 

 

 

 

 

圖 5- 7 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 6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在這座不可能重新複製的精密工業廢墟上，它改變了一般人對魯爾區--杜易

斯堡市老舊鋼鐵工業區位的想像。並透過景觀公園強固了歷史記憶，呼喚起族群

的自尊，改善了在地人對當地空間及人群的關係，也為沒落的產業帶來轉型環保

技術開發的生機，更為本來以為必須流浪異鄉尋找就業的民眾，帶來尋根故鄉的

可能。它以無價的創意取代昂貴的新建工程，呈顯其追求永續的意義，也因此設

計者 Peter Latz 於 2000 年獲得第一屆歐洲景觀設計獎。 

(二) 小結 

  參訪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結束後，駐留心中最深切兩個字，是「創意」。 

  設計團隊運用創意，以「保存」取代「拆除」，將舊工廠大廳化身為文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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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廳，舊氣壓計化身歐洲最大的人造潛水中心，礦山倉庫轉變成高山攀登花園，

70 米高的高爐平台轉換成瞭望塔，舊行政中心轉換成為擁有 140 張床位的青年

旅舍，再以景觀建築手法，運用植被、樹籬、樹木和覆蓋物，生態景觀的親水河

道，多彩燈光的夜間照明，歷經不同階段發展改造，建構成為一個兼具文化、自

然、生態、運動、休閒的多元魅力景觀公園，更創造園區 300 人就業機會，創造

新經濟。 

  無論在白天或夜晚，杜伊斯堡北景觀園區，已成為 Duisburg 的地標，可以從

遠處看到；一個工業遺產，自然景觀和迷人的光線景觀，結合在一個 180 公頃的

地區，形成了世界上一座獨特的公園景觀。 

 

圖 5- 8 舊工廠大廳化身為文化展演廳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圖 5- 9 舊行政中心轉換成青年旅舍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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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0 礦山倉庫轉變成高山攀登花園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圖 5- 11 高爐平台轉換成瞭望塔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圖 5- 12 兒童遊戲砂坑&露天休憩野餐區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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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3 景觀植栽美化園區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圖 5- 14 多彩燈光的夜間照明 

（資料來源：http://www.landschaftspark.de/startseite） 



103 

 

圖 5- 15 攝於杜伊斯堡景觀公園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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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馮德爾公園 

(一) 簡介 

  馮德爾公園（Vondelpark），由 Amsterdam-Zuid 自治區維護管理，是位於阿

姆斯特丹 Leidseplein 以南的中心位置，是阿姆斯特丹市一塊不可缺少的綠地及

面積最大也最出名的城市公園，它修建於 1865 年，從萊頓廣場（Leidseplein）

一直延伸到博物館廣場（Rijksmuseum）、Stedelijk 博物館和梵谷博物館。最初名

為 Nieuwe 公園，後來為了紀念荷蘭 17 世紀著名劇作家和詩人馮德爾（Joost van 

den Vondel），改為現在的名字。每年大約有 1000 萬遊客。馮德爾公園全年舉辦

許多體育和文化活動，從 5 月到 9 月夏季時，它著名的露天劇場提供免費的歌

舞表演、戲劇、現場音樂和喜劇節目。在荷蘭法定節日之一的國王節（King's 

Day），成為一個巨大的露天兒童市場。不過，這個公園還不只有這些日常景色，

藏在公園橋墩下還有一個非主流音樂表演空間。馮德爾公園充滿了陽光，遊客

可以在此散步，跑步，溜冰或者在草地上閒逛，還有詩人馮德爾的雕像，鑄鐵

音樂圓頂，帶兒童遊樂場的 Groot Melkhuis 以及歷史悠久的涼亭，在夏季開放的

餐廳 Vertigo 以及一個受歡迎的露台；此外，馮德爾公園更於 1996 年獲得

rijksmonument（國家紀念碑）的地位。 

 

圖 5- 16 Vondel 公園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7%86%E6%96%AF%E7%89%B9%E4%B8%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7%86%E6%96%AF%E7%89%B9%E4%B8%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B1%E9%A1%BF%E5%B9%BF%E5%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9%A9%E9%A6%86%E5%B9%BF%E5%9C%BA_(%E9%98%BF%E5%A7%86%E6%96%AF%E7%89%B9%E4%B8%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6%96%AF%E7%89%B9%C2%B7%E8%8C%83%C2%B7%E7%99%BB%C2%B7%E5%86%AF%E5%BE%B7%E5%B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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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7 Vondel 公園平面配置圖 

（資料來源：https://kalden.home.xs4all.nl/verm/tour-k-amsterdam-

vondelparkENG.html） 

  馮德爾公園占地 47 公頃（70 英畝），長約 2 公里，寬 400 米，自行車道 3.2

公里（2 英里），水池裡的水比 NAP（平均海平面）低 2.5 米，16 公頃的草地和

護坡，0.2 公頃的灌木叢，8 公頃的水景，10 公頃「鋪面」（遊樂場，園路）和

11 公頃的喬木種植。 

  公園物象更加多樣化，有些樹木由於地下水位高，經幾次風暴後，一些老

樹風倒折損，提供新的樹苗生長空間，因此增加樹種的多樣性。 

  一個收集雨水儲留系統經由緩慢出水進入連接到水池，這對水質有好處，

垃圾不再留在池面死角處。水池已被疏濬，並已恢復原來的圓形。沿著水池邊

緣種植新的適水植物及各種水草，因此公園已經逐漸恢復了舊式的浪漫風景。 

  馮德爾公園由英國著名景觀設計師 Jan David Zocher 依照英國風景畫來設

計，利用視野，創造路徑、水池和樹林成為一個連綿不絕的景觀，給人一種理

想化的自然景觀。公園景觀中隨處可見的水景及運用大量種植的樹木，這些靈

感來自於對植物的愛護及對文化及生態的重視，徹底表現出「城市中的自然風

https://kalden.home.xs4all.nl/verm/tour-k-amsterdam-vondelparkENG.html
https://kalden.home.xs4all.nl/verm/tour-k-amsterdam-vondelparkE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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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Jan David Zocher 在巴黎和羅馬是位有名建築師，其父親和兒子也參與設計

