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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與水共生的空間規劃途徑在於探索與連結流域地區的空間水網絡系統。本文嘗試解析流域都
市化地區與自然系統兩者的空間發展過程，輔以水文模型結合探索式空間分析方法掌握空間變遷
的軌跡，最後運用生態區的規劃設計介入給予控制性的土地使用發展策略為本文之焦點。本文以
台南曾文溪流域為例，驗證結果顯示上游因開發造成水利與農業用地保水涵水功能用地的損失約
5,658公頃，也造成水環境的影響可能造成水災發生，致使逕流改變、影響整體水環境之趨勢。其
次，生態區劃設指認，提供曾文溪流域各村里在整體水環境角色定位之參考，如涵容中心控制點、
逕流連接通道與保水點。最終結果希冀作為未來都市發展、水利發展政策引導土地使用規劃與管
制規範之指導，並提供規劃者與政府相關單位規劃與政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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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lies living with water linking spatial planning, how to analyses the
interests of water environmental in Ecoregions land use strategies, also by using hydrology toolset
and explore spatial analysis, a non-parametric benchmarking technique to assess water environment
from land-using point of view. This study adopted Tseng-Wen River in Tainan as the study area. The
analytical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changing of agricultural land-using and Land for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into others have been decreased 5,658 ha for water environment efficiency and caused loss
functions of water retention. As to the space, both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are the most serious
affected areas which indicated that hilly land development influences the water runoff. This article
further uses Ecoregions infiltration basin, percolation trench, and bioretention to construct water
environment system’s initial form. Those findings may serve as basis for establishing future land-use
indicators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concerned government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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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近年來氣候變遷下導致洪災頻傳，自2009年莫拉克風災、2011年澳洲洪災至2012年北京暴雨
衝擊等均造成許多傷亡與災情，除了顯示過去防堵式的工程防災思維值得檢討外，更多產生對規
劃失效(Planning Failure)的質疑。就空間規劃而言，都市空間過去因政策力穿透，伴隨著原有歷史
地理條件與自然環境共生關係，藉由水災的驅動，產生強烈角力過程。若以都市與環境共生關係
的空間規劃為命題，其內涵早於歐盟與先進國家許多國際會議中，強烈呼籲都市接踵而來的挑戰
是面對都市空間因技術滲透下，如何透過規劃設計介入，啟迪新的空間規劃思維，藉此回應未來
更頻繁且劇烈環境變遷衝擊。在此背景下也催生許多規劃的理念，如荷蘭的與水共生(Living with
water)

、澳洲水敏感都市(Water sensitivity city)

與美國與歐盟的水都市主義(Water urbanism)

等，其觀念上均強調都市發展為必然的過程，其重點是如何將都市的擾動過程，透過規劃導入水
循環路徑內，嘗試透過搖籃至搖籃(Cradle to cradle)的引導，進而促進都市水環境未來再生與循環
的力量。
在過去環境規劃界傳遞一個很明確的訊息，解析土地使用與水文循環間為非常複雜的作用關
係。其對應規劃觀點有二，第一為水文循環對土地使用的影響，著重於評估不同地表層影響水文
的截流、窪蓄、蒸發散、入滲、滲漏，地表逕流等相關水文循環與淹水潛勢議題(黃書禮, 1984; 黃
美純與賴俊良,1986; Obrien et al., 1993; 詹仕堅等人，2004; Liu and De, 2005; Lin, et al., 2007; 陳憲
宗等，2011)；第二為土地使用對水文循環的影響，著重於評估不同土地使用之區位配置如何調節
水文之衝擊，包括人口、產業、土地使用、交通運輸、公共設施等空間規劃議題(詹士樑等人，2003;
陳亮全、陳海立，2007; 李欣輯等人，2009; 王俞婷等人，2010)。其兩種規劃觀點，在跨學科的
整合上似乎也揭示了自然系統與城市發展系統嘗試透過某種規範性程序與演繹邏輯解釋土地使
用與水文循環間相互作用關係，但這樣的理解方式也將規劃概念本身豐富的內涵消除掉，無法對
於規劃過程本身內部的關鍵因素提供具體的知識基礎。尤其，與水共生的規劃策略需因應複雜的
土地使用與水環境之關係，更應從生態區的角度出發，整合估計土地使用變遷對水環境衝擊之影
響，進而評估流域都市化地區水文功能的空間定位及相關規劃上的影響因素，進而深化與水共生
的空間規劃內涵為重要之課題。
若以氣候及水文循環之觀點認為，與水共生的土地使用規劃可以成為一種生態區的介入，藉
由解析都市土地使用與水文循環的作用，以減少不相容土地使用對特殊生態資源之破壞，這正是
實踐生態都市規劃的重要思維。隨著生態區研究焦點不同而有所差異，在生態地景規劃領域有研
究解析環境中生態廊道、嵌塊體進行劃分，重建生態系統網絡(Forman, 1995; Shankman, 2003;
Fábos, 2004); 在氣象與水利相關領域有研究解析氣候、植被等進行劃分，評估生產力和環境資源
管理的單元(Bailey, 1983); 在環境規劃相關領域有研究利用環境敏感地、限制發展區等透過土地
適宜性分析評估劃設原則，促使環境保育與土地開發整合(黃書禮，1986)。上述研究，多透過不
同尺度的分類系統探索自然物理環境條件與土地使用發展間合理的空間發展策略，已有相當研究
成果，然而對於流域尺度的土地使用發展與自然環境之對應關係，則仍有待補足之需要。然而以
哈佛大學Richard Forman 的說法，都市本身所處的是一種土地嵌合體(land mosaics)，亦即混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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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以及「第二自然」的情境。生態區概念的想像，不只啟迪防災式土地使用規劃面對水災防治本
質內涵的論述，對於都市土地使用規劃的訴求，也不單只有功能為導向的分區價值，應謹慎思考
如何回應城市肌理所處的獨特自然及水文要素，皆亟待生態區來重新組織其系統網路。
有鑑於此，本文與水共生的空間規劃途徑，本質上是一種流域地區空間水網絡系統的探索與
連結。首先透過時間空間尺度的土地使用變遷分析方法，探索流域城市與自然系統兩者變遷的空
間發展過程；其次運用水文模型結合探索式空間分析方法進行水文空間現象的解析，最後透過生
態區的劃設瞭解建立空間水網絡系統，並定位其在水網絡功能之角色，如涵容中心控制點、逕流
連接通道與保水點之指認，建構地區都市發展的水環境空間集散系統。最終研究結果有助於都市
規劃管理者針對地區水環境發展情勢，擬訂相關與水共生的空間規劃管理策略。全文包含前言、
與水共生的空間規劃方法、空間規劃分析架構、驗證研究與結論與建議。

