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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全市型生態濕地防災策略系統性規劃專業服務委託案 

 

第參章 臺北市的濕地脈絡與發展條件 

第一節 臺北市的水系脈絡 

一、從水城變成陸城的臺北市 

（一）從古臺北湖到沼澤盆地 

臺北盆地在幾萬年以前為一座湖，於地質學上被稱為古臺北湖，因為長期的淤積，古

臺北湖慢慢變成沼澤區，再逐漸變成了低窪盆地，臺灣的平埔族原住民開始在此定居

開墾。荷據時期荷蘭人為了驅逐佔領臺灣北部的西班牙人，也曾經派兵探勘臺北盆地，

並評估駐軍的可能性。1683 年（康熙三十三年），臺灣發生了芮式規模七以上的強烈

地震，史稱「康熙大地震」，據推測震央位於金山斷層一帶。地震後接連而來的大小

餘震，讓臺北盆地本來就鬆軟的土壤液化，造成大範圍的地勢陷落，讓原本地勢就低

窪的臺北盆地瞬間低於海平面，造成海水倒灌，讓原本的臺北盆地變成了一座大湖，

形成了「康熙臺北湖」。在「雍正臺灣輿圖」裡，即可清楚的看到臺北盆地被畫成一

座大湖泊，這也證明「康熙臺北湖」的存在（圖 3-1）。在大地震結束後，「康熙臺北

湖」存在了百餘年，後因潮汐影響，沈積物增多、降雨量減少和人為的拓墾，湖泊逐

漸淤積而慢慢消失，但仍然留下來不少的地質證據，如內湖的大湖、大陂（現碧湖公

園）、社子島以及新庄子埤等皆是湖水退落後殘留遺跡。 

 
資料來源：假圖天國，2012 

圖 3-1  雍正臺灣輿圖-康熙臺北湖 

（二）農地開墾造就發達的埤圳系統 

16 世紀的臺北市因為主要的核心區域仍多為沼澤，加之海港便利性，臺北的發展侷

限於基隆與淡水一帶以及依河而生的艋舺、大龍峒、大稻埕等。隨著湖水退去，臺北

盆地內的農田開墾約起於康熙末期，雍正與乾隆年間。現今臺北市大安區一帶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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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興起水田化運動。農地的開墾，往往與水利灌溉設施的開闢同步進行，水圳埤

塘系統深刻地影響了先民的空間發展認知與臺北盆地的發展（圖 3-2）。 

先民最初利用天然池沼，築坡造埤，下雨時儲水，利用雨水灌溉田園，故出現上陂、

下陂、土地公坡（今金山南路郵政包裹大樓北側）、柴頭陂，而永春陂、蝴蝶陂、中陂

等是利用山區邊緣築堤攔截山溪形成的。後因陂水不敷使用，於雍正、乾隆間配合瑠

公圳的興築，圳道陂池遍佈全區，臺北市的開發逐漸由西向東移動。 

至明治 43 年（西元 1910 年），臺北地區共計有雙連埤（雙連火車站的西北方）、大

竹圍埤（新生北路一段與長安東路一段的末端）、下埤（中泰賓館後面至南京東路一

帶）、三板橋埤（南京東路與林森北路一帶）、上土地公埤（濱江街與五常街一帶）等

大小八個私埤併入瑠公圳組合，新增灌溉農田達四百餘甲。瑠公圳組合的灌溉範圍，

遍及整個大臺北地區發揮了最大輸水功能。在都市發展上舊臺北城以內區為主的城內

建築漸趨飽和，不得向西門以外區域延伸，但因擴展面臨淡水河，在現實發展下，臺

北區域只好向南北發展。1930年代期間，相較南北發展，臺北往東發展則更為明顯。

在以六十萬人口為設計的臺北市區都市計劃中，總督府開始於臺北東門附近的東區大

量增設學校預定地，其中以東門町及富田町為最多，而隨著學校興建，臺北市大量民

宅也隨之在此區域興建（圖 3-3）。然而這種官方主導公共建設，民間配合的都市東移

政策，從 1930 年代一直沿用到 21 世紀的臺北。此時也奠定了整個臺北都會區在核

心地帶的發展。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1921 

圖 3-2  1921年臺灣堡圖- 清代留存埤圳系統仍可窺見 

 
資料來源：University of Texas Libraries,1945；本計畫繪製 

圖 3-3  1945年美軍測繪圖-原有埤塘已逐漸消失，特一號道路分割都市                     

發展，大安、信義仍以農地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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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會發展與水路的式微 

於光復後的 50 年代，瑠公圳在臺北的農業灌溉價值，隨著工商業發達而逐步式微，

反而淪為髒亂惡臭的排水溝。而戰後大量人口的湧入，部分地區的圳溝被填平，有些

地方則是加蓋再做別的利用。民國 61 年瑠公圳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加蓋工程，也象徵

著臺北市利用農田水利灌溉的農業文化正式向都會區告別（圖 3-4、3-5）。 

在水城臺北一書中曾提及：老臺北是個水城，是個裝了點水的盆子，有一百五十餘條

隨處可見的大小溝渠小溪小河，人在臺北行走，總是隨時準備過橋。臺北的城市發展，

從最早開發的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一路由西向東拓展，直到日本統治時代

末期，城市的邊緣已經大致發展至如今的新生南北路一帶。戰後，臺北城在近幾十年

的產業結構轉換，原本東區以農田埤塘組成之農業地景已完全掩蓋在筆直的道路與大

樓林立的市區之中。不難發現外來移民與產業轉變是整個臺北都會區轉變的重要媒介。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1983 

圖 3-4  1983年行政區域圖- 僅有部分地區仍可見就時圳路系統，大安區已密集開闢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3-5  2012年空照圖-都會區密集開發，區內難見水路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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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水資源的留存與傳遞，是一個涵容多樣生態活動的都市發展核心。無論是從臺北

湖、圳路水道埤塘阡陌縱橫的水城市，在整個農業活動的結束下，導致豐沛的水資源一

點一滴的消失；又或者是都會區沿水發展、以水為界的空間脈絡。透過這樣由既往、現

在的臺北市的環境、產業變遷歷程進行檢視，幫助我們瞭解到臺北市水生態的空間涵構，

並將有助於後續尋求水城臺北、水生態臺北復育之可行方向。 

二、臺北市的水系發展 

臺北盆地在前清康熙時代猶為湖泊，其後方逐漸淤積而匯聚成市，故盆地內地勢本屬低

窪，又因淡水河出海口附近之關渡隘口河槽狹窄，整個臺北盆地水系呈壺口狀。為保護

區內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政府自民國 49 年起即著手研究規劃，就蓄洪、攔洪、分洪、

束洪、導洪、避洪等十數種可能方案進行評估分析，最後由經濟部於民國 62 年訂定「臺

北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於民國 71 年分三期在大臺北地區實施。該計畫之目標為以