庫肯霍夫和其他荷蘭公園。馮德爾公園（Vondelpark）原本是在一個私人委員會

的手中，於 1865 年開放給民眾使用，當時是阿姆斯特丹中產階級的時尚休閒公

園，可提供民眾騎馬及散步的休閒公園，但是由於規模不斷擴充，從最初的 8

公頃，到 1877 年達到了 45 公頃，後續營運維護資金不足，因此在 1953 年捐贈

給阿姆斯特丹市政府。 

  荷蘭人與海爭地、圍海造地是許多人都知道的荷蘭印象，它有三分之一的

土地低於海平面，還有大部分的陸面都市都布滿了運河、湖泊與窪地，因此馮

德爾公園也不例外，建在一個泥濘的低漥區，每 30 年必須經過整修。這是因為

公園的實際地面水平不斷下降。如果不做這些工作，整個公園就會被水淹沒。

水不能簡單地抽出來，因為這會降低公園周圍的地下水，危害附近建築物的基

礎，因此如何維護公園的水平避免下陷是公園管理的主要課題之一。 

整個公園，橋樑和建築自 1996 年以來一直是國家歷史遺跡，Vondelpark 入

口處是阿姆斯特丹市劇院的雕像，她左手拿著城市武器的盾牌用右手邀請遠足

者進入公園，在 1867 年馮德爾（Joost van den Vondel）高 3M 青銅紀念的雕像在

公園被揭幕了之後，1880 年正式更名為馮德爾公園（Vondelpark），馮德爾（Joost 

van den Vondel 出生於 1587 年 11 月 17 日科隆，1679 年 2 月 5 日死於阿姆斯特

丹，被列為荷蘭所有作家中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獲得了國家詩人的地位，寫

作荷蘭文學最偉大的作品。）1965 年完成設立畢卡索抽象「魚」。 

  公園已有近 150 年的歷史，公園景觀有四千七百多株喬木，約 150 種不同

的物種，也種植不同灌木和香藥草。馮德爾公園也是許多鳥類如野鴨，藍鷺和

許多小鳥的家。近來公園增加透水鋪面，沿著園路側設置導水溝將雨水收集後

流入生態池，提供水生植物及魚類生長空間，提升生物多樣性，增加環境的穩

定度。 



107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公園裡騎自行車已經造成了阻礙。首先，公園

管理層試圖通過對騎自行車的限制性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例如將行人步道及

自行車道分別劃設個別專用區域。 

(二) 小結 

荷蘭因地區的地勢一片平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低於海平面，因此水元素、

水景、水道、水池於都市景觀中處處可見，景觀規劃與設計中將水元素融入規劃

與設計，成就城市景觀自然生態風貌又兼具防洪排洪的功能，另外荷蘭也是藝術

殿堂，公園創作中藉由藝術家藝術品的設立，讓公園不僅只有景觀與生態同時也

包含文化在其中。 

 

圖 5- 18 攝於 Vondel 公園入口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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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9 攝於 Vondel 公園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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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 攝於 Vondel 公園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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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7 綠色首都埃森市 

(一) 簡介 

  埃森（Essen）是德國第九大城市，擁有 57.4 萬人口，人口密度不斷增

加。位於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聯邦州的魯爾地區。 

 

圖 5- 21 埃森市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 22 埃森城市以教堂周邊發展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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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森，過去為德國第一大工業城，這座曾經為鋼鐵工業城市，如今成為了創

新和打破傳統的先驅，從媒礦區廢止不用轉變公共藝術和獨創藝術方面取得了引

人注目的成就 2001 世界文化遺產，將自己定位為「轉型之城」，克服了具有挑戰

性的工業歷史，將自己重塑為「綠色城市」，贏得 2017 歐洲綠色首都獎。 

  剛開始埃森以農業發展，一千多年前就有這個城市，這城市歷史悠久甚至比

柏林、慕尼黑、巴伐利亞歷史還要悠久。埃森城市的發展與 Alfred Krupp 家族有

極為密切的關係，Alfred Krupp 是 19-20 世紀德國工業界一個非常著名的家族，其

公司是德國最大鋼鐵重工業公司，從製造火車、煉鋼、造船橫跨至軍火，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以機械生產為主，在工廠附近蓋了許多住宅區，免費提供員工居住，

於是埃森的工廠愈來愈多，最盛期有 1600 多隻煙囪四處林立。 

  歐洲工業革命後埃森及周邊魯爾河地區因產大量煤礦帶動新興鋼鐵工業發

展，約 50 年前西元 1986 年聖誕節前一天，煤礦區開始停產，德國開始不發展鋼

鐵，這個城市因而蕭條，政府必須重新對工業認知，現在回顧 50 年來轉型是非

常成功，從此埃森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服務和金融中心，為大約 80％的勞動力提供

就業機會，並每天增加 140,000 名乘客到城市。 

(二) 前瞻建設擘劃時代 

１、 全面發展綠地系統： 

  早期埃森的綠色概念，是確保開放空間綠地的使用，除了歷史悠久的

花園，如 18 世紀 Borbeck Palace 花園（自 1920 年以來只向公眾開放）之外，

這一時期的公民參與創造了第一個 City 公園（包括 1864 年的 City 公園和

1897 年的 Aiser-Wilhelm 公園），由於空氣污染，水和土壤污染和開採沉陷等

明顯的環境問題，Ruhr 煤礦區市政協會，於 1923 年開始規劃區域性綠色空

間，以保護開放空間，第一個計劃為埃森市開發了市政綠地系統。二次大戰

之後，整個市區綠地和休閒區分配不均，儘管環境條件不利，尤其在北埃森

及大部分住宅區，一般都是相對較小的公園，大約在 1960 年中葉，這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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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人口已經上升到了 75 萬，因此建立城市和開放空間規劃過程的目標，

並利用前瞻性的綠地開發政策，建立一個功能性的綠地系統，以積極促進

空置的煤礦和工業廠房的再整合，並改善環境和生活條件，綠化全面蔓延

到北方，主要是在前工業區和堆渣區，約 400 公頃的地區創建了一個由 100

多個綠地組成的綠地系統。並從 2000 年起在整個城市建立綠色網絡，實現

永續的環境，以總體規劃「開放空間創造城市空間」主要目標是沿著連續的

南北軸線連接綠地和休憩用地，從而實現魯爾（Ruhr）鄉村空間與埃姆瑟爾

（Emscher）河流域的連接，建立起埃姆瑟爾河景觀公園的地區性開放空間

系統。 

   

圖 5- 23 早期綠地發展脈絡→中期綠地發展脈絡→現在綠地發展脈絡 

（資料來源：City of Essen） 

  總體規劃實施的規劃和建設工作自 2007 年以來，通過行動計劃「ESSEN 

Rewives to the water」進行。迄今為止，已經實施了 500 多項措施，包括水域

開發，雨水回收，建設新綠地和改造現有綠地，以及用透水材料擴建和改善

步道和自行車道，這使得進一步加強現有的綠色連接網絡的可能，為確保

郊區與市政綠地的良好連接作出了重大貢獻，幾乎所有埃森市 99％的居民

都可以在 300 米內找到公共綠地。 

  埃森市擁有佔地 53％的綠地和開放空間，街道上有 6 萬多棵樹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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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第三大綠色城市，718 個綠地，其中包括 Gruga 公園，436 個遊樂場約