二、 與水共生的空間規劃方法
本段內容包含與水共生的思考策略、與水共生的探索分析，以及與水共生的規劃應用，論述
如下:
(一)

與水共生的思考策略
當都市發展作為一種大規模的生態擾動，可能會改變棲息地、影響水文系統的性質並調整能

量與物質流動循環方式，它意味著人類所處的空間型態與自然環境經歷不斷的動態過程，以找出
合理的發展途徑。若以綠色基礎設施的規劃設計作為與水共生的思考策略，也就是將水循環系統
變化的作用置於空間規劃重要的位置，藉此考察都市發展所造成水文系統變化的程度和性質，反
饋探求與水共生的規劃原理。例如1966年，Lewis根據美國威斯康辛州綠道計畫，提出了整合威
斯康辛州內重要環境敏感區和河流廊道的綠地網路(Fábos, 2004)。1999年得到美國總統永續發展
委員會( 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認可，在其出版的《美國永續發展
─促進21世紀繁榮、機會和健康環境》報告中將綠色基礎設施定義為是「一個由開放空間、水域、
林地、野生動物棲地、公園和其他自然區域所構成的網路，可以提供許多重要的生態服務藉以維
持生命和增進生活品質」，隨著該報告的發表，綠色基礎設施已經被美國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所
採納。
若以綠色基礎設施的網絡概念與水文系統的循環概念作為空間規劃目標為開端，其觀念在於
發展思維的共同轉向，並透過空間規劃方式以土地使用介質進行不同階段科學範型的相互連結。
例如在自然科學領域著重考量不同地表層影響水文現象的截流、窪蓄、蒸發散、入滲、滲漏，地
表逕流等水文模式的建立，嘗試透過長期監測資料做為預測水文循環與校估水文變化的基礎。而
在社會科學著重考量該水文條件下不同土地功能所影響的資源分派、空間形式與發展策略進行評
估。各領域雖然各自透過科學系統的專業分工進行評估，但由於過去在程序與演繹邏輯整合基礎
的規格不一，也常造成專業知識傳遞的斷鏈，無法給予空間規劃與定位更有效的指導原則。一種
新思考策略的啟迪，嘗試透過不同系統科學間共同的轉向，並輔以空間規劃的介入趨使土地使用
空間形式回應水環境的自然循環功能，為與水共生思考策略突破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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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水共生的探索分析
因此近年來先進國家在與水共生(Living with water)、水敏感都市(Water sensitivity city)與水都

