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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治生態學強調在地景生產中，社會和自然的不可分性，同時也強調尺度之間

的關係，有助於概念化二重疏洪道地區的地景變遷歷程。本研究主要透過政治生態

學的分析視角，梳理政策、地景變遷、居民環境認同及行動之間的關係脈絡，並運

用解釋鏈模式，以釐清尺度互動過程。藉此，分析二重疏洪道地區的邊緣化歷程，

以及經歷邊緣化後的再發展脈絡，並探討在此變遷歷程中所衍生的環境議題；同時，

析論二重疏洪道的界線意涵，以及人與自然關係之演進。回溯二重疏洪道地區的地

景變遷歷程，在興建時期，政府決策是以「防洪」為主要論述，然而，實際上卻隱

含著「核心」與「邊陲」的認定，同時，在國家政策主導的過程當中，進一步導致

二重疏洪道地區的環境退化與邊緣化。 

關鍵詞：二重疏洪道、政治生態學、環境認同 

 

ABSTRACT 

Political ecology emphasizes the inseparability of society and nature in the production 

of landscapes,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scales. It is helpful for us 

to conceptu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rchong Floodway area. The stud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olitics, transformations of landscapes, and environmental ident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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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 action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of political ecology. Furthermore, the study 

clarifies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of scales by the “chain of explanation.” In this way, the study 

depic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arginalization and the context of redevelopment of Erchong 

Floodway area, and then analyzes the possibilities and discusses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that 

occurred in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also seeks to define 

the spatial meaning of the boundary line delimited by Erchong Floodway,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race back to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Erchong Floodway 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construction, the policies of the state authorities 

were led by the discourse of “flood control,” however, it actually implied the identity of “the 

center” and “the margin.” Meanwhile, this area has been led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as a result of efforts by state policies. 

 

Key words:  Erchong Floodway, political ecology, environmental identities 

一、前言 

退化與邊緣化(degrad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是政治生態學典型的研究主題之一，

亦即探討弱勢族群、產業或地方在被併入區域、國家或世界經濟體系的發展中，而造

成自然資源過度利用，並逐漸趨於「邊緣化」的現象(Robbins, 2012)。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引用了「邊緣化」的概念，來說明政治、經濟、生態的邊緣化，如何

形成惡性循環的糾集，由於環境問題導因於貧窮及邊緣化，貧窮再加上不當的開發，

可能導致環境退化，而環境的退化又會進一步加深貧窮，而陷入惡性循環。Robbins 

(2012)以 2005 年卡崔娜風災及 2010 年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為例，指出非政治的觀點會

視上述兩個事件純屬巧合，更甚者，會強調此區域的自然地理特性在本質上就是脆弱

的；然而，政治生態學基本上反對將這一切歸因於運氣不佳、天災、意外、自然環境

的脆弱等不可抗力的因素，而是傾向於探究國家政策所導致的「邊緣化」現象。由於

政府在路易斯安那州積極發展石化產業，在墨西哥灣大量鑽井探油，密西西比河下游

沿岸遍佈許多造成環境惡化的產業，例如煉油、化工及塑膠等，並抽乾沿海濕地，改

建做為住宅區域，以至於海岸生態系被嚴重破壞，當災害來臨時，當地變得更為脆弱

化、邊緣化(Robbins, 2012)。以「邊緣化」概念為出發點的政治生態學研究，其研究區

具有一些共同特色，均屬相對邊陲、發展較為落後的地區，其居民自主性並不高，多

半處於被動的狀態，因此，政策在形塑地方發展與土地利用變遷時，影響力甚大(鍾沛

鈞，2010)。國內相關研究也指出，地景的變遷與地方發展，受到國家政策、地方政治、

社會經濟的影響甚鉅，特別是弱勢族群，或是相對邊陲、發展相對落後的地區(盧鏡臣，

1998；劉怡君，2007)。 

淡水河主要支流為大漢溪、新店溪與基隆河，匯集於臺北盆地，由於地形特殊、

洪水量大，尤其是臺北橋及關渡隘口河槽段，狹窄無法暢洩，每當颱風季節或豪大雨

時往往氾濫成災，導致大臺北地區淹水頻繁。因此，臺灣省水利局自 1960 年起，即著

手研擬臺北地區整體防洪計畫(臺灣省水利局，1979)。鑑於 1960-1970 年間發生多次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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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經濟部乃於 1973 年時提出「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計劃開闢二重疏洪道

以幫助分洪。由於淡水河右岸早在日治時期即已開始各項防洪工程，因此，本項計畫

以保護淡水河左岸部分的安全為主；另外，雖然在各項評估計畫中皆認定，臺北橋附

近因河幅縮減所造成的水流瓶頸是導致洪患的主因，然而，若拓寬臺北橋的流槽部分

將影響到三重地區，變動過大。因此，該項計畫在評估各項方案後，決定沿淡水河左

岸築堤並開闢二重疏洪道，期能於洪水來臨時將大漢溪的洪水分洪，經二重疏洪道流

至塭子圳，而後注入淡水河(莊富凱，2003；黃繼雄，2011)。二重疏洪道遂於 1982 年

開始興建，分三期執行，並於 1996 年完工。 

從 1979 年「臺北地區防洪計畫」正式核定，以至 1982 年正式開始興建，隨著二

重疏洪道的堤防建設，不只劃下了一道長達 7.7 公里的地理界線，更使得原本就位於

大臺北都會區邊陲的二重疏洪道地區，其邊陲特性更加地深化。為探討二重疏洪道地

區在納入國家尺度之後的邊緣化歷程，本研究將從自然環境的脈絡談起，並回溯二重

疏洪道興建的歷程，從中釐清除了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的特性所造成的發展落後外，

亦要探討造成此區落入邊緣化命運的其他政治生態因素。同時，除了探討經濟、生計

上的邊緣化、以及環境的退化外，本研究亦將探討二重疏洪道興建在居民環境認同上

造成的邊緣化。 

二、政治生態學 

(一) 政治生態學特性 

1980 年代，受到批判現實主義、後結構主義的影響，作為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政

治經濟學相結合的產物「政治生態學」開始受到關注(Forsyth, 2008)。此時期政治生態

學的研究主題，大多強調第三世界國家土地退化的問題(Walker, 2005)。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以政治經濟論點分析人地關係，提出區域政治生態學(regional political 

ecology)，並將其定義為：「結合對於生態學和廣義政治經濟學之關注，包括社會與土

地利用之間，以及社會中階級與團體之間不斷轉變的辯證」。而「政治生態學」與馬克

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不同之處在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途徑係「關注在地

方和全球尺度的社會中，正在進行中的各種變遷，對於人們及其生產活動造成的影響」

(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其視角傾向於認為政府，或是國家，是廣泛的社會和交

換經濟過程與力量的展現，而非本身就是個行動者(王志弘、徐苔玲譯，2007)。而「政

治生態學」的研究則是企圖理解「不同地理尺度和社會經濟團體階層的貢獻及其相互

作用的影響，並探究在時間脈絡底下，社會與環境變遷之間的矛盾」(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和政治經濟學不同，政治生態學除了將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視角帶入

自然與生態領域之中，更提供了豐富的觀點，並且強調多尺度的分析(Robbins, 2004)。

因此，政治生態學不僅是許多介於生態領域及政治決策模式間關係的概念化方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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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解自然的表現形式如何被社會建構的途徑(Bunce and Desfor, 2007)。 

1990 年代後，政治生態學的研究內容逐漸擴展到其他層面，包含貧窮、資源退化、

資源分布、資源掌控、都市生態與鄉村重建等。此外，政治生態學也強調對社會的關

懷及行動上的實踐，Barnett and Blaikie (1992)的著作《AIDS in Africa》可說是這一方

面的代表，此著作勾勒出一個結構性的框架，包括土地系統和勞動力系統的糾纏、生

計的綑綁、藥物及知識的傳遞等，深入闡述並探究在愛滋病時代的政治和經濟變革

(Robbins and Bishop, 2008)。另外，Rocheleau (2008)也指出，《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il Eros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Blaikie, 1985)以及《 Land Degradation and Society》

(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這二本著作，建立了五個特點，這是政治生態學在政策上

的關鍵，包括：(1)多元的方法、目標、行動者與旁觀者：包括提出批判性的解釋、實

際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檢驗並制定政策；(2)整合權力關係和環境的社會、生物物

理分析：綜合方法與整合分析；(3)多尺度的分析：包括全球、國家、區域、地方、鄰

里等尺度，及政策、實行、影響等層面；(4)鄰里與地方層級的資料蒐集與實證觀察；

(5)結合結構與權益關係人的解釋鏈。 

然而，今日政治生態學卻經常受到這樣的質問：「政治生態學中的政治和生態的本

質是什麼？」Watts (1997)就曾提出這樣的質疑：「政治生態學中鮮明的政治內涵在

Blaikie 多數的著作中是消失的」(Forsyth, 2008)。針對此一質疑，或許可以引用 Robbins 

(2004)的說法予以說明：「政治生態學的敘述和研究皆共享一個假設前提，亦即環境變

遷與生態環境是政治過程的產物。」對此，Forsyth (2008)亦提出，Blaikie 於 1980 年代

的政治生態學著作揭示了在環境論述被產出的過程中，政治涉入的重要性，以及社會

價值和環境議題的相互依存關係，並且將社會正義與環境議題的討論帶至新的里程碑。

其貢獻不單在強調環境議題與政治之間的連結，同時也揭示了一個政治和環境分析可

以重新設計的方法，以了解社會弱勢族群的問題。據此，Forsyth 指出，許多關於政治

和生態的爭辯試圖去找出一個政治或生態的先驗定義，反而忽視了兩者之間的連結。

因此，Forsyth 認為，政治生態學家不該強調 Blaikie 的政治生態學理論是否充份具有

政治性，而是應該設法更成功地運用他的政治形式。歸納上述相關文獻，「政治生態學」

的研究具有以下特性：(1)政治生態學是生態學與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結合；(2)政治生態