1750 公頃的林地，以及 80 個體育設施，23 個市政公墓也履行著各種社會，

文化和生態功能。在密集的內城區，綠地比例只有 10.2％，然而，私人花

園，綠色緩衝區和住宅花園創造的綠化比例也很高。 

  在 2007 年至 2014 年間，為綠色基礎設施投資超過 5,000 萬歐元，用於

發展高標準的綠地（包括克魯伯地區，大學區，尼德費爾德湖），並通過眾

多個別項目進一步擴大綠地系統在行動計劃「ESSEN.New ways to the water」

中，綠地的發展是城市發展的動力，住宅區和商業區開闢前先決條件是提

高開放空間的可用性，並通過綠色和水域創造有吸引力的地方。因此將新

興的區域以生態設計原則納入考慮，適應氣候變化的設計和規劃，可持續

的能源概念，雨水的使用和循環及改善防洪，土壤保護措施和促進非機械

化運輸。 

 

圖 5- 24 尼德菲爾德湖的城市重建 

（資料來源：Grün＆Gruga Essen） 

  克魯伯公園前身為工業荒地，為了將公園景觀引人入勝，在該區建設

工程中挖掘的土地被塑造成五座山丘，並設計了各種各樣的遊樂場和體育

設施，公園的湖泊，由建築物總部屋頂表面的雨水供給，湖的水溢出導入埃

姆瑟爾河系統的一條支流，透過這種方式，埃姆瑟爾河及其支流從原來的

廢水溝生態轉化為清水流，留入清澈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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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5 克魯伯公園種植喬木綠化及連接開放的空間自然景觀 

（資料來源：Grün＆Gruga Essen） 

２、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西元 2050 年設定 CO2 減少 25%目標，提高城市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和彈

性，從個人機車、汽車甚至公車，全面化電子化，減少柴油使用量，並規定

從埃森到魯爾改由電子車才能行駛高速公路。此外，埃森支持在屋頂，外

牆，庭院和街道上增加綠化面積，並且擴大開放空間空氣改善。於 Niederfeld

市區重建區結合節能建築和創造對氣候有利的湖泊來改善城市重建。因此，

城市發展能夠在早期對當前和未來的變化作出反應，例如，經濟增長，人口

或氣候變化，通過訂定工業區開發條款，廢棄土地回收利用，廢棄（公共）

基礎設施再利用，以及增加現有建城區的密度下，城市的環境影響在節約

資源的同時可以限制和減少開發，凡是開發新領域在城市土地利用規劃階

段對投資者及業主必須強制執行補償措施。自 1984 年以來，埃森市一直在

推行可持續的能源和氣候保護戰略，2009 年 3 月根據「能源優化城市規劃

指南」埃森市綜合能源與氣候保護概念（IECC）獲得通過，並成為第一批

氣候保護社區的基礎。 

３、 綠色基礎建設： 

  考慮到替代性流動概念日益重要，從結構和技術角度來看，交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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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的改善以自行車、行人和公共運輸為主要項目，建設自行車高速公路，

並鼓勵民眾多使用自行車，讓空氣更清新。現已建設完成從埃森到魯爾自

行車高速公路，另文化部已開始規劃，埃森與週邊 40 多座城市，以廢棄煤

礦車道，形成自行車網絡，預計長度可達 100KM 自行車高速公路。如萊茵

鐵路自行車道於 2010 年開放，作為從杜伊斯堡到哈姆的快速公路的第一部

分，目前已超過 250 條自行車道者開放民眾使用，Metropolradruhr 自行車租

賃系統已經在埃森的 52 個車站提供了 400 多輛自行車服務。電動車充電基

礎設施，目前在市區有約 40 個充電站提供 80 個車位，數量不斷增加中。 

表 5- 1 埃森市的旅程交通工具比例的目標值（MPT =機動私人交通工具） 

（資料來源：City of Essen） 

  1989  2001  2011  2020  2035  

Local public transport  12%  16%  19%  21%  25%  

MPT  55%  54%  54%  44%  25%  

Bicycle  4%  3%  5%  11%  25%  

On foot  29%  27%  22%  23%  25%  

 

圖 5- 26 「靈活的移動」運動 

（資料來源：EVA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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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數據顯示：私人交通工具逐年下降，大眾運輸系統、自行車及步行

將逐年增加趨勢，目的在促進從私人汽車到自行車的轉變，通過新的日常

騎車形式為交通減排做出貢獻。 

 

圖 5- 27 自行車道與自然景觀路線和景點分布圖 

（資料來源：EVAG 2014） 

４、 水資源管理： 

  建立藍帶網絡，開闢多數水道串聯南北，增加藍色的廊道，改善汙水與

雨水分流系統，城市南邊魯爾河，北邊埃姆瑟爾河，早期所有工業廢水流向

河流排出外海，目前已完成魯爾河整治，但是河流整治應包含所有支流，這

是指標之一，把河堤水泥打掉恢復自然的環境，並在河下端設置污水道並

連接至廢水處理廠，因此廢水不會再汙染其它土地，廢水整治從魯爾到出

海口，花費約 10 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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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8 萊茵河及埃姆瑟爾間運河 

（資料來源：Emschergenossenschaft） 

  埃森市正積極推動合併下水道的雨水回收系統，包括現有的系統，自

1983 年以來，根據需要排水的數據設置表面收取水，無數的雨水回收措施

藉由滲流和保留盆地的措施來收集雨水再利用。 

  城市防洪氣候，分散式雨水管理措施，以改善水質平衡，強降雨過程中

分散式防洪，當雨水落在廣場、道路及公園，相鄰的建築物屋頂上，被收集

後相互聯接集中引導流入水池中，在每個池塘里都設有一個生物及機械過

濾單元，延伸約 40 厘米出水口，如水池中設置生態小島可種植過濾性植物

黃旗百合，淨化水質減少水汙染。 

 

圖 5- 29 位於大學區公園的公園內的水景及住宅社區均設計雨水回收系統 

（資料來源：European Green Capital -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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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增強自然和生物多樣性： 

  為了市區內卓越的貢獻，並確保生物多樣性和促進生態系統服務，埃

森市於 2010 年簽署了「城市生物多樣性」宣言。埃森市以獨立自然的保護

理念，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保持和發展需要保護的自然景觀和保

護區，另一方面努力保護自然保護區的物種和棲息地、農業生產區，林業和

城市發展和其他土地利用。埃森市綠地和休憩用地的比例為 53％，其中農

業用地佔 15.7％，林地佔 13.2％，水面佔 2.6％，綠地面積佔 21.5％，2000

年的「自然紀念物條例」保護了 47 棵樹木，景觀保護面積佔全市的 34.4％，

最大的自然保護區，面積為 150 公頃，是註冊的 Natura 2000 區域，被稱為

「Heisinger Ruhraue」提供生物多樣性及生態棲息地重要區域。 

 