市主義(Water urbanism)等規劃觀念上的啟迪與實踐，提出以土地使用規劃工具整合工程、管理、
生態與水文學等相關學科建立科學系統的分析方式，包含洪水管理下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最佳化暴雨管理模式(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永續排水工程(Sustainable urban
drainage system)與自然排水系統(Natural drainage system)作為系統轉向的共通策略，針對如何透過
水的最小逕流(雨水地表逕流量)、水的最小不透水(雨水地表不透水率)、水的最大遲滯(都市雨水
集流時間)等重要參考指標(Bronstert et al., 2002; Interlandi and Crockett, 2003; van der Velde et al.,
2006; Haase and Nuissl, 2007; Lin et al., 2007; Haase, & Nuissl, 2007; Brown, et al., 2008; Pyke et al.,
2011; Wu et al., 2012)，作為開啟探索與水共生對話的橋樑。
與水共生的探索分析奠基在水環境與土地使用規劃之關係，在方法上第一為空間分析技術的
整合運用，例如美國佛羅里達州多數城市發展起源於流域的上中下游，架構在一個階層化的水文
生態系統上隸屬於地景生態空間結構中的梯度結構(gradient)，整合空間分析技術如全域型空間自
相關、地域型空間自相關、景觀結構指數等，進而解析各種聚合或分散形式的基質；第二為適宜
性分析的掌握，如Ian McHarg在其1969年Design With Nature一書在解析大河谷鳥瞰的環境地景建
立一套以城市適宜性分析(Urban Suitability Analysis)與環境疊圖程序為主軸的空間規劃方法；張石
角於1994以「簡確法」透過土地潛力評估程序，並計算環境冒險率做為一種因應自然災害與都市
發展下的防衛性規劃(Defensive way of planning)方式；哈佛景觀建築系教授Richard Forman於1995
年在Land Mosaics一書提出土地嵌塊體(Land Mosaics)概念，強調地區環境生態系統必須和各種類
型土地使用分布整合，以AWO(Aggregate with outlier)的土地配置模式追求最佳化的土地配置模
式。
從上述的論述得知，與水共生的探索分析，除了掌握關鍵性的對話核心，進行重要參數的掌
握，其次配合空間分析技術輔以水文主導的空間規劃形式，最後找出都市發展與自然環境相互調
和的空間的潛力格局為重要之分析架構。
(三)

與水共生的應用
生態區(Ecoregions)這個名詞產生於二十世紀中期，發展至今已經經過了三十餘年，然而對於

生態區的分區方法，至今並沒有一個共同的定義，但生態區早已被廣泛的應用在各個層面與領域
中，例如在生物、水文、地質和自然環境科學方面等。有學者認為目前大部分的環境資源是跨越
各國政府所訂立的行政界線，然而為了提供決策者對於環境資源的管理問題，生態分區被用來做
評估生產力和環境資源管理的單元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方法（Bailey, 1983）。美國早在1915年由景
觀規劃師曼寧(Manning W. H.)開展國土規劃旨在制訂資源綜合保護與利用戰略，並提出以自然資
源和自然系統為基礎的土地分類思想。以1950年代逐漸興起的綠色廊道運動為代表的生態網絡規
劃建設逐漸成為自然資源保護規劃的重點。如美國綠色廊道、生態網絡、洪水緩衝區等概念
(Jongmana, 2004; von Haaren, 2006)。美國林務署於1992年進行生態區分區與製圖的工作，供作規
劃基本工具與科學基礎；他們根據環境因子(包括氣候、地文、土壤、水、空氣、水文及潛在的自
然群落)，將具有相同生態潛能的地區加以分類，發展出一套土地分類及圖示系統，建立生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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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層級結構，並於1994年出版美國的生態分區與亞分區的地圖。
反觀國內雖然在環境規劃領域也有學者針對不同環境物理特性討論不同自然與生態系統的
分區特性或者能量流動的趨勢，如氣候分區(邱祈榮，2004)、台灣植群(蘇鴻傑，2004)、地形分區
(陳彥傑，1999)、保安林劃設(邱祈榮等人，2007)、生態能量分區(黃書禮與賴曉瑩，1999)等，上
述研究雖然均有豐碩之研究成果，但較少從土地使用規劃之觀點討論土地使用面對不同水環境下
本身所應該具備的環境責任，更深刻的解釋生態區內的土地使用應思考其生態與水共生網絡結
構，其都市或國家在此基礎上持續成長。
本文所界定生態區於土地使用規劃之應用，在意涵上是希望建立相互聯繫的水環境網絡，該
網絡因其自身的水環境資源價值和土地使用發展被規劃與管制，進而引導創造一個開放性的水環
境空間集散系統，如圖1說明如下。
1. 涵容中心控制點(Infiltration basin)
在規劃內涵上主要配合設置涵容地區作為其他高逕流量地區的雨水引導與滯留的緩衝點，配
合設置農田、森林、區域公園或溼地或滯洪池設施。依據美國環境保護署(EPA)定義涵容中心控
制點(Infiltration basin)主要是設置一座淺型滯蓄水池用於匯流周遭發展區雨水，並入滲至土壤並可
有效進行水質淨化且補充地下水已達到生態系統功能。
2. 逕流連接通道(Percolation trench)
在規劃內涵上是作為水環境系統整合的紐帶，而這些紐帶對減緩逕流量與維持關鍵生物多樣
性有重要性作用，未來涵容控制點透過逕流連接通道的各里指認，嘗試透過渠道、支流的連接，
不僅能將現存公園、保護地或滯洪池自然地連接起來，並且可以做為水環境系統的廊道，連接起
不同的生態系統。在設計上，藉由淺溝的挖掘並鋪設碎石幫助雨水入滲，屬於最佳管理實踐（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策略之一，用於管理雨水徑流，防止洪水和對下游的衝擊，並能有效提高
河流的水質。
3. 保水點(Bioretention)
在規劃內涵比中心控制點小，建議與整體的網絡或區域保護系統相連接，未來可配合不同的
涵容中心控制點、逕流連接通道和保水點規模、功能佈設整體水環境網路系統。在設計上，藉由
設計綠地花園，保留土壤孔隙之含水性能來截留雨水的設計，有如海綿吸水一樣，會保有部分的
雨水，可延遲暴雨時雨水逕流，減緩都市洪峰現象，以達到部分保水的功能。最終將各項分析結
果轉換成水環境關係示意圖1，藉由該圖可瞭解透過空間特徵的評估以及不同所提供的水環境功
能，做為未來指認涵容中心點、逕流連接通道與保水點，嘗試建構一水環境系統的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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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以生態區為基礎的水環境關係示意圖