學注重歷史脈絡的發展與尺度的變遷；(3)政治生態學注重多元的方法、行動者及多尺

度的分析；(4)政治生態學注重社會、政治經濟與環境之間的連結，包括相互作用的、

對立的和辯證的關係。 

(二) 政治生態學與尺度(scale) 

政治生態學注重不同尺度間的關連性、尺度的變遷、以及不同尺度下人地關係的

轉變。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主張，要解釋人地互動間的複雜性，需要進行涉及

「不同地理尺度的分布，例如個人、鄰里、區域、國家、世界，及社會–經濟組織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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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研究。」Zimmerer and Bassett (2003)亦強調地理尺度在政治生態學分析中的重要

價值。而受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地理學影響的 Lefebvre (1991)則指出，「尺度是被社會建

構的，因歷史情境而變的，政治角逐的」(Neumann, 2009)。在 1980 年代有關第三世界

的研究中，對於「尺度」的討論，多集中於第三世界國家在進入全球化的尺度之後，

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導致「邊緣化」，進而造成土地退化或各種環境問題。1990 年代

的政治生態學則與尺度及社會建構的辯論相關連，並聚焦於地區的個案研究(Bunce and 

Desfor, 2007)。 

另外，「國家」在尺度化變遷過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國家對於權力的分配，

造成優勢團體的資本積累，而使得居劣勢者落入邊緣化的命運(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Derman and Ferguson (1995)在馬拉威湖漁村的研究中發現，當地漁民的生計與

文化之所以受到威脅，主要根源於政府與資本家在馬拉威湖進行的觀光事業開發，「國

家」在環境與社會的轉變中扮演關鍵的角色。這樣的觀點也為國內研究者所引用，包

括盧鏡臣(1998)從 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所提出的政治生態學角度切入，探討國

家政策對偏遠地區發展的介入，如何促成「破壞性地景的生產」。林政民(2004)則以和

平溪口泰雅族部落為研究對象，首先從環境因素分析和平溪口地區在發展上的先天限

制，接著強調國家政策對該地區的影響，以政權轉移的 1945 年為研究的時間斷面，探

討一個「封閉社會併入較大規模的政經體系」時，「國家、資本、人群與環境」彼此之

間的交互作用。李晏儒(2007)將臺灣砂石產業情境，放置回原來的社會歷史脈絡中加以

檢視，以探究國家、市場及地方社會三個作用之間的資源論述角力。劉怡君(2007)則是

以 Swyngedouw (2003)對於西班牙 19、20 世紀之交「水政治」(water politics)的探討，

對照新加坡的現代化歷程，強權政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國家對地景塑造的決定

性影響。 

針對「國家」與「空間尺度」之間的關係，王振寰(2007)強調國家機器在空間尺度

上的調整，並不只是反映全球資本主義的動力，也是對應於國內政治勢力鬥爭的結果。

從此角度而言，空間的再尺度化必須視為一個政治社會角力的過程，因此，有必要將

焦點置於社會政治鬥爭所碰觸到的空間尺度轉型的機制上。此外，當我們將觀看一個

地區的時間拉長後，可以發現在歷史變遷過程中，往往涉及兩個或以上的尺度，而且

不同尺度可能同時發生、彼此呼應而變遷。例如劉怡君(2007)將新加坡的國家發展放入

全球經濟脈絡底下，從全球化的尺度探討外部經濟條件、國家、人群如何形塑新加坡

不同時期的土地利用，深究農業活動如何衰退，使得新加坡成為一個全面工業化和商

業化的國家。對照於 Swyngedouw (2003)在西班牙的研究，可發現改變西班牙和新加坡

地景的驅動力，都是為了回應來自國際市場的需求。在此，我們看到國家尺度如何呼

應全球化尺度的變遷，進而改變地方發展的歷程。 

全球化改變了各尺度之間的空間距離，強化了不同尺度之間的網路關係，導致新

的空間關係產生。由於每一尺度均鑲嵌於更大的尺度之下，尺度之間的互動關係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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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複雜，彼此呼應而變遷。在此一脈絡下，空間尺度的產生不再是自然而然、不證自

明的，而是社會建構與動態過程的產物(王振寰，2007)。洪立三(2009)在關渡自然公園

候鳥保護議題的討論中，引用 Brown and Purcell (2005)的觀點指出，生物多樣性並非先

天性存在的，而是一個由行動者為了特別目的所建構出來的尺度，透過尺度的操作可

以獲致特定的結果。此現象展現了政治生態學對尺度的關注，已從「尺度本身」轉向

「尺度的產生」。 

由於尺度之間關連的複雜性，政治生態學的尺度概念也一直備受挑戰。Marston et 

al. (2005)對於地理學者所建構的尺度概念，曾提出以下批評(Neumann, 2009)：(1)垂直

想像且鑲嵌於空間階層中的尺度，其與大小和層級(level)的意涵是經常混淆的；(2)要

將尺度階層從微觀/宏觀的雙重性，以及鏈結的雙重性(特別是全球化/在地化)中鬆綁是

有難度的；(3)預設的階層會導致實證研究的本體聚焦於少數的預設層級，例如個人、

鄰里、國家、區域等。Marston et al. (2005)也認為，即使增加水平分布的網絡仍無法克

服階層尺度(hierarchical scale)在基本原理上的弱點。針對學者們對尺度所提出的質疑，

Leitner and Miller (2007)則認為，Marston et al. (2005)對尺度的批評，是將階層與垂直

的尺度混為一談，忽略了尺度的實際作用。Jonas (2006)則指出，階層是一種允許流動

的垂直形式。關於尺度的流動，Smith (1993; 2000)提出尺度跳躍(jumping scales)的概念，

亦即某特定尺度的政治主張或權力建構是可以擴張至另一尺度的。而 Sayre (2005)則進

一步說明，跳躍的是層級而非尺度，並且展現於再尺度化的過程中。同樣地，Manson 

(2008)亦強調在尺度變遷的互動過程中，尺度的生產之特性(Neumann, 2009)。為回應人

文地理學者對政治生態學的尺度概念所提出的質疑，Neumann (2009)歸納近來關於尺

度的研究，並試圖建立一個探討地理尺度的理論起始點，其指出：(1)尺度研究是認識

論，而非本體論，亦即尺度的研究焦點應放在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s)的尺度實踐

(scalar practices)，而非把尺度本身視作分析的類型(Moore, 2008)；(2)關注權力的不對

等關係對於理解尺度間和尺度內的網絡關係是重要的。 

綜合上述，Neumann (2009)主張，尺度是社會建構的、相互關連的、偶然的、彼此

競逐的，且強調權力關係和自然–社會關係的辯證研究，同時，Neumann 也特別強調

「尺度實踐」和「權力關係」是尺度的政治生態學中最重要的關鍵。地景是連續的發

展過程，或是分解與取代的過程，除非同時考慮空間關係與時間關係，否則無法形成

地景的觀念。以政治生態學的觀點來看，地景變遷是由於不同社會行動者之間不平等

的權力關係所導致的「再尺度化」的過程。以此回應到「權力地景」的概念，地景的

意義也會不斷變遷，不同尺度的行動者會各自賦予其空間意涵，並且透過尺度實踐，

以及權力的競逐，強化其論述的價值(王志弘譯，2010)。因此，透過不同行動者的尺度

實踐及其權力關係競逐的理解，來重塑地景變遷的歷程，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地景

或地理界線是如何形塑而成，並說明其所象徵的空間意涵。 

(三) 解釋鏈(chains of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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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域的人地關係或地景如何變遷，無法單就特定尺度的討論就能理解，為有效

解釋各尺度間的互動關係，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提出解釋鏈(圖 1)予以說明，透

過解釋鏈評估在不同尺度之中，各種變數的影響，其主張地方的選擇是受到區域的影

響，又依次受到全球政治和經濟的指引(Robbins, 2004)。藉由解釋鏈將有助於解釋不同

尺度下的人地關係(Zimmer and Bassett, 2003)；同時，有助於社會環境議題的理解和實

踐(Robbins and Bishop, 2008)。 

鍾沛鈞(2010)曾運用解釋鏈探討農業政策與峨眉鄉發展間的關係，經由政治生態

學觀點，將峨眉鄉的發展歷程放置於尺度更廣的脈絡下，並利用「解釋鏈模式」探討

不同尺度間的國際市場、國家力量、農業政策、人、環境間互動情況。其修正 Robbins 

(2004)的解釋鏈模式，將跨國金融、跨國公司、國際機構整合至國際經貿力量，探討其

如何影響國家政策制定，並聚焦討論根據國家總體經濟發展策略、國際經貿組織協定

要求所制定的農業、觀光遊憩政策及基礎建設的興設，對地方發展的影響。透過政治

生態學觀點研究鄉村，證明了鄉村並非獨立個體，無法自行決定其發展歷程，而是受

多重尺度力量，包含國際、國家、地方等互相角力、衝突、協商、妥協下的結果。隨

著政治權力下放，地方賦權增加與民主自由化的發展，在地行動者擁有更多自主力量，

對地方影響力增加，且能自主性挖掘鄉村特色並發揮之，鄉村已不單純為農產品提供

地，而是在新的國家總體經濟發展、城鄉互動關係中，轉變為具有新價值的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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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政治生態學的解釋鏈 

資料來源：Paul Robbins (2012) Political Ecology (Second Edition). 