圖 5- 30 Natura 2000 區域，被稱為「Heisinger Ruhraue」 

（資料來源：Schmitting－Untere Landschaftsbehörde） 

  埃森市政府也訂定：自然保護的目標、概念和策略，魯爾河沿線的全州

生態網絡的建立，將自然保護納入農業、將自然保護納入城市發展、改善重

要的廢棄工業用地融入城市發展、以舊鐵路沿線的城市生態網絡作為

Emscher 水道系統的生態轉換、促進民眾對大自然的理解、定期監測生物和

物種的地圖，與其他地方一樣，埃森的目標是阻止生態系統退化和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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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喪失的趨勢，保留自然資本和相應的生態系統服務，並根據歐盟環境

行動計劃盡可能地改善這些趨勢。 

 

圖 5- 31 攝於埃森市政廳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埃森副市長 Rudolf Jelinek 表示：綠色的意思不只是綠化是環保的意思，

CO2 排放量減少廢氣排量減少才是綠色城市，綠色是大自然的顏色，埃森轉型

建設非常成功，歐洲沒有這樣的城市出現，成果得來不易。又說在歐洲在德國

公園不會只有公園，公園的功能需含有休憩功能，一些基礎建設的功能，大樹

草皮花卉是不夠，必須結合自行車道，運動的運動公園，整治河川開始利用長

期失業的人，有 60%可以回到工作環境，長期失業的人把它們導成園藝水利的

人員，北邊公園將近 6 公頃的公園可以騎腳踏車、遊樂園、運動設施，很多功

能的公園，很多建設及創意。 

(二) 小結 

埃森對未來的展望是一個繁榮的，經濟上可持續的主要城市，它抵制氣候

變化，並提供人口在健康的環境中發展的機會。埃森倡導綠色高品質的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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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娛樂價值的公園，創新和綠色經濟，透過教育和交通基礎設施，埃森已經遠

離了空氣污染，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有韌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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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2 副市長 Mr. Rudi Jelinek 簡報並與訪團交流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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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漢堡港城（HafenCity）中央 Lohsepark 

(一) 簡介 

  漢堡港城（HafenCity）是德國城市漢堡市中心的一個地區，也是歐洲規模最

大的都市更新計劃地區，面積達到 2.2 平方公里。這一帶在過去曾是自由港，但

隨著船舶大型化等原因導致港口轉移。都市更新計畫將這裡的倉庫改為辦公樓、

飯店、商店、住宅及公園等。 

 

圖 5- 33 HafenCity 及中央 Lohsepark 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漢堡港城（HafenCity）的城市區和旁邊的近水區，以一個統一主題進行規

劃，但彼此之間又是獨特的城市風景。一座建築物密集的城市，特別需要高品質

的開放空間，營造城市開放空間對漢堡港城的重要性，可從幾個重要的數字來看：

其中 25％的土地面積（28 公頃）由公共開放空間組成，這些位在水邊的開放空

間用於休息、社交、遊憩或運動，同時也規劃 10.5 公里的海岸線地帶；此外開放

空間彼此緊密連結，私人用地和開放空間的連結比率也超過 13%，所有開放空間

中，僅有約 7%的空間是不對外開放的；開放空間當然是易北河（Elbe）和港灣盆

地的「藍帶」，這裡有新鮮空氣和令人心曠神怡的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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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4 公共開放空間充滿綠意（攝於 HafenCity）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在西北部的 Sandtorpark 佔地約 6,000 平方公尺，專為各種用途而設計，包括

土丘、樹木和草地遊樂區；於麥哲倫露台（Magellan Terraces）與圍繞公園四周的

開放空間，也將地表上各項景觀元素進行統一規劃，2011 年 4 月開放的綠地也被

附近凱瑟琳學校（Katharinen school）的兒童廣泛使用。位於 Strandka 社區的交界

處的 Grasbrookpark，則於 2013 年夏季完工開幕。以一艘遊船為中心，成功跨越

了漢堡港城（水域）的限制，使這個綠樹成蔭的公園成為受歡迎的聚會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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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5 攝於 HafenCity Grasbrookpark 船型兒童遊戲場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Lohsepark，由蘇黎世（Zurich）獲獎的開放空間獎項，是於 2016 年 7 月完成

的漢堡港城最大的中央公園 Lohsepark，Lohsepark 創造了開放空間的基本架構，

位於中央的公園包含的城市居住、社交和生態等功能。它總面積占地 4.4 公頃，

是鄰近漢堡港城最大的綠地，扮演廣大城市社交及生態功能，建構出由

Ericusspitze 到 Baakenhafen 的不間斷視軸線，公園長達 550 公尺，一條 100 公尺寬

的綠帶從水邊開始延伸，寬廣的草坪種植超過 500 棵樹，道路呈現十字形交錯，

其間點綴著座椅和遊憩區，南區規劃的社區和大樓也將設有咖啡廳和無障礙洗手

間環視寬廣的草地，可看見曲折的道路將草地分成座椅休息區和遊憩區等不同區

塊，不僅吸引年輕人和老年人，也吸引觀光客和當地工作的居民使用，在公園的

長邊，街上可看見像堡壘的平台，不僅成功轉換綠地與城市空間，也連接建築物

和開放空間。 



125 

 

圖 5- 36 攝於 HafenCity Lohsepark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構成公園的重要元素是漢諾威火車站（Hanover Railroad station），同時也紀

念漢堡市（Hamburg）的歷史，在 1940 至 1950 年間，超過 8000 位猶太人（Jews）、

辛提人（Sinti）和羅姆人（Roma）被驅逐出境，用於紀念的中央空間，以車站前

的 2 號月台遺跡為基礎，同時也連接附近景觀，具歷史意義的軌道不僅貫穿公

園，也連接車站前到月台的遺蹟。 

  Lohsepark 作為城市規劃的樞紐，環繞城市周圍並延續綠意，雖然現在只有部

分綠帶，但綠帶將穿過 Baakenhafen 與 Baakenhoft 公園，並連接易北河邊，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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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chenpauekai 的濱海人行道，河堤岸的綠帶寬約 30 公尺、長約 1 公里，連接城

市東區和易北河半島的恩特維德（EntenWerder）。阿姆巴克哈芬（Am Baakenhafen）

區周邊的景觀規劃比賽，於柏林贏得評審委員認同，他對於 Baakenpark 的設計構

想，預計至 2018 年，位於巴克哈芬海灣中心，由人工填海形成的海岬，會將兩

地空間一體化，加上由漢堡市（Hamburg）和斯圖加特港口（Stuttgart）設計的行

人天橋，行人可經由天橋直接往返港口南北兩岸，由於四周特殊的地形和多變的

植被，附近的休閒和娛樂場所，預計將成為吸引人群聚集的地方。另外，

Himmelsberg 建造一座 15 米高的「山」，種植樹木，有寬敞且連續的草坪，草坪

覆蓋面積約 3,000 平方公尺，並設置適合各年齡人口活動的操場。由北到南的濱

海道路，在水岸形成一個連續的整體景觀，在市區內的中央公共場所，有幾間小

酒吧，餐廳和商店，扮演重要的通訊及聯絡功能。 

(二) 小結 

城市空間規劃非常精緻，適合多種活動，他們可以是吵雜或平靜，休閒或沉

思，有石頭點綴其中也有草地可席地而坐，有硬舖面通用設施及透水鋪面，提供

多元服務功能。HafenCity 非常特殊的一個關鍵因素是藍色，不管是源於水還是源

於前港口的海洋氣氛和碼頭並將歷史以觸覺和視覺的方式轉化新舊融合，而不是

隱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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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孩堤防（Kinderdijk） 