三、 與水共生空間規劃分析架構
本段在與水共生空間規劃分析架構包含五個面向的量測，土地使用變遷分析、不透水率分
析、逕流量分析、集流時間分析與生態區劃設，各面向推論公式說明如下：
(一)

與水共生空間規劃分析架構

1.分析架構關係
與水共生空間規劃途徑，以多種不同水文環境形式與面貌呈現都市發展所面對環境衝突與限
制。對於都市規劃師來說，如何藉由土地使用變遷過程，強調特定水文條件組成反映在土地使用
規劃上，並運用空間規劃手段進行指認如生態區，作為維繫水環境與都市發展平衡上重要的方法。
2.分析方法意涵
(1) 土地使用變遷分析:有助於不同決策方案間的比較及合理決策制訂，因此土地使用變遷模式是分析土
地使用變遷成因與結果的重要工具。
(2) 水文環境分析:藉由不透水率、逕流量與集流時間三類分析選用原因，主要可反映都市發展與集水區
水文環境特性的重要連動因子，提供都市發展判斷的重要解釋。
(3) 生態區劃設主要用來檢討水文環境與都市發展間配置關係，輔以綠色基礎設施、最佳管理實踐等手
段與策略，進行水文環境空間改善與調整。
(二)

土地使用變遷分析
本文在土地使用變遷分析方法，主要運用敘述統計輔以地理資訊系統，比較1996年與2006年

曾文溪流域周邊村里的土地使用現況，表現土地使用類型變遷的數量、改變區位、空間格局的變
化，進而探索流域城市與自然系統兩者變遷的空間發展過程，作為支援與水共生土地使用規劃與
政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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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透水率分析
本文在水的最小不透水衡量上，主要運用都市地表不透水率的計算公式，依據林子平等(2005)

之都市不透水率之試算公式及其參數，其意義在於瞭解整個都市地表透水程度。因此地表不透水
率之推估公式如下所示：

I

AP

A

 PA

i 1~7

i

i

………………………(1)

A

其中 I :都市平均不透水表面率(%)； AP :都市總不透水面積(ha)； A :都市總面積(ha)； Pi :各類透水分區的

i
不透水表面率(%)； Ai :各類透水分區面積(ha)； i1 :農業用地; i2 交通用地; i3 水利用地; 5 建築用地;
憩使用;
(二)

i6 遊

i7 其他使用土地。

逕流量分析
經由地表或地下匯集之水，概稱為逕流，暴雨時所產生的逕流乃以地表逕流為主，亦可稱之

為洪水。各都市化土地使用逕流地表之量測方式，一般考量降雨強度、逕流係數與排水面積三個
要素，其中逕流係數與土地使用類型及地表特性有關。過去研究在計算逕流係數大致分為兩種方
式，一種利用推估或直接量測之洪峰逕流量除以集水面積求得逕流係數，另一種則以土地利用種
類之面積比例計算逕流係數，後者較適合為本文所採用。本文藉由土地使用種類面積比例計算逕
流係數，進一步將各類不透水表面率代入逕流公式 C=0.34+0.46Imp(林子平等，2005)計算各種土
地使用之逕流係數值。另外，在降雨強度與雨型之參數，參考營建署「市區道路工程規劃及設計
規範之研究」與「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原則檢討」中，降雨強度公式參數如表1。

表 1 降雨強度公式表
頻
率

地
區

公式

五
年

台
南

Horner

基本參數
值
A 500
B 5
C 0.413

各延時降雨強度(mm/hr)
10
20
30
40

60

90

120

163.4

89.2

76.2

68.1

132.3

115.2

103.8

單位(分析資
料年期)
前省住都局
(34-54)

資料來源:99年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原則檢討報告

另外雨型設計方面，參考「水文設計應用手冊(經濟部水資源局90.12)」，其亦針對水利署全
台歷史及179 個雨量站，以序率馬可夫(SSGM)設計雨型，將台灣分成北中南東四大區，並於各大
區中再劃分為數個雨型均一區，供辦理區域排水或河川規劃之參考，作為本研究參考依據。
依據台南地區五年頻率暴雨強度公式如公式(2)求得，其中降雨延時為30分鐘。透過上述參數
彙整表面逕流量之推估公式如下所示：

Q  0.278CIA

I

………………………(1)

500
……………………… (2)
(t  5)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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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 為逕流量；C為逕流係數；I 為降雨強度；A 為集水面積；t為降雨延時。然而以上之
公式計算所得之結果為地區總逕流量，若研究單元之面積大小不一時，總逕流量無法分辨各地區
地表逕流之差異，故本文在探討地表逕流時將以單位面積逕流量。
(三)