 

(四) 政治生態學與都市水岸(urban waterfront) 

都市水岸係指「都市鄉鎮中臨近水體的地區」，亦即水域環境與都市空間交接的地

帶，包括都市週遭的水體與環境，其範圍則涵蓋海岸地區及都市河岸，常見的如港口

或船塢等(李肇嘉，2009)。Hoyle et al. (1988)將都市水岸簡單定義為「位於港區和城區

交界的區域」，並且建立了一個理解都市–港口(city-port)關係的歷史地理變遷模式的

框架，確立了海濱的連續發展階段，包括：原始的都市–港口階段、擴大的都市–港

口階段、工業化都市–港口階段、從海濱撤退階段、及海濱再開發階段。根據他的模

型，經濟活動和新技術發展的變遷型式是在水岸產生新的空間、機能關係的主要力量

(Bunce and Desfor, 2007)。 

都市河岸(urban riverfront)指涉的是「流經都市河川之水道路徑所自然成形的流域

空間」，包括了水道與河岸週遭的環境與空間(李肇嘉，2009)。它可以是都市的通道、

邊緣、界面，也可以是都市的核心(王志弘，1994；王志弘、黃若慈，2012)。人口稠密

的都市，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免於水患侵擾，多採築堤圍堵的方式，然而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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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卻阻隔了人與河流的互動。洪千惠(1995)因而將此一介於都市與河流之間的灰色

地帶，包括都市接近河流邊緣的區域和河岸空間，稱作「界限空間」，此一界限代表的

是：城市對河流侵略的邊界、城市發展過程中對自然的侵略、城市生活親近自然的最

後界限；同時也可以視作河流對城市侵略的邊界、河流氾濫陸地的侵略、自然資源帶

入城市生活的契機等。 

水岸由於位於水陸交匯之處，一直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近年來，由於都市再開

發過程，而成為一爭議的空間(Basset et al., 2002)。歐美地區對於水岸變遷的空間與政

治議題的關注，一般認為開始於 1970 年代(Bunce and Desfor, 2007)。而近年來歐美地

區關於水岸再生的個案研究，則多與 1970 至 1980 年代歐洲、北美的港口城市面對碼

頭衰退的議題有關。水岸再開發的相關議題受到地方、區域、國家的關注，也引起了

學者的研究興趣。Hagerman (2007)以波特蘭郊區舊工業水岸再開發為例，分析波特蘭

水岸歷經了繁榮、經濟重組、工業衰退及再開發的歷程，並探討都市政治經濟的調控

及都市治理方式的重組。在波特蘭水岸再生的歷程中，公私部門的合作與策略調整，

使得新的規劃與再開發政策得以實踐，同時重構住宅區與自然生態的關係。另外，O’

Callaghan and Linehan (2007)則是以2005年科克(Cork)在成為「歐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期間的事件為例，探討水岸開發的政治議題，並提供一個理解經濟和

文化是如何被刻劃在愛爾蘭都市景觀之中的方法。 

在加拿大的案例中，Kear (2007)透過溫哥華 Southeast False Creek (SEFC)的個案研

究，回顧溫哥華創造永續發展社區的計畫–「Clouds of Change」，並展示了辯論長達十

年之久的「永續發展的意義」之不同階段，Kear 指出以積累方式來協調社會–自然的

過程是遠離自然的、總是主觀的、依賴於文本(歷史、地理等)，且總是政治性的。此研

究不僅展現了政治生態學對於都市自然議題與社會–自然關係的關注，也引領我們進

一步去審視「永續發展」的意義。另外，在加拿大多倫多臨港工業區的個案中，Desfor 

and Vesalon (2008)將社會–自然概念和資本與空間擴張理論相連接，從而將「自然」帶

入，以理解都市發展進程，透過歷史文獻探討及當代城市理論概念，以政治生態學的

框架，分析多倫多的土地創建與南延，以及其在 20 世紀上半葉涉及社會–自然工業化

生產的政治與經濟的實踐。同樣以多倫多為研究對象，Laidley (2007)透過多倫多 20 年

來水岸規劃行動的政策與政治回顧，闡述了多倫多都市發展的政治中自然和社會的耦

合，並說明其水岸是如何被動員起來，從而適應 21 世紀全球經濟與空間重組的迫切需

要。其指出透過「水岸再生信託」–新的水岸規劃的生態系統方法，不僅使得其支持

者得以解決以前阻礙海濱發展新型式的歷史問題，包括解決司法管轄區的僵局、工業

區劃、以及公共和私營部門的關係，更樹立了一個新的水岸開發典範。此一研究證實

了都市水岸所發生的事即反映了都市本身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都市所處地區

的政治經濟變遷。 

歸納歐美相關的經驗研究，後工業化都市在面臨全球化及城市競爭的都市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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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水岸成為都市再開發的重要區位，而水岸的再開發亦成為都市再生的重要途

徑，然而，都市水岸再生計畫卻難以擺脫地產開發與消費的主導，在此脈絡底下，「宜

居性」(livability)、「永續發展」皆成為可操弄的術語。以 2005 年愛爾蘭科克港「歐洲

文化之都」活動為例，愛爾蘭以鼓勵文化部門和藝術作為都市再生的一種途徑，這樣

的都市發展策略雖然帶動了都市企業治理新模式的實踐，並且打造了新的都市願景，

不過卻也合理化所謂精銳行動者的發展策略，使得都市再生淪為由地產開發商的利益

所主導，而破壞了社會主義和公共領域的重分配途徑，都市治理也被企業式的經營所

盤踞。然而，試圖利用地產與消費為主導的都市再發展也已經受到了挑戰，包括：新

自由主義的都市發展策略與反新自由主義的抗爭，本地藝術界的經驗和期望之間的衝

突，以及關於都市成長想像的競逐(O’Callaghan and Linehan, 2007)。在此一歷程中，

政府、地產開發商和抗議的市民均試圖維護他們形塑和想像都市的權力，並且將其論

述銘刻於都市地景之中。 

而在波特蘭水岸再生的個案研究中，波特蘭水岸歷經了衰退的歷程，棄置空間與

多餘的倉庫反而成為今日住宅區與商業區重建的區位，將未充分利用的區域轉變為擴

張的郊區，公寓、餐廳、辦公室都陸續出現。這使得水岸必須再被視為都市文明與自

然的交界，為了形塑新住宅區的期待與消費，都市的宜居性與環境保育的重要性因而

成為學術界與主流媒體的關注焦點。然而，在規劃的過程中，政府的「治理」隨著經

濟政策的形成涉及到越來越多複雜的利益集團之間的談判，包括官員和社區組織，透

過公私合作夥伴關係、政府間協定和其他半公共的形式實施(Hagerman, 2007)。從

Hagerman (2007)的經驗研究中，我們關注到在水岸開發的過程當中，規劃者和決策者

往往側重於歷史性保存、綠地設計、環境整治，並創造新的住宅、商業區，同時透過

概念化的過程，將所有規劃、願景置於「宜居規劃」論述的保護傘下。然而，關於「宜

居性」的討論卻也不斷引發爭議和衝突，究竟何謂「宜居性」？是否只是政府、地產

開發商的行銷術語而已？抑或是達成「縉紳化」的手段？ 

在水岸再開發過程當中，政府往往以「宜居性」、「永續發展」做為都市治理的願

景，Kear (2007)以溫哥華 SEFC 的故事引領我們進一步去審視「永續發展」的定義，其

指出「永續發展」的術語在先進的資本城市已經與社會–自然改變的過程緊密相連，

並且在語義上已和原意有所不同。「永續發展」一詞在語義上以及政治可塑性上，已經

在表面上透過科學指標、公眾集會、社區願景加以形式化，而成為一個容易引發對立

的符號，並且被特殊利益集團所操控利用。 

從依水發展、與水共生，到築堤治水、人定勝天的思維，大臺北都會區的發展始

終與淡水河緊密相連。隨著高度都市化，大臺北的人口及住宅也早已向河岸擴張。而

進入「後工業化時期」之後，淡水河水岸利用的多元功能再被喚起，在不影響河川的

防洪排水功能下，親水機能、遊憩機能、生態棲息機能、通道機能等都被納入到河川

的經營規畫中(丘逸民，2001)。2010 年，「淡水河曼哈頓計畫」的提出後，水岸再生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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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益發引起關注。近年來，水岸住宅的規劃和開發十分活躍，河濱公園的規劃和設計、

濕地保育的議題、洪水平原禁建的解除、市地重劃等，均是現今臺灣都市水岸引起關

注的焦點。從新北市政府「新北曼哈頓」、「宜居城市」的願景，以及「洲子洋重劃區」

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建案，不難發現前述歐美水岸再生案例的痕跡，並有利於我們覺察

未來發展的軌跡，然而，現今臺灣的都市水岸開發策略，究竟會引領我們邁向一個宜

居的未來，或是充滿對比與矛盾的現實，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究。 

由於人類活動對都市水岸的影響，使得水岸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區域，而

且隨著時序的演進，這種影響也越來越明顯。如同 Swyngedouw (1996)所說的，社會與

自然之間的關係是無法切割的，自然與社會之間的內在聯繫不是靜態的，而是不斷被

反復生產的、動態的、複雜的。回顧近十年來國內外相關經驗研究，相較於歐美的多

重尺度分析，國內的水岸或河岸研究，仍舊以景觀規劃設計及觀光遊憩等領域為主流。

僅少數研究能較清楚地呈現大臺北都會區水岸發展的脈絡，透過丘逸民(2001)針對大

臺北地區在各個歷史發展時期人與淡水河的互動關係所建立的分期，以及殷菀之

(2001)、彭皓炘(2010)分別以基隆河整治與河濱公園為對象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將有助

於釐清政府「防洪論述」及「親水論述」的演進，進而分析此論述如何刻畫於當代地

景之中。 

有關「水岸再生」的經驗研究，則有吳明容(2004)著眼於水岸廢棄工業用地之再利

用，挑選高雄為「個案研究」，並以溫哥華作為比較對象，探討其水岸發展模式之異同。

其以「都市水岸空間經理」之視角切入，探討研究個案在再發展上之「經驗」與「價

值」，俾為臺灣未來水岸再發展之參考。透過此一研究，將更能澄清水岸再生對於城市

的意義，此研究展現了高雄水岸再發展的改革計畫不僅為城市的地景與意象帶來新的

面貌，水岸所具備之門戶意象，業儼然成為城市展現其競爭力的舞台。而與本研究相

關之水岸再生個案研究，則有黃妤婕(2011)以臺北縣西區旗艦計畫—「中港大排河廊再

造工程」及其穿越的新莊副都心區為研究區域，歸納出水岸再生作為一種綠色都市主

義的特殊性，並呈現此計畫推動過程中的都市治理特徵。此研究指認出，以綠色都市

主義為主導的水岸再生，不僅是港口與河流都市的都市再生與經濟復甦主要藥方，同

時受到地方政治治理變遷脈絡的深遠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以地產開發為主

導的空間轉型仍主宰著都市水岸再生計畫。 

從國內相關研究的爬梳發現，晚近有關水岸發展的研究雖已能呈現政治經濟脈絡，

分析的視角仍偏重於都市治理的尺度。而歐美研究則多能從水岸空間發展的歷史脈絡

的鋪陳出發，進而探討左右水岸再開發歷程的政治經濟力量，並展現多重尺度的分析

視角。對照近年來歐美都市水岸的政治生態學研究，反思本研究區的發展歷程，實具

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如同 Bunce and Desfor (2007)所述：水岸是一個「一切