(一) 簡介 

圖 5- 37 小孩堤防位置圖及風車分佈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及世界遺產風車群－小孩堤防（Kinderdijk）） 

小孩堤防（Kinderdijk）是荷蘭西部南荷蘭省的一個村莊，部分屬於新萊克蘭

（Nieuw-Lekkerland），部分屬於阿爾布拉瑟丹，距鹿特丹東面 15 公里。最初這個

村莊的名字是「埃爾斯豪特」（Elshout）。 

小孩堤防坐落在萊克河與諾德河交匯處，為了 排出水 ，1740 年建立一個由 19

座風車組成的系統，是荷蘭最大的風車系統。小孩堤防風車群已成為成為荷蘭最

知名的觀光景點之一，於 1997 年列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 

 

圖 5- 38 攝於小孩堤防高風車與低風車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荷蘭人與海爭地、圍海造地是許多人都知道的荷蘭印象，它有三分之一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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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低於海平面，還有大部分的陸面都市都布滿了運河、湖泊與窪地，在 1366 年

和 1369 年，荷蘭人團結合作艱辛的開掘了從阿爾布拉瑟丹（Alblasserwaard）到小

孩堤防（Kinderdijk）的二條運河，運河設計的作用是為了抽取阿爾布拉瑟丹地區

過多的水，並將其導入萊克河（Lek）。後來運河不足以應付一直上升的水平面，

於是自 14 世紀末人們就開始修建風車與水壩，讓周圍的土地免受洪水侵襲。此

地一直是洪水的氾濫地區，更因萊克河河水上漲造成陸地範圍縮小，居民深受水

患之苦，風車變得愈是必需，風車就是利用風力與螺旋槳及泵將多餘的水抽出，

然後排放在存水區中。如果存水區的水位達到一個高度後，再將水從存水區中抽

出，通過水閘排放到萊克河（Lek）中。風車排水原理小孩堤防總共有 19 座風車，

在 Overwaard（高沙洲）和 Nederwaard（低沙洲）各有八座風車，負責兩階段把水

排出去，另外更遠端有三座。Alblasserwaard 地區長期受到 Lek 河氾濫，形成很多

水和泥沙混雜的圩田（polder water），在 13 世紀時荷蘭人築堤防挖運河，但效果

不彰，圩田還是積水。後來發明了風車磨麥子後，荷蘭人想到風車也可以拿來抽

水，由於無法一次把低窪地的水抽到高度差異太大的閘門，於是分兩次抽水，先

用 Nederwaard 的風車把圩田的水抽到 Low Boezem，再用 Overwaard 的風車第二

道抽到 High boezem，等到水平面比較低或退潮的時候，便打開閘門把水排到

Overwaard 外的 Lek 河。 

圩田為低窪地區四周築堤防水的田地（如下圖）。先修築堤防，再挖排水

溝排水、再利用風車抽水，開闢出大片的低窪耕地，即為圩田。 

表 5- 2 圩田形成流程 

（資料來源：地理資訊研討 2010－荷蘭的海岸保護與土地利用） 

 

（1）在海岸的泥沙地上，用木材和

鐵絲建造柵欄。 

https://sites.google.com/site/geoanalysis2010/homeworks/netherland/%E5%9C%A9%E7%94%B01.JPG?attredirec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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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柵欄周圍填積更多泥沙，使

其逐漸長出青草來。 

 

（3）建築堤防，並在許多地方挖建

水門。漲潮時，關閉水門以防止海水

進入；退潮時，則開啟水門排水。然

後再向更外圍的海灘建造柵欄，擴建

另一個圩田。 

  荷蘭位於西風帶四季盛吹西風。且瀕臨大西洋，是典型的海洋性氣候國家。

這就給缺乏水力、動力資源的荷蘭，提供了利用風能的得天獨厚條件。過去荷蘭

人利用平坦、多風的地理特性，風車很快便得到普及，用來輾磨穀物、大麥加工、

把原木鋸成桁條和木板、製造紙張，還從亞麻籽油菜籽中榨油、香料磨碎製成芥

末、、等多用途。荷蘭利用風車抽水從大海中取得近乎國土三分之一的土地，造

就了後來的乳酪和鬱金香的農業大國。 

 

圖 5- 39 小孩堤防風車設置前低地與現代抽水站 

（資料來源：歐洲景觀設計（Landscape Architecture Europe）） 

  雖然這些風車的功能目前已被現代化的科技所取代，然而壯觀的風車排，

一座又一座，象徵荷蘭人不畏大自然，與水奮鬥的團結精神。 

  小孩堤防－埃爾斯豪特的風車網路系統（The Mill Network at Kinderdijk-

Elshout）是人工製作的特殊景觀，它表現了人類的獨創性和堅韌性。當地人民用

近千年時間，建設了這個排水系統，展示絕佳的水利工程，成功地保護了這片土

https://sites.google.com/site/geoanalysis2010/homeworks/netherland/%E5%9C%A9%E7%94%B02.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geoanalysis2010/homeworks/netherland/%E5%9C%A9%E7%94%B03.JPG?attredirec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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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圖 5- 40 攝於小孩堤防風車位置與現代抽水站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小孩堤防名稱的故事上溯至 1421 年，在 1421 年的聖伊莉莎白洪水中，Grote 

Hollandse Waard 被洪水淹沒，而阿爾布拉瑟沃德（Alblasserwaard）圩田則倖免於

難。當最糟糕的風暴過去後，洪水消退時，有人看見遠處有個木製的搖籃漂浮著。

但當它漂近時，有人看見它在搖動，當搖籃漂得更近時，看見一隻貓在裡面跳來

跳去試圖使它保持平衡，以防止水進入搖籃，當搖籃最終靠近堤防時，有人釣起

它並發現裡面有一個安靜熟睡的未見水痕的嬰兒。這個民間故事和傳奇發表在一

本英文書「The Cat and the Cradle」（Meder 2007; Griffis, 1918）中。 

 
圖 5- 41 小孩堤防搖籃及農村景觀 

（資料來源：出國人員自行拍攝） 

(二) 小結 

  荷蘭人早期與水爭地過程艱辛，卻也成就荷蘭的治水技術，同時配合現階

段綠色經濟與綠色運輸也在河岸堤防、護岸、碼頭及周邊設置人行動線，與結

合藍色公路活動之規劃，也規劃堤頂自行車道、周邊環境與人行動線結合促進

觀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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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總結 