集流時間分析
本文在水的最大遲滯衡量上，參考水土保持法第19條集流時間的試算公式，作為量測地區雨

水延滯時間的基礎。本文針對曾文溪流域各村里進行集流時間分析，集流時間由集水區內水力學
之最遠點，流至集水區出口所需時間。主要又分為流入時間與流下時間的加乘推估，在流入時間
上本文以各村里流入渠道所需時間，輔以漫地流公式試算時間；流下時間以該村里流入渠道至控
制點，輔以Rziha公式試算時間，推估公式如下所示：

tc  t1  t2
t1  l / v

………………………(1)

其中 t1 :流入時間(雨水經地表面由集水區邊界流至河道所需時間)；t2 :流下時間(雨水流經河道由上游至下
游所需時間)； l :漫地流流動長度； v :漫地流流速。
(四)

生態區劃設
生態分區劃設係利用地域型空間自相關分析(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結合地理資

訊系統疊圖功能，首先將各里標準化後的地表逕流量、不透水率與雨水滯流時間等參數值進行試
算，透過各項分析結果轉換成地區水網絡示意圖，藉由地區水網絡示意圖可瞭解某一地區水環境
之功能與角色。如美國最佳管理實踐手冊(Stormwater Management BMPs)所規定對涵容中心控制
點(Infiltration basin)、逕流連接通道(Percolation trench)與保水點(Bioretention)之設計標準，嘗試在
空間計畫給予各地區依據水環境條件下的水環境責任，進而劃設生態區建構地區發展的水環境系
統，最後作為利於從事土地使用規劃或防災計畫之應用。
本文透過上述計算出水環境指標值，當Local Moran’I值較大時，代表各單元中相鄰地區之
土地使用水環境參數屬性相似性高，反之當Local Moran’I值較小時，代表各單元中相鄰地區之
土地使用水環境參數屬性較不相似。例如，在涵容中心控制點(Infiltration basin)透過各里平均地表
逕流量指標的空間特徵分析，當指標值呈現LOW-LOW代表逕流量低的村里的群聚現象，代表目
前可以減緩曾文溪流域的涵容控制點進行保護；逕流連接通道(Percolation trench)透過雨水滯留時
間指標的空間特徵分析，呈現HIGH-HIGH擁有高雨水滯留時間的群聚村里，未來透過渠道、支流
的連接，將現存公園、保護地或滯洪池自然地連接廊道；保水點(Bioretention)透過各里的不透水
率的空間特徵分析，呈現HIGH-HIGH擁有高地表不透水率的群聚村里，未來可配合將雨水收集到
各地區的草地緩衝帶，沙床，積水區，藉此初探整體水環境網絡系統。公式參考如下:

；

………………………(2)

其中， 值即的Local Moran’I指標值用以衡量各地區水環境指標值與其鄰近地區的相關程
度；

為區位相鄰矩陣； ， 為 的標準分數； 為 的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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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水共生空間規劃驗證分析
本段包含驗證地區概述、曾文溪流域土地使用變遷、水環境變遷分析與生態區劃分。
(一)

驗證地區概述
台南曾文溪流域內之集水區由於過去聚落歷史演變與政策推行下，促成聚落對高山農作之栽

植經濟需求及遊憩的高度發展，使得河川集水區密集開墾，且多屬超限利用、過度開發之未管制
行為；極易造成聚落在集水區內面臨上游山坡地之土石災害及中下游地區之洪水氾濫的現象。因
此，如何處理流域內集水區的土地使用發展與水環境之關係，進而研擬與水共生空間規劃策略為
重要的議題。另一方面，研究單元大小之選擇會影響分析之結果，由於村里為我國最小的空間統
計單元，本文因考量有明確村里名稱在衝擊分析時能清楚說明地理區位，故本文在進行分析時採
用以村里為空間的展示單元。基於上述因素，本文以臺南市曾文溪流域66個村里行政範圍為研究
單元，利用1996與2006年之土地利用現況資料，探討臺南市曾文溪流域自流域治理理念推動至
今，土地利用變遷對環境衝擊所造成之影響。
(二)

曾文溪流域土地使用變遷
利用針對臺南曾文溪流域土地利用之情況，本文將1996年與2006年國土利用調查之土地利用

分類，依據各土地種類對臺南曾文溪流域各類土地利用面積，如表2，變化值以農業用地最高，
其次為水利用地，顯示臺南曾文溪流域曾有廣大的水環境可利用腹地。
表 2 台南曾文溪流域土地使用變遷統計表
土地使用類別
農業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建築用地
遊憩使用
其他使用土地
總和

面積(公頃)
2006 年
3444.3
612.9
816.5
411.6
21.0
552.4
5858.7

1996 年
7912.1
300.4
2006.6
203.1
16.3
119.5
10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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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7.9
312.5
-1190.1
208.5
4.7
432.9
-46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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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996 年與 2006 年曾文溪流域土地使用空間變遷圖