都發生的地方」。而政治生態學強調在地景生產中，社會和自然的不可分性，將有助於

我們理解社會和自然之間複雜且流動的連結，對於都市在社會–自然的生產、社會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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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模式、政治經濟分配等方面，產生新的見解；另外，政治生態學強調尺度之間的關

係與尺度流動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在都市水岸的規劃和開發歷程中，都市化、

尺度和政策的關係；同時，政治生態學提供了一個新的分析觀點，亦即視都市水岸為

一開放且持續變遷的研究區域，而非視其為一穩定且封閉的調查地點。政治生態學提

供了一個新的都市水岸研究途徑，此一分析策略將有助於我們理解並概念化都市水岸

「空間再生產」的歷程。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區域 

本研究區域為新北市二重疏洪道地區，鄰近三重、蘆洲、五股及新莊區，全長約

7.7 公里，寬約 450–700 公尺間，總面積達 424 公頃(圖 2)。 

 
圖 2  研究區域位置圖 

 

(二) 研究方法 

1. 文獻分析 

本研究分析來源眾多的文獻，包括：(1)政府文獻：臺北地區防洪計畫、臺北縣水

利局年報、政府施政計畫及白皮書、鄉鎮地方志等資料；(2)學術期刊論文：政治生態

學、二重疏洪道、五股濕地、大臺北都會公園等相關期刊論文；(3)報章雜誌及網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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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2. 實地觀察 

本研究多次至二重疏洪道實地觀察，並參與當地舉辦的相關活動，瞭解二重疏洪

道的地景變遷，以及居民使用此開闊空間之狀況。 

3. 深度訪談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為 30-90 分鐘。以滾雪球方式選

取受訪者，訪談人數共計 21 人，包括：(1)政府官員：新北市政府水利局高灘地工程管

理處、城鄉局、地政局；(2)民間團體：荒野保護協會、地方文史工作室、委外經營單

位、建築開發商；(3)社區幹部及里長：鄰近堤防兩側社區協會理事長及里長；(4)地方

居民：以在二重疏洪道興建前即已住在此區的居民為主(超過 30 年)，另外，也包括市

民農園耕種者、二重疏洪道拆遷戶及重劃區拆遷戶等。 

(三) 研究架構 

政治生態學討論的主題包括和人類、環境變遷有關的政治、倫理、社會正義等議

題，且常是跨尺度的環境變遷與發展，不只檢視權力運作，也分析其中的過程、結構

與歷史(Jarose, 2004)。Robbins (2012)於《Political Ecology》書中，將政治生態學分為五

個研究主題，分別為：(1)退化與邊緣化(degrad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2)保育與控

制(conservation and control)；(3)環境衝突與排除(environmental conflict and exclusion)；

(4)環境主體與認同(environmental subjects and identity)；(5)政治目的與行動者(political 

objects and actors)(表 1)。 

 

表 1  政治生態學的五個研究主題 

主題 解釋了什麼？ 相關 

退化與邊緣化 
環境條件(特別是退化)以及

變遷的理由。 

環境退化問題，長久以來皆歸咎於邊緣

族群，實則展現於更大的政治或經濟脈

絡。 

保育與控制 保育的成果(特別是失敗) 
長久被認為是好的保育活動，顯示出有

不良的影響，甚至有時結果是失敗的。 

環境衝突與排除 
環境進入權以及衝突(特別

是自然資源) 

將環境衝突置於更廣泛的性別、階級、

族群紛爭之中，反之亦然。 

環境主體與認同 
民眾與社會團體的認同(特

別是新的或新興的) 

政治認同與社會紛爭，表現在生計與環

境保護活動等基本議題的連繫之上。 

政治目的與行動者 
社會—政治環境(特別是高

度結構的) 

政治和經濟系統被與他們交互作用的

非人類行動者支持與影響。 

資料來源：Paul Robbins (2012): Political Ecology (Second Edition). 

 

Robbins (2012)指出：「制度化和權力取向的環境管理制度會導致新的行動者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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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產生新的自我定義、對世界的認識、生態思想與行為，並透過新的政治行動來展

現，以回應到其他尺度」。此一解釋，展現了政治生態學與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 ANT)跨接的脈絡。而政治生態學除了與行動者網絡理論跨接外，晚近

的政治生態學也出現了「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和自然具備能動者的主張，亦即強調

自然的主體性及能動性(王志弘、黃若慈，2012)。關於行動者網絡理論，Holifield (2009)

認為行動者網絡理論開闢了一條以往馬克思都市政治生態學所沒有的批判環境正義研

究路線，不同於馬克思都市政治生態學透過文本以脈絡化並解釋不平等現象，行動者

網絡理論則是將行動者置於社會脈絡中，以追溯「環境不正義」爭議的出現並尋求解

決之道。然而，Holifield (2009)仍主張應該保持兩個研究理論的獨立性，而非試圖開發

一個結合馬克思主義和行動者網絡理論的都市政治生態學理論。然而，運用其中「強

調人類與自然行動者的角色」此一觀點，將更有利於本研究釐清環境認同與行動之間

的關連、不同行動者的互動，以脈絡化二重疏洪道的地理變遷歷程。 

另一方面，從地景的定義來看， Stewart and Strathern (2003)認為，地景是構築出

人們的地方感和社群感的感知環境(the perceived settings)。地景就是文化，它被刻寫在

田野、樹林、農作物、家畜、建築物與道路中，而在知覺的印象與記憶裡，這些地景

都呼喚著居住在其中的人們。Wilson and David (2002)則指出，地景作為地方上人們的

參與，作為世界的經驗，地景是有意義的、社會建構的地方，它包含身體的和認知的

經驗。所有的地景都會將記憶予以具體化，而透過記憶的方式，過去持續地往現在移

動，就好像認同的形成一樣(徐主驊，2010)。綜合上述學者的說法，環境認同和地景的

意義是相連結的，涉及人們在這個地區的經歷和記憶，並與其價值判斷有關；人們對

於新地景的環境認同其實牽涉其對於舊地景的記憶。如同文化地理學者提出的，「地景

同時是一種全景、一種構成、刮除重寫的羊皮紙、一種縮圖」(王志弘譯，2010)。先前

銘寫的文字永遠無法徹底清除，隨著時間過去，所呈現的結果會是混合的，刮除重寫

呈現了所有消除與覆寫的總合(王志弘譯，2003)。地景的變遷也會銘刻於居民的身體上

和記憶裡，因此，從居民環境認同進行探討，將有利於理解人與地景之間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將聚焦於「環境認同」的分析視角，並修正解釋鏈模式以建立一套詮釋二

重疏洪道形塑之地理界線的理論架構(圖 3)。另外，本研究每個尺度均鑲嵌在更大的尺

度之下，尺度在地景變遷過程當中不斷轉變並重新建構。將此研究架構拆解成左右二

個部分來看，左半部是不同社會行動者，例如國家、地方政府、社區居民等，均會對

地景進行開發、保護等行動，而造成地景的改變；而地景的變遷則會導致不同的社會

行動者，產生不一樣的環境認同，進而採取新的政治行動，進一步牽動著尺度的變遷

及改變地景。在架構圖的右半部，則是支配地景變遷的那隻隱形的手–環境論述，當

社會行動者採取改變地景的行動時，會產生權力競逐的關係，為獲致支配地景的權力，

不同的行動者(或權益關係人)會選擇對其有利的環境論述。而在全球與地方價值競逐

或結合的過程當中，將進一步確立改變地景的當代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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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研究架構圖 

四、劃界：二重疏洪道的興建 

(一) 大臺北防洪計畫與二重疏洪道的興建 

1. 大臺北地區洪患的成因 

臺北盆地位於淡水河流域的北部，係由淡水河三大支流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

所沖積而成。淡水河發源於品田山(3,529 公尺)，主流河長約為 158.7 公里，流域面積

約達 2,726 平方公里，為臺灣第三大河(石再添等，1996)。臺北盆地地勢低窪，過去如

遇豪雨，河水宣洩不及，即易溢出兩岸，造成洪氾(丘逸民，2000)。1897 至 1982 年間，

臺北盆地的水患就高達 82 次，平均一年為 0.94 次(楊萬全，1991)。楊萬全(2000)指出

臺北盆地洪患的主要原因為水量大、地勢低、水流瓶頸三大原因。 

除上述自然地理因素外，由於臺北盆地人口急速增加、建地大量擴展，都市化的

結果，不透水面積增加。洪患平原的利用，侵佔了洪水路線，使得淹水面積有增加的

趨勢(石再添等，1989)。此外，由於農地住宅化，造成地下水補注減少；另一方面，則

由於工廠林立，大量抽汲地下水，而引起地層下陷的問題；由於逕流量急遽增加，洪

峰水位因之提高，造成水患加劇(鄧天德，1978)。楊萬全(1978)分析台北地區地層下陷

時指出，從 1957 至 1977 年間，台北地區下陷量已達 200 公分，人為的地下水超抽，

加速地層下陷，三重、蘆洲、新莊一帶下陷嚴重。淹水最頻繁的地區為大漢溪與新店

溪匯流處，淡水河右岸台北市區因早已築堤保護，故免於水患侵擾，而淡水河左岸新

北市三重、蘆洲、五股及新莊一帶，即塭子川流域，則成為水患頻率最高的地區(石再

添等，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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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北地區防洪計畫的源起 