整個大臺北地區為實施範圍，採用 200 年重現期之洪水為保護及設計標準，沿淡水河及

其支流兩岸興建堤防，為疏導新店溪及大漢溪的洪流量，特開闢二重疏洪道辦理分洪，

並配合改善排水系統，保留大片濕地維持更佳的生態保育環境，使大臺北地區獲得防洪

保護及區內排水的改善。 

臺北市境內的河流絕大部分屬於淡

水河流域。淡水河的支流新店溪自臺

北盆地的南邊流入，與其支流景美溪

合流後，形成臺北市西南方與新北市

的自然邊界。河道向西北蜿蜒流經景

美、公館、古亭等地，至萬華附近與

大漢溪合流後，始稱為淡水河。此後

向北流經大稻埕、社子，至關渡附近

與支流基隆河會合前，亦形成臺北市

西方與新北市的自然邊界。基隆河自

盆地東北邊流入，經南港、松山、內

湖、士林、北投等地，橫貫臺北盆地

的北半部。過去因河道極為彎曲，每

遇大雨常有水患，因此在南港至士林

間的部分河道實施過截彎取直工程。

景美溪系由盆地東南邊流入，橫貫文

山區後於景美注入新店溪。另有發源

於盆地北側山區的磺溪、外雙溪等河

流，彙集後注入基隆河。此外另包含

水磨坑溪、內溝溪等。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3-6  臺北市水系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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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淡水河主流 

淡水河發源自位於雪霸國家公園內的品田山，流域面

積約 2726 平方公里，全長 158.7 公里，平均坡降

1:122。淡水河主支流蜿蜒流經新北市、臺北市、桃園

市及基隆市四個北部主要行政區，廣及山林、鄉村、

都市等土地利用型態，沿岸富涵重要的生態、人文及

水利資源。 

（二）新店溪 

新店溪上游分為北勢溪與南勢溪，源頭都在雪山山

脈。其中北勢溪長約 50 公里，源頭於棲蘭山。南勢

溪長約 45 公里，源頭是塔曼山、拳頭母山，水量豐

沛。新店溪全長約 82 公里。新店溪流域面積約 909.54

平方公里，流經烏來區、龜山區、屈尺、直潭、新店、

景美，在公館處合成主流，位於臺北市南界，至江子

翠與大漢溪交會，開始流入淡水河中。 

（三）基隆河 

基隆河為臺灣最北的河流，發源於平溪區石底西端之

菁桐山、標高 300 公尺，主要支流為磺溪、雙溪、磺

港溪、內溝溪，途中流經新北市平溪區、瑞芳區、基

隆市暖暖區、七堵區，再經汐止區進入臺北市，最後

流至關渡平原注入淡水河，流域面積 490.77 平方公

里，河長 86 公里。其流經北投區支流有水磨坑溪、

貴子坑溪、磺港溪、北投溪等；流經士林區支流有外

雙溪、磺溪、內雙溪；流經內湖區支流有內溝溪；流

經南港區支流有大坑溪、四分溪等溪流。 

（四）景美溪 

景美溪位在臺北盆地的東南方，河道由東向西流入盆

地，貫穿石碇、深坑、木柵及景美，兩岸河谷平原，

在石碇及深坑地區極為狹小，中游至坡內坑後漸開擴，

成為早期居民墾殖營生的根據地，近年兩岸大量開發，

河床泥沙淤積嚴重。景美溪為新店溪下游右岸主要支

流，流域面積 113.72 平方公里，上游主流稱永定溪流

量豐富，至雙溪口匯石碇溪後始稱景美溪或深坑溪。

經木柵至景美萬隆溪子口附近注入新店溪，全長

28.25 公里。北岸支流除坡內坑以東的福德坑、密婆

資料來源：Wikipedia Tamsui River 

圖 3-7  淡水河右岸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2011 

圖 3-8  新店溪華江雁鴨自然公園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圖 3-9  基隆河百齡橋段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圖 3-10  景美溪左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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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石壁坑、灰窯坑及軍功坑，因山谷直達河岸，分別有小支流流入景美溪外，坡內

坑以西，因聚落高度開發，昔日天然的小支流河道，已多被人工排水道取代。流路短

且流量少但終年有水；南岸 90%以上地區為山坡地，地勢由東南向西北傾斜，支流依

地形匯集於各山谷中，分別由東南向西北注入景美溪，由東向西依次為猴山坑溪、指

南溪、待老坑溪及阿泉坑溪。其中指南溪因集水區範圍最廣，流量大而穩定外，其餘

各支流之流量均小。 

三、臺北市隱匿的水路系統 

臺北盆地原是森林沼

澤，凱達格蘭人生息

之地，在清朝年間，

因漢人開墾興建水

圳，轉變成為水田埤

塘圳道交錯的魚米之

鄉，然而隨著時代變

遷、產業轉型，臺北

又成為政治、經濟、

文化匯集的都會城

市。隨著都市化的腳

步，原本灌溉良田阡

陌的水圳紋理，經填

土加蓋，日漸在城市

叢林中淹沒，水路在

歲月的流轉的軌跡

中，只留下彎彎曲曲

的巷道，及斷斷續續

常民生活記憶的遺跡

（圖 3-11）。 

窺探臺北市地籍資料中地目編定，似乎可尋找過去

水田埤塘圳道交織的榮景，透過地籍地目池（池

塘）、水（水路、埤圳）、溜（水庫、沼澤）、溝（溝

渠、運河）等地目還原臺北市水資源空間分布，尋

找隱匿在都市城際之中的水路系統，拼湊過去臺北

盆地的水路紋理。隨著都市開發地目變更，使的水

路系統變的斷斷續續，但仍可探知過去淡水河周邊

趨向城市發展水田埤塘圳道較為稀少，而中山、大

安區以東地區則多為水田農地，密布多條圳道，鄰
資料來源：Kevin,2008 

圖 3-12  水圳紋理消失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3-11  臺北市地籍資訊水資源彙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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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山區溪流、河川部分溝渠、圳道使用較多保留（圖 3-12）。 

四、瑠公圳-臺北最古老的灌溉水路 

清朝乾隆元年（1736年）郭錫瑠連同漳州族人從彰化北

上臺北開墾，定居於臺北中崙莊。因開墾中崙一帶土地，

獲得了興建灌溉溝渠經驗。當時的拳山（今文山公館往景

美左側的山）仍然是一片荒地，其計畫引新店溪的水源，

從事大規模的水源水道建設，從遠自十數公里的新店溪

青潭源頭，引水至中崙附近的錫口（今松山）興雅莊（今

松山菸廠區一帶）。 

瑠公圳包含了瑠公圳主幹道、瑠公圳第一幹線、瑠公圳第

二幹線與霧里薜支線、大坪林圳（圖 3-13、3-14）：以下

為瑠公圳現存可見的圳道及相關紀念地，其中 1~5 的舊

水圳現況多為排水溝或被整理成生態池，具有較大的復

育價值。 

（一）松仁路及信義路交叉口的中強公園內水溝 

（二）臺灣大學校內，瑠公圳水源發源地（可從基隆路校

門口進去） 

（三）溫州街與辛亥路交叉口附近，溫州街 45 巷（生態

池） 

（四）捷運七張站附近的明德路（明德橋下） 

（五）吳興街 432巷，吳興公園，延著山邊亦會發現舊水圳（排水溝） 

   
資料來源：李宗信，2014；彭美里，2015 

圖 3-14  瑠公圳水圳系統圖(左)與灌溉分布圖(右) 