經結果發現，比較1996 與2006 年兩個不同時期之土地利用現況的空間變遷顯示，建築用地
增加208.5公頃、交通用地增加312.5公頃、遊憩用地增加4.7公頃、其他用地增加432.9公頃，而農
業用地減少4467.9公頃、水利用地減少1190.1公頃，曾文溪流域上游與下游土地使用因開發造成
水利與農業用地保水涵水功能用地的損失約5,658公頃，也造成水環境的影響可能造成水災發生，
未來土地開發方面應加強注意對水環境土地資源損耗的影響，如圖二所示。
就政策面來說，都市發展同時，改變土地使用型態，影響水文環境，增加地表逕流，為目前
都市規劃與水利單位重要的共識基礎。未來如何配合「總合治水」對策規劃，落實於上游保水、
中游減洪，下游防洪，為各土地使用規劃對於水環境條件控制與指認的重要課題。本文嘗試以水
環境生態區手段進行規劃介入，期待提供未來規劃師判斷土地使用變遷下的水環境生態區條件指
認之方法與參考基礎。
(三)

水環境變遷分析
本段包含水環境變遷綜合分析、不透水率分析、逕流量分析與集流時間分析，詳述如下。

1. 水環境變遷綜合分析
台南曾文溪流域各里的不透水率、雨水集流時間與逕流量的變化，如表3所示。若以敘述統
計量可發現，2006年皆比1996年的數值增加，反映各里在此三項水環境變遷的差異性有擴大的趨
勢。就個別水環境變遷來看，不透水率的平均值由1996年45%增加為2006年的70%，就空間分布
而言，不透水率由上游向下游逐漸增加，而不透水率越高之地方代表受都市發展影響越嚴重之地
區；此外就集流時間而言，1996年平均延滯時間為21279秒至2006年集流時間減少為3116秒代表
集流時間的時間降低，極大降雨時因快速流入河道容易造成淹水危險的主因；最後在曾文溪各里
逕流量而言，由1996年逕流量9,94(cms/ha)至2006年逕流量30.71(cms/ha)，在空間上以上游與下游
增加情形最為嚴重，代表山坡地開發影響中下游逕流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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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環境變遷綜合統計表
項目
1996不透水率(%)
2006不透水率(%)
1996集流時間(秒)
2006集流時間(秒)
1996逕流量(cms/ha)
2006逕流量(cms/ha)

最小值
0.36
0.61
3231
489.6
0.54
6.81

最大值
0.62
0.74
42516
7356
40
89.8

平均數
0.457
0.706
21279
3116
9.94
30.71

標準差
0.053
0.314
9513
1620
9.44
19.59

依據水文環境變遷分析可發現，三類水文環境條件反映曾文溪流域本身因都市發展的擴張，
造成不透水率增加、改變原始地貌影響集流時間長短，且產生更多逕流量。對於上述之現象，代
表都市發展地區，未能充分考量處理因都市發展快速之增加逕流；集水區改變影響集流時間變
化，原始排水通洪道超過原規劃逕流量，既有排水路負荷增加。本文水環境生態區劃分可提供都
市發展地區保水蓄洪規範、土地開發利用管制措施及耐洪建築物等相關法規修改之參考方向。
2. 不透水率分析
本文針對曾文溪流域各村里進行不透水率分析，過去在建築開發而產生淹水現象，其主因是
地表不透水面積的增加。因此在量測上常用不透水率(percentage of impervious area，簡稱IMP)來
評估不透水面積佔該村里全部面積的比例，其值越高，代表開發密度越大，反之，其次輔以地理
資系統進行兩年度的不透水率空間變遷判圖，進而討論透水環境的惡化程度與空間分佈特性，詳
如圖3。

圖 3 曾文溪流域村里不透水率空間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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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結果發現，兩年度的曾文溪流域各村里不透水率比較分析，2006年曾文溪流不透水率相較
1996年曾文溪流域不透水率整體平均數提高了24.9%，這代表曾文溪流域整體開發密度也相對提
高，使得曾文溪流域整體水環境趨向惡化，容易造成都市洪水發生的頻率升高。就兩年度曾文溪
流域不透水率空間變遷可發現，在上游不透水率增加之村里，如玉井鄉豐里里增加31.6%、大內
鄉二溪里增加31.2%與石城村增加29.8%等，進一步可發現上游地區過去強調觀光旅遊與農業加工
發展結果，雖然使得就業機會與產值提升，也造成發展用地增加伴隨著不透水率增加的主因；中
游不透水率增加之村里為安定鄉蘇林里增加32%，由於鄰近南科並因交通與產業用地的發展帶動
該區域多數農地轉變為發展用地使用，也為不透水域增加的主因；下游地區不透水率增加之村里
為安南區佃溪里增加28.3%、七股鄉三股村增加28.6%等，該區域由於大學城與南科的帶動，造成
發展用地的需求增加，也使得原有農業用地使用情形產生改變，也促使不透水率增加之主因。
在政策面來說，由於都市開發會造成大面積鋪面(道路、人行道、停車場與屋頂)減少入滲土
壤的水分。都市不透水率的提昇會造成洪水量增加、水生生態棲息地減少、衝擊河川與湖泊水質
之汙染物增加。建議未來針對都市計畫地區訂定不透水率比例上限，提供開發者考慮使用各種雨
洪管理技術，用以減少開發因不透水率提高所產生的暴雨逕流影響，並依據不同土地使用管制訂
定不同不透水率門檻值，作為控制都市現在與未來水質及水量的手段。
3. 逕流量分析
本文針對曾文溪流域各村里進行逕流量分析，由於目前台北市已通過「台北市下水道管理自
治條例」第九條規定「基地開發時，基地使用人應依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排放雨水逕流。」
代表未來開發需配合流域地區的逕流管制標準，評估開發地區內所產生的逕流概況。本文逕流量
分析以村里為空間單元，透過不同土地使用類型所產生的逕流係數配合降雨強度、雨型與降雨延
時等參數，逕流量越大代表淹水風險越高，其次輔以地理資系統進行兩年度的逕流量空間變遷判
圖，進而討論透水環境的淹水程度與空間分佈特性，詳如圖4。