「臺北地區防洪計畫」範圍包括臺北市全部及隸屬臺北縣的三重、蘆洲、五股、

泰山、新莊、板橋、中和、永和等市鄉鎮，即一般所稱的「臺北盆地」區域。1915 年，

日人在淡水河右岸，興建大稻埕防洪牆，是為防洪設施之開端(臺灣省水利局，1964a)。

以後沿主支流，陸續興建堤防護岸，並於 1937 年擬有淡水河的全面性防洪整治計劃，

惜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此工程暫緩，未能付諸執行(臺灣省水利局，1964a；三重市志編

纂委員會，1996)。1959 年 7 月畢莉颱風侵襲臺灣北部，臺北盆地損失慘重，臺灣省水

利局始著手防洪計劃之研擬。1961 年 9 月波密拉颱風過境，又釀成巨災，政府為謀提

前減輕洪災損失，決定先建新店溪之雙園、水源、永和、景美等堤防(臺灣省水利局，

1963)。此一時期的防洪工事多集中於淡水河東、南岸的臺北市區進行，以保障核心區

人民的生命財產為宗旨，對於同位於水患區淡水河西岸的三重、蘆洲、五股等地區，

卻始終未予關注。 

1962 年，歐珀、愛美颱風過境，造成臺北地區的嚴重災情；12 月，行政院方成立

「臺北地區河川防洪計劃審核小組」，針對臺北地區的防洪問題，分為「治標」及「治

本」兩部分進行(臺灣省水利局，1963)。治標部分主要就歐珀、愛美颱風之教訓，作必

要之防範措施；治本部分，則在使往後臺北地區免於洪患，就淡水河水系作全面查勘

(臺灣省水利局，1964b)。由於調查發現臺北橋寬度不足，為淡水河防洪問題的關鍵，

但因臺北橋兩岸已高度發展、房屋密集，河道加寬及拆遷作業不僅費用昂貴且窒礙難

行，乃作臺北橋河面不予展寬之決定(臺灣省水利局，1968)。 

1963 年 9 月，葛樂禮颱風帶來的大豪雨使淡水河上游單日雨量超過 1,000 公釐，

整個臺北市、三重、蘆洲嚴重淹水、災情慘重，政府乃下定決心防洪，將治標計畫交

省政府執行完成(三重市志編纂委員會，1996)。防洪治本計劃分為五個方案，其中甲案

以浚渫河床為主；乙案為建築主支流兩岸堤防，使河流歸槽，丙案以疏洪方式將大嵙

崁溪改道；丁案將大嵙崁溪作部分減洪；戊案則將大嵙崁溪及新店兩溪均予改道；至

1963 年 10 月，由臺灣省水利局提出「淡水河防洪治本計劃草案」，並於 1964 年 2 月

成立「臺北地區防洪治本計劃執行委員會」(臺灣省水利局，1964b)。最後，於 1965 年

選定「丙案」作為淡水河防洪治本計畫，亦即整治河口，拓寬關渡，先謀尾閭之暢通，

繼開闢塭子川疏洪道，將大漢溪改道，使該溪之洪水不必經臺北橋而逕由關渡入海(臺

灣省水利局，1968)。 

大臺北防洪工程歷程大致分為四個階段，於 1964 年陸續動工，工程包括：基隆河

改道、關渡拓寬及濬渫河槽、增建堤防等(新北市政府水利局，2012)。關渡拓寬於 1964

年 4 月春開工，1966 年 7 月第三階段全部完工，將原本關渡二邊 450 公尺的寬度拓寬

至 550 公尺，其目的為增加洪水時的排洪能力(連明琴，1985)。關渡隘口拓寬 100 公尺

後，最大流量增至 18, 000 立方公尺/秒。然而，由於淡水河口潮水對洪水的頂托作用，

雖已進行關渡隘口拓寬工程，對於減少臺北盆地的洪患程度，幫助仍然不大(鄧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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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由於炸開隘口無法防治水患，政府乃於 1968 年公佈「北區防洪計畫」，宣佈把

包括洲後村在內的三重、蘆洲、五股、新莊一帶低窪整地劃為「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

並實施「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為了疏洪需要，全面禁建新的房舍廠房、禁建阻礙水

流的高大構造物，同時亦不准填土變更地形，以配合臺北地區防洪整治計畫的實施(黃

繼雄，2011；楊萬全，1980)。 

1968 年，由於臺北市已升格為直轄市，臺北地區防洪計劃改由經濟部水資源統一

規劃委員會規劃，取代了原本由省水利局主導的位置(殷莞之，2001)。1973 年，經濟

部核定「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分為臺灣省與臺北市兩部分，以 200 年一次洪

水頻率作為設計保護基準，計畫開闢二重疏洪道及整建整體堤防，同時建立洪水預報

系統(新北市政府水利局，2012)。由於淡水河右岸早在日治時期即已開始各項防洪工程，

因此本項計畫主要目的為保護淡水河左岸部分的安全，因各項評估計畫中皆認定臺北

橋附近因河幅縮減，成為水流瓶頸。然而因拓寬臺北橋的流槽部分將影響到三重地區，

變動過大，因此該項計畫在評估各項方案後，決定沿淡水河左岸築堤並開闢二重疏洪

道分洪，以期能於洪水來臨時將大漢溪的洪水分洪經二重疏洪道至塭子川，而後注入

淡水河(莊富凱，2003)。 

「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提出後，由於工程費龐大，政府財政困難無法負

荷，直至 1979 年方決議辦理「臺北地區防洪計劃」(經濟部水利署，2006)，並按照「臺

北地區防洪計畫先期實施方案」及「二重疏洪道必須同時開闢的原則」實施，此方案

包括疏洪道工程、堤防工程及排水工程(楊萬全，1980)。「臺北地區防洪計劃」於 1982

年開始分三期進行，歷時 15 年才完成(臺北縣政府水利局，2010)。 

3. 二重疏洪道的興建 

「臺北地區防洪計劃」的「第一期防洪計畫」於 1979 年核定，1982 年開始實施，

並於 1984 年完成，主要工程為開闢長達 7.7 公里的二重疏洪道，並興建低堤及排水工

程以保護三重、蘆洲、淡水河右岸及基隆河左岸(經濟部水利署，2006)。「第二期防洪

計畫」則於 1985 年至 1987 年間執行，主要工程內容為為加高堤防高度，使之達到 200

年洪水頻率，包括大漢溪堤防、新店溪堤防、疏洪道左岸堤防、排水工程與其它配合

設施等。二重疏洪道開闢完成後，較大洪水事件發生時，洪水量亦不再集中於臺北橋

段，一部份亦將由二重疏洪道分洪。1989 年至 1996 年完成「第三期防洪計畫」，主要

工程內容為三重、蘆洲疏洪道堤防加高、排水工程與其它配合設施等。待第三期工程

完成，淡水河沿岸堤防亦大致完成 200 年洪水頻率標準，整體河道沖淤特性明顯受兩

岸堤防束限，洪水不再自由漫溢。惟部份地區保護標準未達 200 年洪水頻率標準，如

社子島、關渡、五股地區等(臺北縣政府水利局，2010)。 

二重疏洪道長 7.7 公里，寬 450 公尺，西岸堤防止於高速公路，以北不設堤防，

堤防計 11.5 公里(右岸堤防 7,274 公尺，左岸堤防 4,200 公尺)，堤頂標高 10 公尺；進

口溢流堤，標高 3 公尺(陳鴻志，1999)。新店溪流域的洪峰流量可達 10,300 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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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大漢溪流域的洪峰流量則可達 13,200 立方公尺/秒，然而，匯流後經過臺北橋卻只

能通過 14,200 立方公尺/秒，尚有 9,200 立方公尺/秒的流量必須另找出路(楊萬全，

2000)，因此，必須闢建二重疏洪道以分擔臺北橋河段所受之洪水負荷。為能使淡水河

遇較大洪水時，能有效疏解洪水量，二重疏洪道兩側堤防的設計標準較一般堤防為高，

採用 200 年洪水頻率為保護及設計標準(黃繼雄，2010)。由於淡水河在較大洪水時即

往中興橋左岸漫溢，流經褒子寮附近至塭子川再於關渡上游匯入淡水河，是故，二重

疏洪道乃依此天然疏洪地區開闢，並於大漢溪和新店溪匯流之處設置疏洪道入口控制，

使洪水小時，淡水河流量仍全部流經臺北橋；遇較大洪水，淡水河流量超過 6500 立方

公尺/秒(臺北橋水位超過 5 公尺)，無法容納時，才由疏洪道分擔部分，部分洪水即溢

流入疏洪道中(三重市志編纂委員會，1996；陳鴻志，1999)。 

(二) 二重疏洪道工程的影響與居民環境認同 

1. 洪患解決方面 

二重疏洪道工程的效益，依政府的評估，堤防工程可減輕三重、蘆洲地區災害；

疏洪道工程可宣洩淡水河無法單獨排洩的洪水；排水工程則可排除堤防完成後堤內的

積水，而達到全面防洪的效果。至於防洪計畫整體效益，依政府評估為(臺灣省水利局，

1982)：(1) 保障大臺北地區一億一千餘公頃土地，以及三百餘萬民眾的生命財產；

(2)淡水河左岸，三重、蘆洲等低窪地區約二千公頃土地及六、七十萬人口，在平常洪

水時不會受到災害，遇大洪水時災害可減至最低程度；(3)可解除保護區內洪水平原一

級管制區約九百公頃土地，經有效利用後，有助地方發展。 

在二重疏洪道防洪功能發揮方面，依經濟部水利署(2011)及相關新聞報導指出，過

去共有 10 次洪水漫過疏洪道，發揮了分洪的功能，包括：1996 年的賀伯颱風、2000

年象神颱風、2001 年的納莉颱風、2004 年的敏督利颱風及艾利颱風等颱風侵臺時，均

有效疏解淡水河洪水。其中，2004 年艾利颱風之分洪水位最高為 6.62 公尺；2007 年

柯羅莎颱風分洪水位最高為 6.15 公尺；2012 年蘇拉颱風來襲時，分洪水位最高則達

到 6.55 公尺。其餘的分洪水位皆未超過 6.00 公尺，且積水很快就消退。 

針對洪患問題的解決方面，對照於二重疏洪道興建之前，每逢颱風必有水患的情

況，當地居民亦肯定其成效：「還沒蓋的時候，這裡(蘆洲南港子)很會淹水，嚴重會淹

到半樓啊！蓋好之後，就幾乎都沒有淹水了！」(里長 CL2)。「印象中，以前小時候，

只要每逢颱風必淹，政府就會發營養口糧、薑糖。三重、蘆洲這邊堤防做好之後，就

已經都不會淹了。」(居民 DS3)。「好處就是堤防蓋好，加上抽水站的設施，颱風過後，

幾乎就不再淹水。」(里長 CW3)。 

從以上觀點看來，似乎印證了二重疏洪道計畫的成功；然而，根據劉英毓(1985)分

析洲後村民拆遷前「拒遷與環境識覺」所歸納出的六個特點，包括：懷疑防洪計劃功

效、指出防洪計劃之設計與設施不當、強調居住於此地的正當性、對利益團體涉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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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評價防洪計劃及疏洪道之影響、指出拆遷措施之不當。可以看出當時的拆遷居