資料來源：文化部，2005 

圖 3-13  瑠公圳的今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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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北市推動濕地系統的基礎 

一、氣候變遷 

（一）臺北市總合治水總體目標與綱要計畫規劃及推廣業務 

為延續 93 年 12 月完成「總合

治水對策規劃」專案計畫，並協

助「臺北市總合治水推動委員

會」有效推動總合治水工作，故

此研究計畫針對總體目標量

化、分擔量規劃、推動期程、效

益及評量機制等進行深入探討

及研析，並在既有山坡地部分

綱要計畫、河川防洪部分綱要

計畫、雨水下水道部分綱要計

畫、都市建設及建築管制部分

綱要計畫、防災預警部分綱要

計畫及教育宣導部份綱要計畫等六項綱要計畫下進行研議並提出具體可行之方案，整

合市府相關單位推動各項工作，以達成保水、透水、防洪、生態城市之目標，創造生

態少災宜居生活環境。 

廣義說明集水區基地保水效益除具有排水流量減降效益外，因施設滲透設施及貯留構

造可借由工程改善當地景觀和提高公有設施(道路或停車場、運動場、公園)行人及車

輛活動之舒適度，並經由植栽綠化配合調和當地空氣濕度與氣溫；至於經滲漏或收集

之地下貯留水則可提供作為再利用水源，包括灌溉、澆花或滌洗水，甚或緊急維生水

使用，由其替代可減少自來水之消耗而達到節能功效發揮。而土壤透水植生可增加吸

收 CO2 之光合作用機會，另因空氣溫度之受水資源涵養調和而獲得調降，進而使當

地市民之空調耗能減少，相對地由空調機電動力所衍生之 CO2 廢氣可得減量。另外，

因實施保水措施而改善當地環境景觀，有

利於提高居住品質，從而抬升地價或房價，

增加都市繁榮，皆為保水之間接效益表現。 

在總合治水各執行事項及綱要計畫分擔量

上，透過北投士林科技園區西基地示範區

不同土地利用與公私部門保水分配，調洪

池設施分擔及滲透、貯留等流域分擔保水

方式，以量化方式模擬評估各局處短、中

及長期可分擔量化目標成果，能有一較佳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2017 

圖 3-15 臺北市總合治水總體目標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2017 

圖 3-16 流量歷線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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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並提升排水系統之降雨容受度與最大排洪能力。 

（二）因應全球暖化及氣候異常研擬淡水河流域都市發展與流域防災整合 

為關切國際十餘年的對於流域治理的
發展經驗和過程的累積，為將臺灣過去
都市發展經驗得以承載永續發展的可
能性，進而以最佳管理作業措施 BMPs
導引模式做為臺灣推動都會地區氣候
變遷抗災防洪治理政策和計畫實踐上
的基準參考。提出新的水系治理概念，
整合地景改造與水系治理任務，將傳統
上河道分配的任務分散至自然涵養分
配、人為涵養分配與滯洪調節分配上，
以未來一個整合的水防線治理佈局引
導不同空間尺度與任務的水處理分區，
包含雨水與河系在暴雨時分段防水、分
段滯洪的水防線佈局，配合各種規劃模
組與 BMPs 作為水質水量控制，生活雨
水創造微型集水蒐集、中水接管進行簡
易處理再利用，發展生活產出水的貯留
與淨化，讓生活空間分散保水責任。對
於後續的研究與流域治理發展的推動
工作，提出下列具體的建議： 

1.結合防災、生態、景觀的國土計畫與

空間規劃 

臺灣國土空間規劃建議突破過去以行政區為範圍的規劃方式，以流域範圍進行整體
的土地規劃與考量，從流域集水區上游的國土保育、水源涵養到下由水資源供給、
防洪與河川涵容能力的整體思維，除了有助於水資源利用及防洪治水外，也將提高
流域生態系統的容受能力，減低氣候變遷造成的不確定性衝擊。 

2.土地使用管制納入洪泛管理考量 

從流域治理的角度而言，如何從都市發展及土地使用管理向度，納入洪氾管理考量，
輔以適度工程技術手段控制洪災程度並且將每塊都市土地做為洪水共同承載單元，
為未來城鄉因應極端氣候的重要考量。例如，在土地進行開發之前，適當地配置開

發區與調整開發密度。 

3.相關法令、組織與治理模式必定要有所轉變 

面對著氣候變遷的不確定性，不管是政治組織、法令，甚或人民的生活習慣與思維，
也應該跟著改變。在個人必須學習謙卑和改變生活方式；在主政者更要有魄力之遠
見，創新政府角色、積極革新政府組織及公部門思維，透過不同部門間的整合協調，
以因應變遷與挑戰。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1 

圖 3-17 水防線分區治理及 BMPs導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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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海綿宜居城市實現策略規劃與課題探討（執行中） 

考量近年來極端氣候的變遷及

熱島效應的影響，城市水治理

的策略方針不能只局限於單純

治水工程，更應透過韌性水治

理、活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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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藉由本

計畫，來擬定未來臺北市海綿

宜居城市在多面向策略下之架

構與其執行事項，並規劃評估

相關課題，來解決現階段短延

時強降雨所造成淹水事件，恢

復都市水資源循環。 

本計畫延續「臺北市總合治水

總體目標與綱要計畫規劃及推廣業務」優先選定北投士林科技園區作為海綿城市示範

區，依據臺北市各項建築管理、保水透水等相關規定及低衝擊開發，增加土地洪災容

忍力及自我重建能力，以及導入智慧防災科技，建立離災 SOP 及保全計畫，運用網路

與行動科技協助防洪或搶修，並規劃各項設施如：平面配置圖、綠化配置圖、設施剖

面圖、3D模擬圖等，建構一個宜居、生態的海綿城市。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2016 

圖 3-18 經濟部水利署流域綜合治理簡報及流域特定區
域計畫之規劃(張學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2016 

圖 3-19 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產業主軸暨開發先期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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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景觀生態 

（一）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綱要計畫 

以策略規劃方式串聯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綠色基盤之自然區塊與網絡，形塑臺北

都會區綠色基盤網絡系統，並透過目標的確立、對策及推動機制、經營管理的建議提

擬，指導臺北都會區未來土地的使用與開發，促使其朝向永續發展與生態城市的目標

邁進。 

1.盤點自然、人為、潛力及廊道 4 類綠色基

盤 

盤點都市內多功能綠色空間網絡，有助於

提昇自然和建築環境品質，包含自然的綠

色空間和人為管理的綠地及連接空間所構

成的聯繫網絡，彙整為為自然、人為、潛力

及廊道 4個種類進行特性及課題分析。 

2.擬定「綠色首都圈-4G 生活網」發展願景 

以優綠、添綠、補綠及行動綠 4G目標，提

擬「鞏固」與「補強」、「創造」與「串連」、

「補救」與「提升」及「行動整合」7大執

行手段 18 項策略方向及 64 條行動方案做

為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推動基礎。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1 

圖 3-21  綠色基盤發展策略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1 

圖 3-20  綠色都會區 4G生活網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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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未來 30年都市發展願景綱要計畫-生態城市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 