圖 4 曾文溪流域村里逕流量空間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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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結果發現，兩年度的曾文溪流域各村里逕流量比較分析，2006年曾文溪流逕流量相較1996
年曾文溪流域逕流量整體平均數提高了20.77(cms/ha)，這代表曾文溪流域需額外透過其他治水與
土地使用管理策略有效削減因開發產生的逕流量，以避免造成淹水災害的產生。就兩年度曾文溪
流域逕流量空間變遷可發現，在上游逕流量增加之村里，如楠西鄉照興村增加至54.1(cms/ha)、大
內鄉環湖村增加71.1(cms/ha)等，進一步可發現上游地區因開發所產生的逕流量，易對於水庫造成
負擔也加大淹水影響程度；中游逕流量增加之村里為官田鄉渡頭村增加25.2(cms/ha)，雖然中游本
身逕流量增加幅度相對較少，但卻吸收上游逕流量與水庫洩洪的水量，也是造成橋樑容易損壞之
地區；下游地區逕流量增加之村里為安南區佃溪里增加62.3(cms/ha)等，該區域除了本身由魚塭填
地興建大學城等發展用地的變更，但也因區域條件低窪內水與外水相抵，而使該區域產生地區之
逕流，為造成區域淹水的主因。依據經濟部(2013)，「曾文溪流域整體治理綱要計畫暨 101~104 年
第一期實施計畫」，建議未來針對上中下游因受到淹水危害影響之人口密集區、村落或重大建設
地區，將規劃另增加搭配滯洪、蓄洪、分洪、墊高基地及村落防護等方式治理，以使地區外水保
護程度達 50～100 年重現期距為目標。如因現有地形或土地利用無法充分達成時，則輔以避洪
及減災規劃等非工程措施因應等策略，可提供未來都市計畫執行之參考。
4. 集流時間分析
本文針對曾文溪流域各村里進行集流時間分析，包含流入時間與流下時間的加總，流入時間
透過不同土地使用類型所產生的逕流係數輔以漫地流公式試算各村里的時間；流下時間以該村里
流入渠道至控制點，輔以Rziha公式試算時間。集流時間越長代表水較慢排入渠道中，有較多涵容
空間進行滯留，反之，集流時間較短代表水較快排入渠道中，容易造成河道短時間的負擔。再者
輔以地理資系統進行兩年度的集流時間空間變遷判圖，詳如圖5。

圖 5 曾文溪流域村里集流時間空間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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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結果發現，兩年度的曾文溪流域各村里集流時間比較分析，2006年曾文溪流域集流時間相
較1996年曾文溪流域集流時間整體平均數減少了18163秒，這代表曾文溪流域村里相較過去可更
快速將水排入河道中，也易造成河道因洪峰流量暴增，致使產生潰堤之風險。就兩年度曾文溪流
域集流時間空間變遷可發現，在上中下游集流時間整體均減少3倍。過往都市發展改變原始地貌
也間接將原始保水、涵水功能的綠色基礎設施被灰色基礎設施所取代，未來面臨更極端暴雨及水
資源短缺的威脅，如何思考將水的循環與重複運用更系統的留滯於發展空間中為重要的思考課
題。
(四)

生態區劃分
本段包含水環境生態區劃分與與水共生空間規劃建議，詳述如下。

1.水環境生態區劃分
水環境生態區劃設理想是由一個涵容中心控制點、逕流連接通道和保水點構成的系統，它連
接水環境系統，如圖6。本文透過地域型空間自相關，透過各代表水環境指標在空間所產生的空
間特徵作為判斷劃設之標準。首先在涵容中心控制點(Infiltration basin)透過地表逕流量指標希望找
出目前仍可以減緩曾文溪流域的涵容控制點進行保護，如呈現LOW-LOW代表逕流量低的村里的
群聚現象，大內鄉環湖村、善化鎮嘉北里等，代表未來在該區域可配合設置涵容地作為其他高逕
流量村里的雨水引導與滯留的緩衝點，配合設置農田、森林、區域公或溼地或滯洪池設施；逕流
連接通道(Percolation trench)是將水環境系統整合的紐帶，這些紐帶對減緩逕流量與維持關鍵生物
多樣性有重要性作用。逕流連接通道透過雨水滯留時間指標的空間特徵分析，呈現HIGH-HIGH
擁有高雨水滯留時間的群聚村里有安定鄉管寮村、蘇林村區域等，未來涵容控制點透過逕流連接
通道的各里指認，嘗試透過渠道、支流的連接，不僅能將現存公園、保護地或滯洪池自然地連接
起來，並且可以做為水環境系統的廊道，連接起不同的生態系統；保水點(Bioretention)比中心控
制點小，也不一定會與整體的網絡或區域保護系統相連接，本文透過各里的不透水率的空間特徵
分析，呈現HIGH-HIGH擁有高地表不透水率的群聚村里如大內鄉曲溪村與大內村等區域，未來可
配合不同的涵容中心控制點、逕流連接通道和保水點規模、功能佈設整體水環境網絡系統。