(一) 社區開發 

1、 政府、專業者和居民共組團隊，開發社區 

  都市老舊空間再利用，經由政府、專業者和居民共組團隊，合力提出對

居住空間的規劃與想像，再經由分工規劃出專屬的設計方案與共享空間，經

由居民自主的規範，來維持整個社區及社區鄰里關係的和諧，而以居民切身

相關的景觀設計及鄰里照護的角度切入，更能激勵社區的社會永續性。 

  荷蘭已發展出成熟的公共治理模式，長久以來從旁輔助許多致力於環境

保護、公共住宅、社區營造、都市更新的非政府組織，使其得以自償性獨立

營運，不再仰賴政府扶植補助，將規劃與擬定政策的權力分享予民間力量，

由民間企業、利益團體、社區網絡等組織「公私協力」共同催生並實際執行

都市計畫。 

2、 CPO 的開發建設模式，由居民依需求自主決定 

  Vrijburcht 社區採用 CPO 的開發建設模式，由居民依需求自主決定，政府

提供 50 年土地租賃權，建立專家團隊從旁協助。居民可以在一樓建立辦公室，

二樓則是和家人的生活空間，與鄰居發展牢固的聯繫，形成在城市地區極為難

得的社會互動。Vrijburcht 社區的發展模式，提供了一個集個人工作室、居家、

鄰里生活、休閒於一堂的生活體驗，更為難得的是社區多元包融的居民意識。 

3、 社區再生，歷史與現代結合 

  都市追求發展與創新需奠基於自身的歷史文化脈絡，歷史與文化資產保

存是每個都市更新計畫應該追求的目標，文資保存已不再僅只是文化部門的

事務，更是一個老舊都市再生的根基，都市再生並非意味著「破壞創新」而

是「保存創新」，應兼容並蓄地融合都市發展策略、文資保存、生態環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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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等多元價值。例如東港碼頭區的開發，對於每個島嶼，都邀請了獨立的城

市設計師來設計，給了整個區域一個發展特色的機會，創造出獨特外觀，風

格和氣氛的新生活區，卻不會失去其歷史特徵，這是一個將過去與現在結合

在一起的良好範例。 

4、 政策執行：資源、溝通協調及彈性開放的公民參與，缺一不可 

  政策執行前與民眾溝通，總比事後打官司好，整體利益大於個人利益

時，必須妥協讓步，永遠和河水一樣保持彈性，才能有更大的生存空間，奈

梅亨還地於河計畫，政策、資源、溝通協調及彈性開放的公民參與，缺一不

可。長期的溝通，改變了居民的觀念與意識，使得計畫才能順利往前推進。 

5、 智慧生態、循環經濟，未來社區發展新方向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能源殆竭等危機，多數先進國家群起推行智慧生態

理念，荷蘭與德國均採行實驗示範基地，由第三部門主導或公私協力合作，

將智慧生態概念運用在社區單元，部分智慧生態社區更結合公共住宅政策一

併推動以加速成效，藉由居民對居住地凝聚認同感，進而將社區理念推展到

公共理念，讓智慧生態理念得以為社區提升價值，帶動更多民間企業投入智

慧生態社區營造。荷蘭 De Ceuvel 循環經濟示範區從單一實驗場域出發並取得

成效，未來如推廣至更多社區單元參與循環經濟系統，更能透過規模化來提

升循環經濟創造的利益。 

6、 社區維繫，軟硬兼備 

  除了硬體建設，IBA Hamburg 透過各類軟體的社區營造活動，讓不同文

化匯集交融，也激勵民眾參與式的創作，拉近人的距離。 

7、 開發計畫之核心價值為與民溝通、正視民眾意見 

  IBA Hamburg 規劃易北河區域再生，無數次與當地住民溝通，所有的公

聽會不僅程序上必備，民眾於公聽會中發表的意見是否獲得正視，更是整個

計畫能否順利的重要關鍵。荷蘭與德國的公共溝通模式，於進行雙向對話

時，均以核心價值為計畫主軸，採開放性討論方式將公私意見整合，以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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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計畫（Rolling Wave Planning）呈現，並捨棄傳統的政府引導規劃方式，鼓

勵民眾發起策略方案，再由政府部門協助完備提案，翻轉主導權，由民眾從

頭自尾全程參與，達到公私協力規劃的真諦，方能減少民眾提案因為資訊不

足、經驗與技術欠缺等因素，導致提案全盤落空，不僅可以降低民眾提案徒

具形式之負面觀感，亦可達到市民需求，減少開發期間的阻礙，同時可藉由

市民參與創造共同記憶。 

(二) 水環境 

1、 荷蘭治水的經驗：「硬體」和「軟體」 

  荷蘭國土地勢低窪長期飽受洪患影響，治水防洪工程是荷蘭人永遠執著

不鬆懈的工作，從 16 世紀荷蘭利用風車抽排水及興建堤防等填海造陸工程，

1953-1986 年執行三角洲工程（Delta Works）修建水壩、防洪壩堤等 12 個大型

防洪工程，長期填海造地，後因全球暖化氣候變遷，自 2000 年開始重新思考

治水策略，透過還地於河（Room for the river）恢復通洪空間，達到與水共生

共存，且荷蘭水利工程專家曾說，荷蘭治水的經驗可分為「硬體」和「軟體」

兩個方面，「硬體」為水利工程興建，主要為興建高保護標準防洪設施工程，

以杜絕水患的影響，「軟體」指水利防洪設施管理，防洪設施須長期監測河川

水位變化情況，定期巡檢維護，不斷鞏固完善。幾十年來，荷蘭與洪水奮鬥

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防洪工程的進步及治水思維的轉變，足供借鏡。 

2、 堤防不僅具備防洪功能，融入當地景觀更加生態與多元化 

  本次參訪荷蘭北海漁村及阿夫魯戴克北海大堤等處的堤防規劃與設計，

結合當地特殊地景設置造型公共藝術，使得堤防沿線景觀更加活潑生動，讓

堤防不僅具備防洪功能，亦融入當地景觀更加生態與多元化，營造優質的休

憩活動空間，結合觀光旅遊，為當地帶來另類的商機。而水閘門馬斯朗特阻

浪閘係考量貨輪航行需求及河水的衝擊力，設計為移動式的桁架阻浪閘，其

特殊的設計、施工技術及電腦決策輔助系統運作，皆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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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洪空間還給大自然，結合城市的都市計畫再造 