臺北市北東南三面環山，兼具風、火、山、

林、水的特色，是世界少有具自然生態 特

色的城市之一，為了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

並達成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及生態良性循

環之生態城市目標，臺北市政府以「全球氣

候變化，亟待推動永續性發展且更健康、更

適合民眾居住的城市，規劃 30 年至 50 年

城市發展計畫，讓臺北市充滿綠意，樹、草、

花、土、動物昆蟲的多元，生物多樣性與城

市的永續息息相關，城市的發展與大自然

緊密結合」為訴求，研擬「生態都市發展策

略與行動方案」。 

由六大議題：Tree 綠意、Aqua 親水護水、Infrastructure 綠色公設、People 綠生活圈、

Energy節能減碳、Intelligent智慧生態城，這六大議題的頭英文字母剛好形成「TAIPEI」

一字，循序訂定各議題相關策略與行動計畫，以 2030 年為目標年，循續打造「更親

水更健康之生態環境」，以達到永續臺北生態城市之願景。 

1.Tree 綠意 

充滿綠意的家園 

都市田園生活樂 

2.Aqua 親水護水 

找回清澈的淡水河 

不淹水的臺北市 

恢復自然的戲水環境 

3.Infrastructure 綠色公設 

回歸人本交通環境 

零污染的綠色交通 

4.People 綠生活圈 

都市中的聚落生活模式 

5.Energy 節能減碳 

共同減碳愛地球 

6.Intelligent 智慧生態城 

臺北智慧化 生態事半功倍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2 

圖 3-23  Aqua親水護水串連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2 

圖 3-22  循環有機臺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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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園綠地系統策略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執行中） 

藉由探討臺北市公園綠地系統架構的課題，提出綱要計畫及相關策略。此外，亦將研

擬公園綠地闢建順序原則，並針對有待改善部分指認重要改善地區，為提升公園綠地

規劃設計維護管理各面向之品質，並辦理願景規劃、工作坊及研討會等，透過社會集

體力量相互交流汲取經驗，建立臺北市公園綠地系統論述與願景，並期待在未來逐步

落實。 

城市綠地系統的發展應以「環境共生」理論為基礎，在保全城市自然資源的原則下，

以都市綠地生活為核心，並以「人」的居住福祉和綠地長期計畫為考量，來建構臺北

市的城市綠地系統。健康的城市綠地環境中應具有多樣尺度的空間資源平衡。因此，

都市中應該有小自然的綠、中自然的綠、和親近大自然的綠，如此，才能成就健康的

都市綠地生活。在這樣的理念下，我們試著以都市居民日常生活使用者觀點來論述，

從人性和生活這兩種面向為出發點，建立一個以生活街為核心，動態的綠地鄰里概念。 

與環境共生的都市是一種「社會—經濟—自然」三種要素皆達到相互共生的都市。我

們希望臺北的綠地系統是以「生態/綠色基盤」為建構基礎，讓綠地系統成為承接自然

環境對都會中心公園綠地的應對角色、及由下而上醞釀人居生活對公園綠地的理想實

踐；最終成為一個兼顧自然保全和恢復、創造人與人之間緊密連結的永續都市型態。 

依循上述原則，針對臺北都會區的綠色基質整合與潛力基盤創造，提出下列三點綠地

系統的建構方針： 

 從區域尺度，產生順應臺北盆地的

環境分區。 

 從社區尺度，創造有生活品質的綠

地內涵。 

 以策略綜整，建構公園綠地作為承

上啟下的生活圈域。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2016 
圖 3-24  公園綠地系統操作構想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2016 
圖 3-25  全市性公園綠地系統願景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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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地保育 

（一）臺北市濕地保育策略綱領規劃與保育利用計畫擬定委託專業服務案（執行中） 

臺北市主要由山、河川、平原及湖泊等單元組成，其中屬濕地生態系統之面積廣大，

為重要生態系統之一，希藉由濕地相關資料蒐集分析及公民參與機制，研擬臺北市濕

地系統整體保育策略綱領，規劃完整的濕地保育管理策略，並辦理涉濕地營造、綜合

治水與水岸活化等相關議題之國際研討會。另因濕地保育法已於民國 104 年 2 月 2

日起施行，臺北市「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屬地方級重要濕地，依法應訂定保

育利用計畫，以利後續維護管理。本案除蒐集濕地周邊基本資料，亦進行濕地生態之

調查分析，擬定「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三重埔埤位於生產製造中心第 202 廠內，因過去的四分溪截彎取直工程，使的埤塘缺

乏水源而逐漸淤積，進而分割為一大一小埤塘，小埤塘即為目前的三重埔埤；目前國

家生技研究園區透過復育人工濕地的方式，期望將大埤塘恢復為古三重埔埤之風貌；

而隸屬重要濕地範圍之三重埔埤，及水系與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之人工濕地相連，且因

位於重要軍事設施範圍內，故周圍仍保有完整的自然淺山，是維持淺山生態系不可或

缺的水域環境。因此，為繼續維持三重埔埤一定的生態服務功能，將三重埔埤定位在

「維護生態多樣性」。 

新庄仔埤為臺北市難得的天然埤塘，與周邊的姆指山一同提供都會區中生物棲息的重

要生態廊道，惟周邊人為開發行為將逐漸影響新庄仔埤的生態功能，需透過復育策略

回復以往生態環境；新庄仔埤具有深厚的人文歷史背景，鄰近住宅區、學校用地，一

般民眾皆可輕易到達，因此適合做為濕地生態及南港歷史的環境教育場地，並可兼具

景觀休憩功能，可做為台北市濕地明智利用的首例，將新庄仔埤定位在「都會型濕地

明智利用典範」。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2015 

圖 3-26  南港 202兵工廠及周邊濕地保育利用分區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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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北市濕地之定義與濕地現況描述 

一、臺北市濕地之定義 

（一）濕地的定義 

根據 1971 年拉姆薩公約(Ramsar Convention)所界定的濕地係指：「無論是自然的或人

為的，永久的或暫時的，其水為靜止的或流動的，抑或淡水，半鹹水或鹹水地區內之

的草澤(marsh)、沼澤(fen)、泥煤地(peatland)或水域；包括低潮時水深不及六公尺的海

域。」(Beazley, et al.1994) 

濕地包含多功能的藍綠帶空間網絡，有助於提昇自然和建築環境的品質，涵蓋自然的

藍綠色空間（湖泊、森林、自然資源區、保護區等）和人為管理的公園綠地（市區公

園、綠地、水岸、和歷史景觀設計），以及連接空間（行人道、自行車道、綠色走廊、

水道等）所構成的聯繫網絡。濕地系統應從都市中心到鄉村地區等所有的空間尺度都

包含在內，其規劃主要是為了提供、保護和聯繫這些綠色空間網絡，來連接河川廊道、

林地、自然保護區、都市綠地、歷史遺跡等策略規劃，達成綠地與通道的網絡、景觀、

生物多樣性等目標。 

（二）濕地的重要性 

濕地最大的功能在於其能吸收和儲存過多的

洪水並且調節水位，減少洪水所造成的災害，

並且保護環境資源。亦可以應用於受污染物質

清除，因為流經濕地的廢水及受污染物質，透

過濕地植生的吸收及過濾與沉澱污染的物質，

可以重新獲得乾淨的水，許多濕地被利用來處

理廢水及淨化水質，均有良好成效。 

濕地因其豐富的生產力，提供魚、蝦、貝及無

數的底棲生物良好棲息環境，科學界將其視為

「生命基因庫」之保存地，因此在全球生物多

樣性的保護上有其重大意義。(薛美莉，2003)  