民對於二重疏洪道計畫的防洪功效及其設計是存有質疑的，這一點則與前述觀點有所

矛盾。我們嘗試從居民對於「洪患」的環境認同來分析，發現其與政府論述之間是存

在落差的。 

蔡文彩(1984)在洲後村拆遷前，曾作過實地調查訪問，就洲後村民對洪水的識覺訪

問得到的回答中，有 50.0%認為「經驗上不會淹水」，33.7%認為「即使有洪水，損失

也不大」，有 11.8%認為「有躲水之場所」。而居住長達 60 年以上的在地居民憶及疏洪

道未興建前的淹水情形亦表示：「淹水最嚴重的算是葛樂禮颱風那時候，成子寮淹了一

層樓高。其他時候都覺得還好。」(居民 DW1)、「疏洪道還沒建的時候，這裡(灰磘)其

實就是颱風來的時候會淹而已，就算有淹，水也都退得很快。最嚴重就是(民國)52 年

葛樂禮颱風，淹了一層樓。」(里長 CL1)。居民一方面指出淹水情形不若政府強調的嚴

重，一方面也表示先民早有適應洪患的策略，生活並不受洪患威脅。「我們(灰磘)這邊

可能祖先來開墾的時候就有把地屯高，所以房子都不會淹，做大水的時候，就都坐排

子(竹筏)出門。」(里長 CL1)、「洲仔尾 那邊，有分高田(旱田)和塭田(水田)，高田都種

菜，塭田就種稻。」(里長 CL2)。劉英毓(1985)亦指出：洲後村民知道若是在不淹水的

時候，可以充分利用沙洲種植作物，也可以在這裡居住，他們把低地闢為水田，高地

作為旱田，將屋宅建在低陷但排水極為容易的低地兩側，再用土將房屋基礎墊高，並

把門檻加高，使他們所要保護的「家」不受到水患。顯示居民早已發展出「與水共生」

的調適策略，「洪患」對其生活、生計並不構成威脅，也因此無法對於政府的「洪患」

論述表示認同。 

居民環境認同和政府論述在「洪患」議題上的落差，也展現於居民對政府防洪計

畫的質疑，以「關渡拓寬」計畫而言，「那個時候就是因為獅子頭拓寬，(灰磘)才變成

水都排不出去，只要颱風就會淹水，水一個禮拜都退不掉。洲仔尾(洲後村)那邊也是因

為獅子頭炸寬，只要颱風就會淹水，海水倒灌，鹹水進來，就變成都不能耕作了！」

(里長 CL1)。而對於「二重疏洪道」計畫，五股區居民亦提出質疑：「二重疏洪道還沒

建之前，灰磘那邊只要淹水都會淹到腳目。是因為做了堤防(指右岸堤防)之後，才變成

我們這邊(五股成子寮)開始淹水。」(居民 DW1)。世居三重區的居民 DS4 則認為：「以

前就路線規劃就有問題，像我們這邊叫『頂崁街』，就是地勢比較高，才會叫『頂崁』，

水怎麼會走比較高的地方，因為那邊(塭子川)你不敢拆，就來動我們這邊。從頭到尾有

水也才 3 次而已啊！」三重區里長 CS1 也表示：「本來(疏洪道)不是要設在我們(頂崁)

這邊，是要設在塭仔底，否則我們這邊也不會淹水啊！八七水災其他地方都淹到一層

樓，我們這邊才淹到膝蓋而已，我們這邊地勢比較高啊！」 

針對疏洪道的分洪能力，里長 CS1 也提出了質疑：「(二重疏洪道)做到現在(疏洪

道裡面)沒淹幾次。因為石門水庫跟翡翠水庫放水(洩洪)從大漢溪下來，如果剛好漲潮，

淡水河的水擠回來，水才會推進疏洪道，否則不會淹水。疏洪道跟大漢溪(的河床)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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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高，水有淹這麼高，水才會進入疏洪道，否則就是會走臺北橋，從淡水河出去。

平時都沒有水，是大颱風才會有水。」同時，五股區里長 CW3 也指出：「二重疏洪道

建好之後，比較改善的是中興路一帶，但是跟三重交界那邊，更寮國小側門那邊還是

會淹，二重抽水站蓋了之後，就好很多了。」蘆洲區里長 CL1 則表示：「洲子洋雖然有

堤防，但是也會把從觀音山、林口下來的水擋住，山上水下來那麼快，所以如果排水

做得不好，房子又蓋那麼多，淹水一定會更嚴重。」。 

究此，歸納歷年颱風洪患情形，近年來，洪患特性與過往已有所不同，二重疏洪

道完工以後，堤防二側仍有水患發生，以 2001 年的納莉風災為例，堤防東側的更寮、

二重及三重地區之淹水，主要是由於地層下陷造成；而堤防西側的五股地區則主要由

於五股觀音山地區土石崩落、溪水暴漲所造成；加上都市快速發展使得不透水面積大

增，洪峰比過去來得大且急，已興建好的堤防反而使得堤外地區的水流無法進入二重

疏洪道，僅能依靠排水溝、抽水站等人工設施排洪，一旦宣洩不及，即導致淹水災情 。

另外，即使 1996 年完成臺北地區防洪計畫第三期工程，在堤防阻擋外水保護堤內社區

情況下，極端氣候所帶來的降雨量，也已經超越水利工程防洪設計的 200 年洪水頻率

(臺北縣政府水利局，2010)。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所進行的「二重疏洪道通洪

能力重新檢討」指出，淡水河河道早期因採砂而下降，停止採砂後又逐漸回淤，以及

蘆洲與三重附近的河道垃圾山堆積，加上近年來各周邊土地開發計畫與氣候變遷造成

的海平面上昇問題，疏洪道的分洪與通洪能力已今非昔比(經濟部水利署，2011)。 

2. 聚落拆遷方面 

1982 年為執行二重疏洪道計畫，而進行地上物拆遷作業，包括五股洲後村、竹華

村，以及三重後埔仔等聚落，均面臨拆遷命運。其中以洲後村的抗爭事件最為激烈，

亦引發了最多的關注。早在計畫尚在研擬階段，即有「促請廢止」的聲音出現。至於

在計畫正式公布之後，原預計 1980 年辦理防洪工程測量設計、收購土地及地上物拆

遷、興建一部分排水工程的進度，也曾因拆遷戶居民的強烈反彈，而獲暫緩執行(陳君

愷、賴建寰，2008)。 

頂崁與後埔仔聚落的拆遷則與「塭子川疏洪道計畫」中止有關，1964 年首次提出

淡水河防洪治本方案一開闢塭子川疏洪道。即在板橋鐵道下游左岸將大漢溪另闢一新

河道，循塭子川在獅子頭上游匯入淡水河。但塭子川疏洪道第一期工程完成後，便因

為顧及塭子川新河道之開闢，將改變河性甚大，河水及潮水分流兩槽，單位河寬之流

量相對減少，以致淡水河及塭子川新河道均不能藉其水流動力維持河槽之穩定，淤積

將甚嚴重，維持必感困難，而且預計經費達一百廿三億，不易實施而告中輟。而後於

1970 年 6 月提出新的防洪治本方案一亦即開關二重疏洪道。二重疏洪道之位置，經選

擇決定入口位於中興大橋上游左岸。循左岸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二重、更寮、五股、

成洲至關渡入淡水河(鄧天德，1978)。此一政策的轉彎，亦引發了相關爭議，同時，也

為後埔仔的未來留下令人錯愕的變數。依照原先的「塭子川疏洪道計畫」，在塭子川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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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道完成後，大漢溪將改道塭子川，而新店溪與大漢溪原本的會合處將興建中原堤防