圖 6 2006 年台南曾文溪流域水環境生態區空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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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生態區劃設就土地使用計畫而言，就是設置於各排水區下游地區利用溼地、滯洪池與
蓄洪池做為流量管制工具。以土使用開發針對都市計畫區可參考台灣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辦法第六
條，規劃單位應該依據過去都市災害發生的歷史、特性以及災害潛勢的情形，規劃及檢討流域型
都市蓄洪及滯洪設施，並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管制。另外，針對台灣非都市計畫區依據總編
第17點規定，透過得計入保育區並同意得酌予調整其原始地形地貌比例之方式，鼓勵申請開發基
地在不影響其滯洪功能情形下設置兼具滯洪、生物棲息與景觀等多功能的滯洪設施以及設置以輔
助污水處理設施改善水質為目的之人工濕地。
有鑑於此，在因應氣候變遷下與水共生的空間規劃思維，台灣除了從國外的經驗中看到「還
地於河」等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更有機會從水環境分析過程與生態區劃設重新找回都市發展與
水環境衝突間可以相互和諧作用的區位，透過曾文溪流域案例的操作使其回復原本的自然能力，
生物生產功能，未來規劃者可進一步透過土地使用變遷動態過程的掌握調整空間水環境之變化，
並藉由生態區劃設水環境網絡系統，尋回合理的與水共生空間，讓曾文溪從上游至下游恢復生命
的脈動，並也啟迪水利與規劃專業人才重新思考與水共生的空間規劃途徑之實踐。

五、 結論與建議
本文提出一套具整合性與空間性與水共生的空間規劃方法與策略，在於探索與連結流域地區
的空間水網絡系統，並以台南曾文溪流域各里之驗證分析後，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1. 都市發展過程隨著土地使用的改變也造成環境變遷與破壞，進而在災害發生時造成嚴重的損失。有鑑
於此，在維持環境與發展的平衡，本文建立與水共生的空間規劃方法，藉以了解水環境和都市發展
彼此功能的相輔與流域功能上角色的定位，進而作為後續生態區劃設與水共生空間規劃策略之參考
基礎，是值得後續研究持續關注的研究議題。
2. 本文以曾文溪流域作為驗證地區，與1996年至2006年間的土地使用變遷，曾文溪流域曾文溪流域上游
與下游土地使用因開發造成水利與農業用地保水涵水功能用地的損失約5,658公頃，也造成水環境的
影響可能造成水災發生，未來土地開發方面應加強注意對水環境土地資源損耗的影響。
3. 綜合比較，就水環境變遷方面，雨水地表不透水率、雨水集流時間與與雨水地表逕流量的平均值由1996
年至2006年均有增高之趨勢。在空間上以上游與下游增加情形最為嚴重，代表山坡地開發影響中下
游逕流量變化。在水環境空間變遷可發現，曾文溪流域各里水環境之影響可能有空間群聚之現象而
產生規模影響，進一步解釋各里的水環境會受到周遭里的水環境影響，可能因都市規劃與水利建設
相互配合引導水環境產生防堵性空間規劃的雛型。另外，受限於曾文溪流域治理計畫對於淹水資料
之取得與模擬條件之差異，無法進一步針對研究成果進行差異性比較為本研究之限制。
4. 生態區劃設方面，本文嘗試提出新的與水共生的空間規劃手法，透過空間特徵的評估以及不同里所提
供的水環境功能，做為未來指認涵容中心控制點、逕流連接通道與保水點，嘗試建構一水網絡性統
系統的雛型，並配合都市發展、水利發展政策之引導改變未來土地使用變遷所需思考的水環境承受
力與水環境條件，進而也降低災害發生時所造成的損失並提升水環境自然療癒的能力。
5. 本文所提出與水共生的空間規劃策略手法，透過客觀的衡量比較土地使用變遷與水環境變遷在空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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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差異，並輔以生態區的劃設嘗試做為未來與水共生的土地使用規劃策略。而水環境地區的指認
並非屬於絕對值的系統門檻，本文僅以通過統計檢定的空間群聚區位作為地區性水環境規模營造與
功能定位的初探指認，但希冀可以提供未來規劃師結合水利相關領域之基礎嘗試透過規劃手段對於
未來都市水環境空間發展進行調整與因應，且應用本文的評估架構進行規劃分析，以提升整體與水
共生之目標並研擬適合的空間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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