另外，濕地經過規劃、設計和整合後，能改善

環境品質、健康和福祉、社會的意識，並提供了運動、活動和非正式娛樂的場所(Chris 

Blandford Associates，2007)，達到下列四點： 

1.提供更好的環境背景下，尊重現有的景觀特色。 

2.保護和改善現有的生物多樣性，創造新的生物多樣性的區域和扭轉分散的棲息地，

恢復它們之間的連接。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4 
圖 3-27  濕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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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持續、新的和強化空間的聯繫。 

4.協調使用各類型濕地，優化於休閒、生物多樣性、排水和防洪管理和其他社會經濟

價值等，有助於提高生活品質。 

（三）濕地的主要功能 

濕地的主要功能兼具調節水資源、自然生態、生活娛樂、景觀環境與都市發展等多面

相的總合體，其主要功能詳述如下(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綱要計畫，2011；臺灣濕地

網：濕地學堂)： 

1.作為永續資源管理的基礎 

氣候改善的方面來看，濕地對於大氣中氮循環(nitrogen cycle)、硫循環(sulfur cycle)、

以及碳循環(carbon cycle)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濕地植物、苔蘚類、水苔植物等吸

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而固定成為植物的細胞組織，最後成為濕地沼澤中的泥碳。特

別是土地與水資源的永續管理，包含糧食資源的生產、污染控制、氣候改善與增加

土地的滲透率等。 

2.調節水資源 

濕地在防洪上扮演重要角色，具有調節水位的功能，提供廣大的蓄水範圍，水量多

時能吸收並儲存過多的水分，當大地水分不足時，則能適度釋放水份，且濕地因為

本身土質特性的關係，水流過或滲透此地速度都會減緩，流速減緩後濕地就可以留

住水中養分，並過濾化學有機廢棄物保持水質乾淨。 

3.具有生物多樣性的機能 

著重在不同地景與地貌的尺度上連接重要的野生物種的棲息地。濕地在同一土地上

提供了豐富水、營養份及多樣性的基質，成為理想的生物住所。濕地本身可供給食

物資源與棲息地，加上生物多樣性，能組成完整而歧異度極高的生態區。濕地的泥

土將水中豐富的有機碎屑抓住以後，成為泥中的貝類、螃蟹和蝦子這些食底泥生物

的養分，而蝦、蟹與貝類又是鳥類的主食，如此形成獨特的生態系，孕育出專屬於

濕地環境的特有種。 

4.提供多面相的休憩與樂活 

利用各類型濕地與數種休憩元素鍊結，如與其他非車輛使用的之登山步道或自行車

道，或是都市內之地區型公園、都市邊緣之河濱公園等，強調都市居民的環境健康

與都市生活的品質。 

5.提升環境景觀價值 

在臺北市居住環境的周圍，海拔 800 公尺以下的自然環境稱之為淺山，也是許多種

野生動物如穿山甲、石虎、臺灣獼猴、臺北赤蛙、臺北樹蛙、大琉璃紋鳳蝶、黃緣

螢等的家園。而淺山對我們的生活影響十分直接，人類也需要依存淺山來增加我們

的生活品質。其功能不僅可以淨化空氣、涵養水源、防範土石崩落；地形平緩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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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讓悶熱的空氣吹散，調節氣溫；濕地更可以在大雨的時候蓄水滯洪，防止淹水。

而生態系中生活的生物，更維持著生態平衡，食物鏈的健全可使我們的農田果園不

會有嚴重蟲害。除了這些物理、生物性的價值外，淺山環境裏的公園、步道更提供

我們休閒遊憩調適身心的好地方，以美學與功能的角度來評估藍綠帶空間與廊道等

元素，來強調並提升都市整體環境景觀元素之價值。 

6.作為區域發展參考藍圖 

藉由提升整體環境的質與量，來塑造未來永續的區域與都市生活環境。濕地在防洪

上扮演重要角色，在地表水量多時，能有足夠的時間滲透到地下，充分補充地下水，

也防止地層下陷；在地表水量少時，濕地則能將儲蓄的水慢慢釋放，亦有調節水位

的作用。河流兩旁的濕地在暴雨導致河水氾濫時則迅速吸收洪水，形成完美的緩衝

帶保障兩岸與下游的生命安全，當洪水退去時河流旁就形成肥沃的氾濫平原。由於

濕地地形平坦寬廣，能減緩洪水的衝擊，調節河的流量與流速，減少因沖刷而導致

土石流的風險，也保護了人類與生態的居住空間。 

（四）濕地的特徵 

濕地特徵可以分成兩部份，即自然區塊(hub)與連接網絡(linkage)。其中，自然區塊(hub)

是最主要之濕地網絡，可作為生態系統之起始點與野生動物之棲息地，它包含(臺北

都會區綠色基盤綱要計畫，2011)： 

1.保護區：如國家公園與野生動物保護區。 

2.受保護之原始林地：公有之大型土地具資源保護、自然與遊憩價值如國有林地。 

3.生產用地：提供人類日常所需之土地，但處於未完全開發之狀態，如私有土地、林

地與牧地。 

4.地區型公園：不具高生態敏感性之地區。 

5.社區公園：小型公園或社區用地具自然環境特色與生態特徵。 

資料來源：吳兆安，2011；Neihu Toastmasters Club，2012 

圖 3-28  自然區塊(hub)示意圖 

而連接網絡(linkage)則是用於連接濕地系統內各自然區塊，並促進各類型濕地之活化，

連接網絡包含： 

1.地貌連接：大型保護用地直接連接線有之公園、保留地與自然地區，並提供主要廊

夢幻湖濕地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大湖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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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供物種流動。 