  防洪治水，不再只是興建水利防洪設施圍堵，就荷蘭還地於河計畫、德

國漢堡市防洪建設與水共生共存之治水理念，與「生態社子島」而言，於基

隆河側及淡水河側高保護設施向內退縮並填土成緩坡綠地，規劃為多功能景

觀公園，提供遊憩、休閒與防洪通洪需求，再加上 50 公頃中央生態公園的生

態濕地與河道，讓蓄洪量達到約 12～20 萬立方公尺，利用中央生態公園與抽

水站聯合操作，透過滯洪及保水量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海平面上升及水文

量增加部分，大家的防洪治水理念一致，期以透過堤防退縮加高、洪泛平原

範圍加寬、增加滯洪區域……等措施，將通洪空間還給大自然，結合城市的

都市計畫再造，創造更新更具魅力的水岸空間城市。 

4、 水，就是綠地 

  人類的繁衍及文明的發展皆是傍水而居而成，水對於人類生存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在本次參訪行程中，荷蘭人認為與水共存是生活的一環，並多次

提及「水，就是綠地」的理念，將藍綠平衡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私人

建案的開發或是公共設施的興建，皆不排除與水共生的可能性，並透過保水

及水循環再利用的理念，充分運用珍貴的水資源。 

5、 災害防救要著重韌性與預防性的調適策略 

  隨著災害防救觀念的轉換，「人定勝天」的思維逐漸改變，我們必須了解

工程手段並不能完全避免災害的發生。相較過去窮盡工程手段以防水堵水等

治理政策，現在更強調如何提高與強化城市面對極端氣候時的韌性。所謂的

韌性，並非完全免災，而是指對災害的容受度與災後能迅速回復至正常生活

的能力。藉由預防性的調適策略，除了強化城市面對災害的韌性，同時逐步

恢復城市中雨水入滲土地及蒸散於大氣的自然水循環，以改善熱島效應並減

少降雨地表逕流、進而持續提昇本市之降雨容受度與防洪排水保護標準。 

6、 客觀面對問題、實質解決問題 

  荷蘭人及德國人對於面對洪災的理性及正面團結力，是支撐他們挺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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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次嚴重災難的關鍵，「客觀面對問題、實質解決問題」就像是他們根深蒂固

的觀念，以理性、積極的態度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放下彼此成見以開放精

神謀和出最符合需求的方案，此種高度的人民素養，實值得本市學習。 

7、 災害預防，公私協力 

  荷蘭面對歷次洪水災害的樣態，運用不同的策略改善，並持續監測評估

改善成效以作為後續精進目標。相關水利專業機構或學院也陸續研發新科技

及新工法，應用於預防工程或因應不同災損復舊改善，並研發各式水情、結

構安全、規劃設計的分析評估與模擬軟體，以視覺化的呈現方式作為方案的

推動與民眾溝通協調的工具。政府機關也與研究機構合作擬定執行計畫，採

公私協力方式推動計畫與政策，甚或加強與反對民眾溝通說服後納為己方意

見，荷蘭政府不辭繁劇的讓民眾參與及瞭解政策方向，對團結民眾的向心力

及歸屬感所做的努力，值得效法。 

(三) 公園景觀 

1、 水是公園景觀規劃重要的一環 

  荷蘭人深信人工語言，因為荷蘭人一直與海爭地，從大海中獲取土地，

這往往產生一種結果，因此公園中就是將自然環境因素融入景觀規劃的課題

與對策。「水」的不同狀態，加入美學的設計，隨處可見的水景，讓水滴的跳

動，噴泉、蜿蜒小河流到水池及生態池，既可供人嬉戲，又提升景點的質量，

不僅打破傳統把水阻擋在堤防外面，也提供蓄洪概念，現在的荷蘭人是與水

共生共榮，也結合不同植生不僅可復原來的生態，也提升了生物多樣性，造

就不一樣的自然景觀城市風貌。 

2、 城市綠化結合生態理念 

  荷蘭於圩田上先是種植蘆葦、香蒲等沼澤植物吸收鹽分，接著會大量植

樹改善土壤及微氣候，日後土地開發時則適當保留這些先驅樹林，所以荷蘭

處處可見樹林。荷蘭政府因赤字太高，儘量撙節經費，雖為園藝大國，但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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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很少用草花布置，在樹林與公路之間、滯洪池和運河兩旁，都以生態的方

式進行設計，除了草，還開滿了野花，草地生長的速度較緩，且種植草種為

低矮的百慕達草類，維護成本與台北相較相對低廉許多。 

3、 公園是城市氣候適應的戰略 

  綠色首都埃森市城市氣候適應戰略：公園的設置也是城市氣候適應戰略

的組成之一，植被結構範圍從開闊的草地到林地，形成了一個生物多樣性的

綠地，這也是自然發展的過程。公園對鄰近地區的建築具有氣候平衡的作用，

草坪產生冷空氣，在相鄰的建築物區產生空氣交換，喬木繁茂的地區在炎熱

的夏季營造出宜人的氣候，喬木和灌木的種植將空氣污染物過濾掉。 

4、 公園規劃與都市計畫配合 

  漢堡港城(HafenCity)中央 Lohsepark：公園規劃四周圍繞住宅區，公園提

供了當地得住戶不管生活或工作，都是一個可以休憩及活動、社交的良好場

所，HafenCity 之所以吸引人，正因為 Lohsepark 位於 HafenCity 心臟地帶，都

市計畫中公園位置是相對重要，公園提供非常多元的服務，不管是對人使用

需求或生態、環境以及自然的穩定度這方面的發展正與全球性都市發展趨勢

接軌。 

5、 公園規模適地適性發展 

  社子島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已規劃出 34 處總面積達 83 公頃之主題公園

（河濱、中央生態、史蹟公園等）及鄰里公園；小型鄰里公園，好比舉步可

達之便利超商，提供臺北市民努力打拼生活的休息片刻，可到附近公園小憩

舒緩身心；大、中型城市主題公園，好比大型連鎖販賣場，當市民需求程度

大於便利超商（鄰里公園）供給能力時，便驅車專程前往大賣場（大、中型

城市公園）補充能量，政府如何經營這些大賣場（大、中型城市公園）、販賣

什麼商品，更能吸引市民、國內外顧客上門消費，並提高顧客回流率。生態

社子島以主題公園、智慧生態、防洪保水跨域結合之藍海策略發展，相信會

成為一個值得驕傲的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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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綜合建議 