保護。而後埔仔就成為堤防保護區，未來很快可以解除限建引進工商業。然而，最終

政策一大轉彎，卻使得後埔仔面臨拆遷的命運(留方萍，2006)。 

基本上，二重疏洪道的爭議，主要聚焦於「先建後拆」與「補償費」兩個部分。

由於政府不斷否認曾有「先建後拆」的承諾，因此在遷村地點建設完成之前，拆遷戶

居民不知該何去何從，從而引發強烈的不安感；至於在「補償費」方面，政府雖以公

告地價收購，但許多地區早已被列為「一級洪水管制區」並禁建了 17 年，所公告的地

價，全為舊有偏低地價。這樣的情形，導致居民在遷村期間，必須各自租房子；而遷

村地建設完成之後，恐怕也根本買不起(陳君愷、賴建寰，2008)。因此，拆遷戶還是認

為：「徵收應該要依照市價，市價跟公告地價差很多耶！市價 50 萬，公告地價才差不

多 13 萬而已。如果照市價，大家就願意搬，但差太多，大家當然不願意搬。」(里長

CS1)。種種不利於拆遷居民的情形，終於導致居民開始集結向政府抗爭。居民回顧早

年抗爭的情景：「早期我們也有去抗議，早期我們有去重新路，後埔仔那裡，那有個客

運，差不多是老蔣死的時候，我們有去抗議，重新路，一省道嘛，南北向主要幹道，

我們去那邊圍道路，不過也沒有用啊！為了財產。我們就帶著老蔣的相片、遺照，設

靈堂在路上。那回抗議也是很大。2、300 人應該有。拆遷戶太多了。」(里長 CS1)。然

而，當時的抗爭行動雖受到社會及媒體的廣泛關注，但聚落仍遭受強制拆遷的命運。 

原有聚落消失後，被迫搬遷的居民無論在生活方面，或是生計方面，均遭受莫大

的衝擊。在生活上，面臨了移居的壓力，二重疏洪道拆遷戶 DS5 回顧當時的情形：「1984

年，12 歲國小畢業時搬走，搬到蘆洲，因為等重劃還要好幾年，那些租金可以買一部

分的房子，所以我爸就直接買成屋。賠償金因為有 83 坪，就領了 83 萬，(蘆洲)那邊一

間房子 30 坪，就要 100 萬，事實上我們有二戶，我叔叔因為比較有辦法，就買了二戶，

那我們就買了一戶，要付很多貸款，貸款也差點被查封。」；移居之後，這些居民必須

重新適應新的環境；除此之外，生計亦受到影響：「原本的工作到了蘆洲也不見得有辦

法做。我爸是北管的子弟，另一方面是做裝潢，但隨著南部的工人上來，他們的競爭

力就變弱了！到了蘆洲就更慘。那我媽媽是家庭理髮，對象主要是鄰居，都有地緣關

係，那現在到了那邊就沒有客源，所以後來她就轉去做工。生活都受到影響。」(拆遷

戶 DS5)。 

除了拆遷的聚落以外，二重疏洪道兩側聚落其實也受到聚落拆遷的影響，但這些

影響卻因為未受媒體關注，而少有人注意。以疏洪道左岸成子寮地區為例，居民 DW1

回顧當時情形：「要蓋二重疏洪道的時候，也有徵收到我們這邊的土地，可是因為那時

候忙工程，沒有跟大家一起簽陳情書，就沒有拿到賠償，也沒有配到 50 坪的土地，那

時候配地買一坪只要幾千元，那時沒想那麼多，以為法律都是公平的，我們土地都是

相連的，沒道理旁邊的土地都有拿到賠償，獨獨跳過我們這一戶。我們也沒念什麼書，

要跟政府對抗也不可能，所以沒拿到 50 坪就想說算了。而且那時候臨時配 30 坪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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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現位於二重疏洪道內成蘆橋下)給我們蓋房子，我們也有配到，所以只有最後獎勵

自行拆遷的時候，我們自己拆掉，拿到 1 萬元獎勵而已。」可見得，居民唯有積極採

取行動才可獲得政府的正面回應，否則只能被動適應政府政策及地景變遷。 

而為了配合洲後村等聚落的拆遷安置所進行的市地重劃，其實也影響原有居民的

生活。以蘆洲灰磘地區為例，「疏洪道開始蓋之前，我們這裡很多人都是住在灰磘，但

是有地在洲子尾，在裡面耕作。徵收的價格這麼低，大家總是會不滿、會反對，加上

這裡(灰磘)又重劃，等於田地被徵收一次，後來重劃，房子又被徵收一次，重劃是還好，

至少後來還有配地。重劃的時候，為了(把土地)分給洲後村的拆遷戶，就把道路改小，

我們這邊的馬路就比之前窄很多。」(里長 CL1)。換言之，無論是直接或是間接，生活

和生計多少都受到影響。另一方面，為了達成疏洪目標，提升疏洪功能，所進行的地

上物拆遷，不只造成聚落的消失，亦對歷史文化的保存造成了衝擊。除了萬善同等小

廟得以保留在二重疏洪道內以外，洲後村村民的信仰中心–忠義廟，則隨拆遷居民遷

址於灰磘重劃區。而高速公路橋下的日治時期的防空砲台，則面臨拆除命運。 

3. 人際關係方面 

在堤防尚未築起之前，當地的聚落仍和周圍鄰里維持著一定的聯繫。堤防築起、

聚落搬遷、界線形成之後，則產生了明顯的改變。以洲後村為例，蘆洲區里長 CL2 指

出：「疏洪道還沒建的時候，洲後村都在種橘子，早期那裡很多人都嘛很有錢，住八角

厝，就是西洋樓。疏洪道還沒蓋的時候，我們也是會去忠義廟拜拜，小時候，我們很

多同學也是從洲後村來蘆洲國中念書。以前要過去那邊就是要經過很多溝，塭仔川溝…

很多小橋。」在堤防尚未興建之前，鄰近聚落的往來是較為密切的。而當居民全數搬

遷，二重疏洪道地區的地方感逐漸消失，堤防兩側的土地利用變遷也漸趨不同，一個

使空間發展斷裂的地理界線，油然形成。對此，三重區居民 DS4 表示，二重疏洪道興

建後，「地理環境改變，人際關係也改變。以前這裡是比較傳統的村落，比較鄉下，建

二重疏洪道的時候，趕走很多原有的住民。舊有的人際關係就被打散了！」(居民 DS4)。 

而現在，舊有的人際關係僅能靠信仰中心來維繫，如：蘆洲灰磘的忠義廟、五股

興珍里的福興宮、疏洪道內的萬善同、二重地區的先嗇宮、五谷王廟等等。以被二重

疏洪道切割為東西兩個部分的五股區興珍里為例：「五股區興珍里有一個福興宮，新莊

福興里有一個興珍宮。興珍里以前就是因為土地公廟興珍宮而命名 ，因為二重疏洪道

的闢建，原本的興珍宮是座落於五股工業區，屬於新莊市。現在大家都比較不去那邊

拜了！有一些在樹林頭有土地，因為二重疏洪道興建被徵收，又重新抽土地，有的分

配到五股工業區那邊的土地，興珍宮的主任委員還是以褒仔寮的人擔任。而現在褒仔

寮當地的人會過去拜的，事實上是不多的。由於這裡居民過去以農維生，土地公信仰

還是很重要，褒仔寮的人就在中興路一段，由里民、地方仕紳、耆老募款，興建福興

宮，福興宮也成為興珍里的信仰中心，每年八月初八大拜拜都是在福興宮。」(里長 CW3)。

以拆遷後保留在疏洪道內的萬善同而言，則是「每年的 7 月 13 日會聚在萬善同大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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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里長 CS1)。而以三重的五谷王廟為例，「廟的部分，我爸還是跟那邊有連結，

因為陣頭還在那邊，五谷王廟還是他們一個主要的活動中心，他們在橋下的里民活動

中心，他們還是會常常去那邊，所以他的連結比較密切，那我們這一代就比較沒那麼

密切，因為主要都在讀書。我的國中有越區就讀，所以我的同學都和二重疏洪道都沒

什麼關係。」(居民 DS5)。 

另一方面，隨洲後村拆遷居民遷址於灰磘重劃區的忠義廟則不再單純扮演聯繫洲

後村居民情感的角色，而逐漸成為蘆洲灰磘地區的地方信仰中心，當地里長表示：「忠

義廟雖然是從二重疏洪道遷出來，但是神是從保佑宮請過去的。」(里長 CL2)。「忠義

廟我們這邊的人也都是會去拜，最早他們是都說是洲子尾的廟，但是在地方你如果這

樣說的話，就沒有人要去拜，沒有香火，所以就說是在地的廟。但是如果是(農曆)6 月

15 日大拜拜，就都是他們洲子尾的人在拜。」(里長 CL1)。 

總言之，舊有的信仰中心雖仍扮演著聯繫地方情感的角色，然而，時隔 30 年後的

今日，除了老一輩的尚有連結以外，年輕一輩在生活上和記憶上的連結均已斷裂，二

重疏洪道拆遷居民就表示：「回去也沒用啊！都拆光啦！」(居民 DS5)。「都搬到別的地

方，也沒聯絡了啦！年輕的都沒什麼感覺了啦！老的都差不多回去(過世)了啦！」(里

長 CS1)。而隨著老一輩的居民一一離世，以往被拆遷的聚落與二重疏洪道的聯繫也將

被時間的洪流所沖散，原有的地方感也將逐漸消失，舊有信仰中心所代表的意義也將

有所轉變。  

4. 區域發展方面 

除了打散原有的人際關係外，伴隨著二重疏洪道的興建，高聳的堤防在地圖上劃

出長達 7.7 公里的界線，周圍市鎮的土地利用也產生了變革；在區域發展方面，也造

成了區域發展的裂解、區域差異擴大，以及區域發展停滯等現象。歸納其與二重疏洪

道之關聯，一方面緣於堤防建設所造成的隔閡；另一方面，則是根源於「洪水平原管

制」的實施。 

(1) 堤防建設所造成的隔閡 

二重疏洪道最重要的主體為堤防工程，然而，在興建完成後，「堤防就變成交通上

的阻礙，發展也受限。」 (居民 DS4)。堤防一方面阻隔了交通，一方面也成為都市擴

張的界線；另一方面，堤防興建的順序，以及堤防高度落差所造成保護程度的差異，

更是 導致二重疏洪道左岸、高速公路北側五股地區在發展上落後於東側蘆洲地區的主

因。 

以蘆洲地區為例，1980 年代初期，政府將蘆洲納入「大臺北都市建設計畫區」蘆

洲地區從此免於水患之苦。1982 年政府正式動工修築位在淡水河左岸堤防，同時在三

重、蘆洲地區建疏洪道，左右兩岸的堤防，將三重、蘆洲完全納入堤防的保護範圍，

蘆洲四周有一半是由高5公尺的堤防包圍著，因此形成周界明顯的行政區(蘆洲市公所，

2009)。自此蘆洲成為一個四周被堤防包圍的「島型都市」(李進億，2004)。堤防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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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社區免於水患之苦，但也造成都市發展無法與鄰近區域接合，並成為交通上的阻