2.保護廊道：低生態敏感之保護地區如河川與自然水道，同時提供生態與遊憩之功能。 

3.綠道：提供生態保護與遊憩功能之土地廊道。 

4.綠帶：可開發之土地區域同時提供保護原始生態系統與生產林地及牧地之功能。 

5.生態緩衝帶：緩衝區可降低都市與鄉村地區間之張力，同時提供生態與社會價值給

當地居民。 

資料來源：老米之家，2014；阿城遊記，2008；Tony，2008 

圖 3-29  連接網絡(linkage)示意圖 

（五）臺北市濕地規劃的必要性 

臺北市在近幾十年的產業結構轉換中，原本東區以農田埤塘組成之農業地景已完全掩

蓋在筆直的道路與大樓林立的市區之中，外來移民與產業轉變為整個臺北都會區轉變

的重要媒介。本計畫將透過臺北市濕地資源盤點，串連濕地(點)與廊道(線)建構整體

濕地系統架構(面)，有效減緩都市過度擴張的影響，以維持整體環境生活品質。 

1.以總合治水概念，將治水與保水計畫作為都市生活空品質展現，成為低衝擊性發

展的首要挑戰與任務。 

藉由分析臺北市周邊地區地表逕流與排水系統及設施，以集水區作為水管理的單位，

結合總合治水機制與手法，提出一獨特的濕地公園結合滯洪與水位補注的方法，從

山域到河川，分別檢視分析其自然條件、水的能力，並且將其他各種資源如土壤、

地質、地形、植被、生物等納入體檢項目，針對都市內各分區系統的重要濕地，賦

予各濕地定位、機能及價值（以促進生態保育、防災滯洪、降低熱島效應、涵養地

下水、淨化水質、提供糧食生產等明智利用精神），提出一組含水質、水量、水與生

活等一系列控制元素的最佳化操作設計，結合空間、土地使用、景觀、基礎設施、

公共工程等作為實質的展現，作為全市推動低衝擊開發與永續城市之基礎。 

2.提出以濕地生態系統為載體的城市整體規劃成果 

城市是有機體，各種能量系統會隨著自然與人為因素引發擾動，在既有的空間結構

下，能彈性且有效率地反應外在衝擊，賴於生態系統有效運作以及生態基盤的健全，

臺北市濕地系統的操作，能最有效且彈性地回應不同地區的特性；對既有的河川、

水路、溝渠、水圳，結合可以承載水體的綠資源包括開放空間、綠帶公園等，可成

為一綠色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ructure)，此乃具有複合功能的(滯洪、防災、景觀、

臺北市道南河濱公園 臺北市大佳河濱公園 臺北市士林區尾崙水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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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蓄水⋯)，而且是與自然環境具有最佳化關係之都市整體規劃系統。 

3.創造民眾共同承載都市發展遠景的平台 

參考國內外案例進行濕地規劃的營造與改造，再一次檢視臺北市全市型濕地防災型

策略所會遭遇的困境與課題，透過動員當地各個階層與組織，以公開討論及各種開

放性的活動來吸引、鼓勵民眾提出對都市發展的經驗與觀念，共同激發更多的想像，

進一步促成臺北市都市發展與行動的內容。 

因此，以目前臺北市高度都會化的情形下，想要讓都市環境尚未串連的公園綠地、濕

地等空間，能夠發揮較完整的生態機能並與都市外圍自然區塊相互連結，以提升都市

居民的生活品質與生態物流與能量的流動，推動臺北市整體濕地規劃為極具必要性的

方法。 

二、臺北市的濕地資源指認 

臺北市除了鄰近淡水河流域1，擁有豐沛的河川濕地資源外，都市內部也存在許多規模

不一的水體，在濕地的廣泛定義之下，臺北市濕地組成共包含數種類型，可初步將其分

類為自然濕地及人工濕地二大類型。 

（一）自然濕地 

淡水河流域上所形成之自然濕地大致可分為河域型、自然野地型、水圳埤塘型等三種

濕地類型(美麗臺北花園生態城市綜合規劃、建置計畫，2012)，彙整如下表 3-1。 

1.河域型 

淡水河、基隆河、景美溪、新店溪、外雙溪、水磨坑溪、四分溪、磺溪、內溝溪、

關渡紅樹林保護區、關渡自然公園、臺北市野雁保護區、華江雁鴨公園等。 

2.自然野地型 

陽明山國家公園-夢幻湖、鹿角坑生態保護區、磺嘴山生態保護區等。 

3.水圳埤塘型 

南港 202 兵工廠範圍內的後山埔埤、新莊埔埤、三重埔埤等，其中面積較大為大湖

公園大湖（111,624.95 m2）、碧湖公園內湖大埤（73,416.92 m2）、東新陂（新庄埤）

（44,150.53 m2）三個皆為「古臺北湖」湖水退落後殘留遺跡（圖 3-30）。 

  

                                                 
1 流域相關資訊說明於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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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自然濕地一覽表 

地點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m2) 
自然濕地 

河域型 自然野
地型 

水圳埤
塘型 

淡水河 河川區 - ◆   
基隆河 河川區 - ◆   
景美溪 河川區  - ◆   
新店溪 河川區 - ◆   
外雙溪 河川區 - ◆   
水磨坑溪 河川區  - ◆   
四分溪 河川區 - ◆   
磺溪 河川區 - ◆   
內溝溪 河川區  - ◆   
牛奶湖 國家公園 849.34  ◆  
夢幻湖 國家公園 5,374.42  ◆  
硫磺谷遊憩園區水池 國家公園 1,501.57  ◆  
地熱谷水池 公園用地 2,084.29  ◆  
大湖公園大湖 公園用地 93,920.00   ◆ 
碧湖公園內湖大埤 公園用地 71,950.00   ◆ 
關渡紅樹林保護區 河川區 550,000.00 ◆   
關渡自然公園 公園用地 570,000.00 ◆   
臺北市野雁保護區 河川區 2,450,000.00 ◆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 河川區 280,000.00 ◆   
鹿角坑生態保護區 國家公園 14,740,000.00  ◆  
南港公園後山埤調洪池 公園用地 19,600.00   ◆ 
三重埔埤 機關用地 7,000.00   ◆ 
東新陂(新庄埤) 機關用地 50,000.00   ◆ 
五分港溪 公園用地 8,430.00 ◆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2012；本計畫彙整 

（二）人工濕地 

根據美麗臺北花園生態城市綜合規劃、建置計畫（2012）中所調查之水體資源，臺北

市之人工濕地包含二二八紀念公園、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大安森林公園、臺大

校園瑠公圳遺址醉月湖、臺大農場水溝和生態池等，其中又可依其建造類型分為以永

續公共工程、技術所建造的生態水池，以及用傳統建造手法製作的一般水池，彙整如

下表 3-2。 

表 3-2 人工濕地：公園綠地及校園水池資源一覽表 

地點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m2) 
人工濕地 

生態池 一般池 
臺北植物園荷花池 公園用地 8,053.80  ◆ 
臺北植物園水池 2 公園用地 792.23 ◆  
臺北植物園水池 1 公園用地 1,990.93 ◆  
中正紀念堂雲漢池 中正紀念堂用地 3,888.17  ◆ 
中正紀念堂光華池 中正紀念堂用地 4,458.48  ◆ 
介壽公園水池 公園用地 46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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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m2) 
人工濕地 

生態池 一般池 
二二八和平公園水池 1 公園用地 1,844.47  ◆ 
二二八公園水池 2 公園用地 1,625.62  ◆ 
國父史蹟紀念館水池 公園用地 405.98  ◆ 
臺灣大學醉月湖 大專用地 7,260.88 ◆  
自來水園區水池 自來水廠用地 471.93  ◆ 
臺北市客家主題公園生
態池 

公園用地 550.63 
◆  

臺灣大學瑠公圳水源池 大專用地 1,498.53 ◆  
青年公園蓮花池 公園用地 7,340.00 ◆  
中山美術公園水池 公園用地 1,952.57  ◆ 
臺北賓館水池 行政區 2,616.98  ◆ 
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
水池 

風景區 7,051.43 
 ◆ 

四海潭(軍事管制區) 機關用地 39,258.87  ◆ 
士林官邸水池 公園用地 423.16 ◆  
雙溪公園水池 公園用地 6,196.73  ◆ 
故宮博物院至善園水池 機關用地 3,852.91  ◆ 
陽明湖 國家公園 2,025.48  ◆ 
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學園
區水池 