(一) 社區開發  

1、 舊市區更新，宜先擬訂居民溝通計畫 

  本次考察多起舊區再生案例如荷蘭 GWL-Terrein 社區，Vrijburcht 社區，

奈梅亨還地於河計畫及德國易北河威廉斯堡再生計畫等，皆於擬定計畫時，

不厭其煩的與居民溝通，傳遞核心價值，爭取居民認同，對於居民面臨的困

境，也在政策上保留彈性，並在資源上給予協助，終獲成功。建議社子島開

發及未來辦理整體開發地區，可就開發核心價值，居民困境，事前調查蒐集，

擬定居民溝通計畫，逐戶與居民溝通，政策上要保留彈性，才能有效溝通，

降低開發阻力。 

2、 社區開發更新，宜納入公民參與機制 

  荷蘭及德國社區營造除居民自發性認同社區理念外，第三部門的參與尤

顯重要，如荷蘭阿姆斯特丹的 GWL-Terrein 社區即是一例，其由房屋協會、住

房基金會及生態計畫協會等非政府組織，集結認同理念之民眾共同倡導規劃，

計畫期間反覆與公部門商討並尋求建議，營造出環境永續的無車社區，係為

民間力量為主、政府協助為輔的成功實例。建議社子島開發例如專案住宅興

建、歷史保存或堤防多目標利用以及未來整體開發地區，可積極與國內具有

共同核心理念如智慧生態、文化資產活化再生等第三部門組織合作，給予必

要之協助，吸納民間力量作為推展施政理念之夥伴。 

3、 運用圖像化工具，溝通化繁為簡 

  奈梅亨市政府，歷時 10 年的協商期間，以深入下鄉、長期駐點的方式挨

家挨戶和居民溝通，惟從計劃開始執行到協商出雙方都能滿意，是一條漫漫

長路。溝通不能只是單向傳遞訊息，需要與民互動，訊息反饋。參考荷蘭公

民參與機制，可藉由圖像化工具之運用如模擬軟體、桌遊、實作工作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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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建立出淺顯易懂的溝通語言，降低民眾參與的門檻，輔以專案舉辦座談

會、駐點服務與競圖比賽，教育市民學習如何有效率地參與政策擬定。建議

社子島開發案及未來整體開發區，可加強舉辦實作工作坊、行動辦公室、開

發圖像工具，透過理性的互動決策模式取代過往批鬥式的激進陳抗，用充分

溝通化解無效率的單向對話。 

4、 循環經濟，智慧生態社區再進化 

  智慧生態社區，可導入循環經濟社區概念，從「能源低耗」進化至「能

源循環」，並設計關鍵績效指標，以檢測循環經濟實踐程度。建議社子島智慧

建設及生態規劃，專案住宅可導入循環經濟社區概念，起示範作用。  

(二) 水環境 

1、 研訂低衝擊開發策略及規範，公私部門協力推動 

  荷蘭阿姆斯特丹推動的 Rainproof 計畫，以及德國漢堡推動的 RISA 計畫，

皆是透過雨水管理策略及低衝擊開發手段，並研訂相關執行計畫，以持續推

動與提高城市耐水能力。類似荷蘭及德國的雨水管理觀念，本府也陸續推動，

包括「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及「臺北市公共設施用

地開發保水作業要點」，皆是透過法令或規範的訂立，於建築基地開發時即一

併納入分擔雨水逕流及減少排水系統負荷，相對可逐步提高本市排水保護標

準。其他的低衝擊開發策略，例如：人行道、道路及廣場之透水鋪面，公園

綠地凹地儲留，綠屋頂，入滲溝等，本市雖然已有試辦案例，惟相關執行計

畫尚未完善，建議可採擬訂明確規範或法令或制定標準圖說等方式來努力，

以利公私部門據以推動及執行。 

2、 水利工程整合空間規劃，公共設施多目標利用 

  調整公共建設施政方向，並整合整體空間規劃發展，除了水利工程的防

洪理念外，再納入生態環境景觀及都市空間規劃，藉由結合不同領域專家組

成設計團隊，以達到公共設施多目標利用，同時兼顧排水防洪及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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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廣災害風險管理與全民協力防災政策 

  所有防洪排水設施皆有其設計保護標準，當降雨規模超過保護標準後即

有致災的風險，故建議推廣災害風險管理，適當公佈災害潛勢資訊，並藉由

防災避難演練或教育訓練方式，建立民眾知災避災離災等自主防災觀念，並

宣導民眾除可利用本府的「民眾接收水情訊息服務平台」主動了解降雨資訊，

以及早應變外，並可先自主裝設防水閘門或向各區公所申請沙包，如收到暴

雨資訊時可提早啟動防水閘門或堆置沙包，防止地表逕流進入民宅，以降低

淹水損失，另發現住家周邊的水溝進水口遭落葉或雜物阻塞，可協助及時移

除加快排除積水情形，以達全民協力防災目標。 

4、 河川全流域管理，總合治水整體考量 

  因應未來地球暖化問題，有關防洪排水的問題，不僅是以堤防及排水工

程防治，須由上游保水、中游減洪、下游防洪「總合治水」為整體考量，透

過河川全流域的工程及管理手段，結合市民的共同參與，方能獲得更大的成

效。 

5、 智慧化防災管理及水情預警 

  建置完整的防災預警系統，包含水位站、雨量站及 CCTV 等監視預警設

備、抽水站自動化系統、市區排水及河川水情預警系統，全程採電腦系統全

自動化，工作人員僅負責監測、確認，避免人為疏失產生，確保系統運作正

常，當水文量到達警戒值時，即發送簡訊通知民眾做好相關防災措施，降低

災害的發生，以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三) 公園景觀 

1、 公園規劃依照空間屬性以點線面的層級營造出不同特色空間與機能 

  公園規劃透過生態規劃之理念與方式，朝尊重生態、強化防災滯洪、節

能減碳、重視人本等思維進行，且以環境塑造重新檢視整體環境所存在的綠

色潛力與課題，尊重自然環境之特性與人文歷史之紋理，依照空間屬性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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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面的層級營造出不同特色空間與機能。 

2、 公園規劃與施工應重視由下而上(bottom up)的發展行動 

  荷蘭及德國許多政策都是由民間發起，凝聚民意後再督促政府納入施政，

這期間過程需要好多年，但也因為規劃前期經過充分討論整合民意，後段部

分施工過程也就很順利，民眾也很有感。建議各項公民參與活動，例如社子

島景觀規劃、未來公園形塑，能加強民眾討論的頻率及延長討論的時間，讓

政策能更形周延。 

3、 發掘社子島最具代表性之產業或文化意象，運用產、官、學、民，共同提案

研發大創意 

  社子島整體都市計畫已規劃完成，改造後將嶄現全新建物、街景、公園

景觀等都市新風貌；以德國埃森市政府將工業區成功改造為北杜伊斯堡景觀

公園案例，建議發掘社子島最具代表性之產業或文化意象，於開發改造過程，

以都市計畫劃定原地保留之歷史建物為基礎，運用產、官、學、民，共同提

案研發大創意，建構成為可具閱讀歷史、豐富地景風貌、文創藝術特區，留

下社子島早期舊生活模式樣態、開發歷程解說，提供前輩長者述說早年奮鬥

故事、後代市民閱讀歷史軌跡之場所，同時為本府社子島成功開發保留一處

故事場域，完整呈現社子島過去、現在與未來，並成為其他都市開發參考典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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