保護區 1,292.62 
◆  

市府廣場水池 廣場用地 1,054.03  ◆ 
中山公園翠湖 公園用地 7,773.95  ◆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生態
池 

特定專用區 7,218.39 
◆  

嘉興公園水池 公園用地 428.36  ◆ 
美堤河濱公園自然親水
灣水池 

公園用地 5,722.53 
◆  

關渡自然公園埤塘生態
區 

公園用地 1,513.24 
◆  

玉成公園水池 公園用地 441.42  ◆ 
中央研究院生態池 機關用地 471.02 ◆  
大溝溪生態治水園區 防洪調節池用地 131,500.00 ◆  
金瑞治水園區 保護區 18,270.00 ◆  
臺北市立動物園水鳥觀
察區水池 

動物園用地 10,691.61 
◆  

興隆公園水池 公園用地 1,407.31  ◆ 
大安森林公園生態池 公園用地 7,000.00 ◆  

榮星花園公園 公園用地 1,300.00 ◆  

萃湖 公園用地 3,670.00 ◆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2012；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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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北投區 臺北市士林區 

   

臺北市大同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內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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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區 臺北市南港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文山區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3-30  臺北市濕地資源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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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之國家重要濕地環境現況 

依循 2011年起內政部營建署針對全臺所公告之濕地資源，並配合 2013年濕地保育法，

以下將就臺北市內已劃設為國家級與地方級暫定重要濕地進行環境現況介紹（圖3-31）。 

（一）國家級重要濕地 

臺北市境內目前共有夢幻湖濕地、關渡濕地以及大漢新店濕地－三處被列為國家級重

要濕地。 

1.夢幻湖重要濕地 

位於臺北市北投區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屬於內陸自然濕地，海拔約 850公尺，南北

長約 150公尺，東西寬約 50公尺，水域面積約 0.5公頃。為封閉性的沼澤湖。由

於夢幻湖水位變化顯著，抑制了一些全水生或全陸生的植物成長，使得珍稀的保育

類植物─臺灣水韭在此生長，成為此濕地的優勢物種。濕地現況與潛在威脅：湖水

曾因龜裂滲漏，造成水域面積減少；建議設法防漏，預防周邊營養鹽流入湖泊，減

緩陸化與演替的速度。 

2.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關渡重要濕地 

屬於海岸自然濕地及人為濕地，位

於關渡平原西南側，基隆河與淡水

河的交會，關渡自然保留區，面積

約 55 公頃，為水筆仔紅樹林純

林的林澤環 境。關渡自然公園，

面積約 57公頃，位於關渡自然保

留區的北側，是重要的候鳥棲息

地。濕地現況與潛在威脅主要包含

內陸型濕地陸化嚴重，有吳郭魚及

巴西龜等外來種入侵；流浪犬對鷺

鷥幼鳥造成危害，另水質污染隨著

污水下水道接管普及率提升(臺北

市 106 年 4 月份接管普及率達

75.22%)，本局於關渡自然公園內

建置水磨坑溪人工濕地淨化水磨

坑溪水質、並定期移除該場域外來

種，因此河川水質已明顯改善。 

3.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大漢新店

重要濕地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3-31  臺北市重要濕地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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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內陸自然濕地，位於淡水河流域大漢溪與新店溪交會處，北起中興大橋，東沿

新店溪流域，南至秀朗橋，西以大漢溪流域及大漢橋為界，面積 559公頃。當中的

臺北市華江雁鴨自然公園範圍北起中興橋，南至華中橋，東以臺北市為界，西至臺

北市、新北市界線之間的水域。本濕地包括河堤內的草澤、泥灘、水域及野生動物

保護區，且與龍山、華江、雙園及華中等 4座河濱公園相鄰。濕地現況與潛在威脅

主要包含洪水淤沙及低水護岸阻斷漫流，使得華江橋下的高灘地逐漸陸化，雜草蔓

延生長，雁鴨喜愛的泥灘地減少，造成雁鴨數量下降。 

（二）地方級重要濕地 

臺北市境內屬地方級重要濕地有於 2013年公告之南港 202兵工廠及周邊濕地，面積

3.24公頃。其周邊濕地包含新庄埤、後山埤以及三重埔埤。以下將就三埤塘進行環境

況之探討。 

1.新庄仔埤 

新庄埤，又名新庄仔埤、新莊仔埤、東新陂，位在南港區，是臺北都會區第四大湖，

亦是臺北現存最古老的天然埤塘，為南港三埤中（新庄仔埤、後山埤、三重埔埤）

現存面積最大的。據鄭傳先生留其祖先之「清賦驗訖」（道光 14年，西元 1834年）

古契中就已提及「新庄仔埤」，在古文獻與古契中曾提及此埤塘面積廣大，灌溉範

圍包含如今的忠孝東路六段之聯勤總部與玉成國小、現在的捷運機廠，面積可遠至

三重埔埤，埤水可作生活飲用，具有調節水位的功能，但主要為灌溉農田之用。目

前的新庄埤北臨東新街、龍華路，東臨「202兵工廠」，西側是「都柏林社區」。1973

年「七星水利會」將新庄埤標售給某開發公司，但經居民抗議後，由臺北市政府出

面，2001 年公告為公園用地。目前為聯勤光華營區管轄，一般人禁止進去遊憩，

只有東新街側能勉強賞到湖，也因為軍管，景觀較為自然。濕地現況與潛在威脅主

要包含，埤底淤積污泥，導致埤面退縮，目前僅具後山防洪蓄水功能及水土保持功

能。另外，由於部分埤底地質裸露形成濕地，而保留山丘上白鷺鷥原有的棲息地，

濕地上曾有高蹺鴴、綠簑鷺、田鷸等較稀有鳥類蹤跡，此外湖面因有水芙蓉等外來

種水生植物阻塞出水口，需定期派員清理。 

2.三重埔埤 

三重埔埤位在研究院路附近的 202兵工廠內，1950年，政府徵收三重埔埤附近廣

大土地，設立國防部軍備局二○二兵工廠後，因軍方填土加上風災泥沙淤積，埤圳

樣貌大變。現除 0.7公頃的滯洪池外，就只剩下兵工廠外一小池埤塘還能一窺殘貌

（圖 3-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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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2016 

圖 3-32  三重埔埤的歷史演變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6 

圖 3-33  部分三重埔埤填埋成草地(左)、殘存的地區成為滯洪池(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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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濕地發展的課題與對策 

一、氣候變遷 

課題一、都市水治理策略應當導入都市保水概念 

說明：  

在氣候變遷下所發生瞬間強降雨時，低窪處偶會匯集過多雨水而淹水，其原因為都市
土地開發而使都市不透水層增加、地表逕流增加，土地失去了蒸發水分潛熱的能力，
而喪失調節氣候的功能，然隨著氣候變遷瞬間降雨量機率提高的同時，朝向都市保水
降低逕流量則是可改善都市水治理的途徑。 

對策： 

都市中缺乏保水設計是因過度仰賴都市排水系統，應透過增加都市排水的多目標性，
增加都市保水的可能性。建議應從土地使用管制的控制項目修改內容，並且於都市設
計準則之中要求建築開發必須附帶保水設計，透過不同地區的發展條件制定，具體方
法是在基地內廣設雨水貯留水池，透過各種設計手法，增加綠地保水之功能，甚至成
為重要的動植物棲地或具有特色的公園綠地及濕地，以便在大雨時貯留洪峰水量，而
減少都市洪水發生。同時也利用水循環的過程，調節基地環境的微氣候，降低熱島效
應的產生。 

二、景觀生態 

課題二、都市化程度高導致綠色基盤與濕地系統發展受到限制 

說明： 

臺北市已是高度發展的都市地區，在公共設施用地不足與公共服務尚須逐步提升的情
境下，發展綠色基盤與濕地系統將會遇到諸多挑戰。 

對策： 

在都市空間中規劃綠色基盤與濕地系統，必須針對現有土地使用的議題與公共設施用
地的可多元承載性進行分析與考量，並且透過持續性的溝通，將濕地與綠色基盤在都
市空間中的多功能樣態與多元價值進行說明，讓民眾瞭解濕地對於都市永續發展的重
要性，以「綠色基盤」為基礎與濕地生態系統的網路概念結合，重塑生態與景觀的連
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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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地保育 

課題三、臺北市的濕地系統功能退化 

說明： 

臺北市毗鄰陽明山國家公園，擁有紅樹林關渡自然保留區、野雁保護區、關渡自然公
園、四獸山、淡水河及基隆河等水系，有著豐富的山水生態地景、多樣的生物資源。
其中濕地更是生態系統中的重要基石，依分布及類型包含河域、自然野地、水圳埤塘、
湖泊、公園綠地及校園水池等，對於生態城市整體環境帶來氣候調節、水質淨化、滯
洪、自然生態、人文地景及生物多樣性等效益。 

然而在都會區的快速擴張下，濕地多因為都市發展需求而受到威脅，諸如埤塘填平消
失或縮小面積、昔日圳道地下化成為排水溝、水路水泥化造成水岸生態消失等等，受
到嚴重的人為干擾，而造成整體的濕地系統不斷的破碎化。 

對策： 

配合臺北市推動生態城市的願景下，進行全市之濕地系統規劃： 

1.健全綠色基盤設施及生態網絡。 

綠色基盤為全市推動生態城市之基礎，針對基盤內各分區系統的重要濕地，賦予各

濕地定位、機能及價值（以促進生態保育、防災滯洪、降低熱島效應、涵養地下水、

淨化水質、提供糧食生產等明智利用精神）。 

2.建立濕地生態網絡系統。 

依循集水區流域治理及地景生態網絡之下規劃濕地地景生態網絡，重新檢視藍帶系

統流域之健全性、綠帶系統地景之完整性，除重要濕地外，將其他濕地、次濕地及

類濕地，以及其他開放空間、農田綠地、綠園道、河川水系、灌排系統與重要濕地

進行系統性的串連，提昇各個空間的共生關係，以完整濕地地景生態網絡。 

課題四、民眾對於濕地系統的功能與所產生的福祉認知不足 

說明： 

濕地提供重要的生物資源，如華江與關渡濕地是國際重要的候鳥度冬位置、郊區的淺
山濕地是許多珍稀蛙類的棲地，此外都會濕地具有滯洪、水質改善、調節微氣候等重
要服務功能。這些濕地的重要特質，在臺北市近幾十年來快速都市化的過程中，一直
受到忽略，導致臺北市的濕地資源一直遭受破壞，珍貴的自然資源也不斷消失中。 

對策： 

配合全市濕地系統規劃及個別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研擬，明確評估濕地生態功能及服務
價值，配合社會參與及環境教育機制之強化，以提昇民眾對於濕地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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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濕地生態及服務價值的評估 

濕地地主與在地居民目前仍普遍質疑濕地保育的價值以及議論其開發利益的高低，

因此如何精確評估濕地生態價值，並將之明確化，作為開發行為之間衡量基準與佐

證？ 

2.社區參與濕地保育工作之推廣 

鄰近社區是濕地保育之第一線，應加強在地社區對於濕地保育之概念，整合社區組

織、NGO 等民間團體與公部門間之意見，並且鼓勵其參與濕地保育之意願。或透

過適當的產業轉型或參與形式，使濕地生態成為社區生活及文化的一環，進而成為

濕地保育之助力。 

3.濕地環境教育推廣 

為達到濕地保育的目標，需普及民眾對於生態保育的認知，強調愛惜生態資源及維

護自然環境對永續生活的重要性，結合環境教育法落實環境教育系統規劃，從學校

基礎教育到社會教育之公民服務，落實學作合一教育，提昇體驗學習樂趣，連結人

類與自然環境的關係，進而從生活中實踐生態保育。 

四、管理及治理機制 

課題五、在適當的管理機制下，結合景觀休憩功能，有利濕地環境之維護 

說 明： 

臺北市為依山傍水的多元發展都會場域，除了考量保育濕地生態環境外，更兼具環境
景觀及休閒遊憩等功能，惟相關活動及規劃宜考量濕地棲地環境，需留意活動範圍與

棲地環境之距離，避免造成影響與破壞。 

對 策： 

1.檢討都市發展型態對濕地生態環境之影響，應以系統性點、線、面狀之方式作為整

體規劃方向。透過多樣化的水治理手法，結合土地使用，將治理融合在生活環境之

中，如利用都市設計規範進行土地使用管制的檢討與調整，針對開放空間、雨水再

利用等觀念，結合景觀、生態環境營造等，針對水進行整體性生活空間上的多元表

現，治水也提升生活空間品質，創造多元地景。以整體環境營造的思維企圖使水與

生活環境間的關係改善進而緊密。 

2.在濕地生態環境的系統架構下，必須重新檢視休閒遊憩的活動類型，過度密集或影

響破壞之活動類型必須加以管制，讓民眾與自然生態可以共存於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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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六、挹注於濕地之資源缺乏明智利用思維與跨域整合概念 

說明： 

臺北市濕地資源可包含河域型、自然野地型、水圳埤塘型、公園綠地及校園水池型等，
而各類型之濕地資源皆屬不同市府單位管轄，而針對生態保育、氣候調節、水域管理
等又是分署不同單位管轄，在缺乏整體性、系統性之明智利用構想下，造成濕地管理
方式零散，無法有效管理。 

對策： 

配合全市濕地系統規劃及保育策略之研擬，從整體架構及分區分級定位，提出系統性
之明智利用構想及推動策略，而市府各單位亦須打破行政管理之框架，打開視野，對
全市水陸生態系之關連性，透過整合治理、跨域溝通協調，破除線性思考之迷思，朝
向跨域、跨單位及多功能整合式發展與治理，與地方建立夥伴關係，創造永續推動之
契機。 

課題七、都市規劃缺乏暴雨逕流管理策略與獎勵規範 

說明： 

目前都市規劃內容，主要依據土地使用管制所規範之主要計畫、細部計畫之相關分區
管制，主要針對強度與方式進行土地控制，然而缺乏整體規劃視野與目標，更未針對
流域土地開發所造成地表逕流衝擊進行整體控制機制。 

對策： 

研擬都市開發流域平衡補償機制，回歸「每一塊土地均有其逕流任務」概念，制定未
來都市規劃與各種開發流域治理目標，訂定平衡補償機制與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