礙，除跨河到臺北市需依賴橋樑外，跨越疏洪道亦需仰賴越堤橋樑，才能提高交通便

利性。蘆洲區的里長 CL2 就指出：「成蘆橋蓋好，這邊要去五股、八里，才比較方便，

64 線蓋好之後，這邊房價才整個漲起來，聯外比較方便。否則堤防擋起來，都要走越

堤道，交通比較不方便。」 

三重及五股這兩個行政區則因這條從行政區中劃過的界線，造成在空間發展上的

斷裂現象。以三重市為例，頂崁、谷王、德厚、五谷、中興等里被阻隔在疏洪道西側，

形成與新莊地區共同發展的區域(留方萍，2006)。當地居民表示，由於二重疏洪道建設，

「前往三重變得不方便。這邊就是三不管地帶。」(居民 DS2)，「五谷里一帶屬於三不

管地帶，又被稱為二重埔，與三重市中心和新莊不接近，較荒涼、不熱鬧。」(居民 DS1)。

對於堤防的阻隔，導致與三重核心地帶長期的脫離，居民雖表示：「習慣了！」(里長

CS1)，「從小時接觸的環境就是如此，因此沒有太大的影響。」(居民 DS1)，「沒差。新

莊就新莊，三重就三重。」(居民 DS2)。顯見，生活上雖仍有不便，長久下來卻也已經

適應，居民 DS1 也指出：「雖然這裡是三不管地帶，但卻又是交通必經之地，居住在此

享受到交通的方便性。」生活上雖能夠調適，對於長久被堤防阻隔於核心區之外，居

民仍表示：「有被放生的感覺。」(居民 DS1)。 

由於高速公路、二重疏洪道的切割分離，導致三重都市計畫區的空間片斷化、路

網銜接不良，且產生許多都市死角；雖與鄰近之蘆洲、新莊都市計畫區相接，但是，

都市計畫邊界的發展卻呈現斷落現象，且路網無法順暢連接或根本不通(臺北縣政府，

2000)。然而，若是考量堤防而重新劃分行政區界，將疏洪道西側的頂崁、谷王、德厚、

五谷、中興等里劃入新莊，里長 CS1 則表示：「如果要撥入新莊，我們都是這裡土生土

長的，比如說，這邊有 5 個里，谷王里、五谷里、頂崁里、中興里、德厚里，要撥到

新莊，那時候有在計劃，我們也不要，因為我們就是『三重埔人』啊！所以還是劃在

三重區。在地人大部分都不願意，因為我在這裡土生土長，公啊祖啊攏住這，所以要

撥過去，我們當然不要，生活上習慣就好了！」居民 DS1 也認為：「維持原樣就好了。

改來改去耗費資源不太好，我比較喜歡三重的感覺，頗以『三重埔人』為榮，畢竟五

谷里附近就是今日三重區最早開發的地帶 ，保留一些歷史痕跡未嘗不可。」 

從這個層面來看，堤防這個看得見的地理界線，雖造成交通的阻隔以及區域發展

上的裂解，然而，如同當地居民 DS5 所說的：「五谷王廟那塊以前跟三重的連結很深，

但現在隔了一個二重疏洪道以後，其實它應該劃入新莊那一塊，可是它又一直緊扣著

三重。」由此看來，當地居民對於三重的地方認同，並不因二重疏洪道這條地理界線

而消減，身為三重埔人的光榮感，濃厚的地方感、在地感，仍連繫著疏洪道東西兩側，

跨越地表上那條「看得見」的界線。 

另一個由於堤防建設而造成區域發展斷裂的區域—五股區，則由於疏洪道的闢建，

以及洲後、竹華二村的遷廢，形成以疏洪道為界，東西各自獨立發展的特殊現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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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以來，只能利用觀音山腳下和疏洪道之間的狹長有限腹地建設，被形容是「在夾縫

中求生存」 。另一方面，也造成興珍、更寮兩個里的居民活動，長久以來，皆以三重、

蘆洲為主，而與五股區的主要生活圈形成隔閡；在都市發展方面，更寮、褒子寮地區

雖與三重、蘆洲都市發展關係密切，卻遲遲未能納入通盤的都市計畫規劃，成為都市

的邊緣地帶(臺北縣政府，2000)。興珍里更是一個里被疏洪道切割成東西兩個部分，西

側屬於五股工業區，而東側褒子寮地區則為里民主要居住及活動範圍，對於社區活動

辦理時如何結合兩側居民，里長 CW3 表示：「雖然五股工業區是劃入興珍里，但很多

資源是沒有到那邊的，工業區那邊算是由經濟部管理的。五股工業區那邊是由里長去

跟那邊的促進會聯繫，做活動的參與，事實上，工業區那邊會來參與這邊活動的機會

真的很少，但是我的規劃和構想是，因為我最近也加入了五股工業區的扶輪社，目前

是有在接洽辦一個排舞班、社團，做結合。」 

除了行政區由於二重疏洪道的興建，而導致區域內發展的裂解，區域之間亦因二

重疏洪道建設，而導致區域發展上的落差。以五股和蘆洲而言，更因為堤防高度的不

同，防洪禁建限制上的差別，區域發展上的落差也逐漸拉大。 

二重疏洪道興建的目的雖為解決「大臺北地區」的洪患問題，然而，由於「臺北

地區防洪計畫」整體計畫實施歷經三階段才告完成。蘆洲方面，因為 1980 年代初期，

淡水河及二重疏洪道右岸堤防的完成，開始成為房地產商的投資關注焦點，人口亦快

速增加(臺北縣政府，2000)；而五股方面，在 1996 年第三期工程完工以前，則因二重

疏洪道左岸、高速公路北側地區由於未受堤防保護，而成為臺北盆地洩洪、滯洪或洪

水迴流區(洪健榮，2000)，每逢颱風豪雨仍深受洪患之苦，堤防完工後始有改善 ，區

域發展也因而受限。 

對於兩個區域之間發展上的落差，蘆洲區里長 CL2 表示：「五股那邊隔一個堤防

本來就跟我們沒什麼關係。」而五股區里長 CW1 則表示：「蘆洲的堤防跟五股這邊的

堤防高度是不一樣的，我們這邊比較矮，所以對五股最不公平，現在有說要把堤防高

度加高，但是聽說要 10 億，現在還不知道要等多久。他們(政府)是說已經在規劃中了，

因為後段觀音坑溪口已經蓋好了，但是疏洪道這段還沒做好。如果沒有蓋到跟對面一

樣，我們就像二等公民一樣。」 

由於二重疏洪道左岸、高速公路北側五股地區堤防至今仍未達 200 年洪水頻率標

準，基於生命財產的考量：「堤防如果沒有加高，到時候最容易淹水的就是我們(五股)

這裡。」(里長 CW1)，以及對聚落未來發展前景的期盼：「現在就是因為堤防高度不夠，

(五股)才會被限制發展(防洪禁建)，如果堤防加高了，防洪禁建解除了，發展就可以跟

對面(蘆洲)一樣好。」(里長 CW1)。顯見，五股地區居民對於提高堤防高度至 200 年洪

水頻率標準，仍抱持著期待。 

(2) 「洪水平原管制」的實施 

「臺北防洪計劃」在規劃完成後，曾一度遭到擱置，擱置原因除倉皇實施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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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發生設計錯誤的情況，而需重新檢討外，另一原因則與 1966 年應邀來臺的聯合國

專家孟森(Donald Monson)的反對有關，孟森強烈反對以大規模水利防洪措施換取淡水

河左岸開發的臺北防洪計劃，轉而寄望以「洪水平原管制」以及「開發林口新市鎮」

等區域發展之替代方案來取代(殷莞之，2001)。孟森建議優先發展林口，不必興建塭子

川疏洪道，對淡水河左岸地區應繼續保留為農業使用，在天然洩洪區域加以管制，而

對於現已發展為人口稠密地區，僅作必要之防洪措施(臺灣省水利局，1968)。 

緣此，省水利局於 1968 年 1 月頒布「北區防洪計畫」，三重、蘆洲、板橋、新莊、

五股、泰山等地區實施洪水平原管制，並規劃林口新市鎮。同年 4 月公布「淡水河洪

水平原管制辦法」，並於 9 月正式執行，管制期限為 5 至 10 年。依據「淡水河洪水平

原管制辦法」，其管制之目的，在於排除洪泛區內之積水，劃定發展限制範圍，以減輕

災害。而管制程度則分為「一級管制區」及「二級管制區」二等。「一級管制區」包括

堤防預定地、疏洪道用地及天然洩洪區，管制區內應嚴格限制建築，除不得建造永久

性建造物或種植多年生植物或設置足以妨礙水流之建造物外，並禁止變更地形或地目；

「二級管制區」為經常淹水地區及低窪地區，管制區內地上建築物之改建、修繕、拆

除、變更原有地形、建造工廠、房屋或其他設施者，應向當地直轄市政府申請，報請

經濟部核定後辦理(臺灣省水利局，1968)。 

1968 年頒布的「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主要依循孟森建議企圖管制淡水河左

岸的都市膨脹。然而雖然公告了管制條例，卻沒有因此而出現積極調整都市空間結構

的動作，區域計劃所應有的整合、指導性功能並未發揮，這使得洪水平原條例成為消

極的管制(殷莞之，2001)。反而限制了管制地區的土地開發，造成了土地的閒置。以五

股地區為例，由於受到「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及「林口特定區計畫」 的限制，

管制區域超過全鄉面積的八成，限制了五股鄉都市開發的腹地，並造成全鄉整體土地

利用的障礙與行政管理上的困難(陳適偉，2009)。五股鄉洲子洋地區，於 1968 年被劃

定為「淡水河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洩洪回流氾濫區)」，一律禁建，反而變相產生許多

違建鐵皮廠房。又由於疏洪道左岸堤防留有三個缺口，致使二百多公頃平原土地不但

無法解除管制，1986 年以後，因為大臺北地區營建事業興起，大批營建廢棄土方入侵

洪水平原管制區，更堆成一座聲名狼藉的「五股垃圾山」 ，甚至比中山高速公路高架

橋更高 。除了五股以外，違章建築林立的情形，同樣也出現於三重、蘆洲的洪水平原

管制區。 

世居於三重的居民DS4除了表達對因為洪水平原管制而導致區域長期發展受限的

無奈以外，也表達：「洪水平原管制現在雖然解除，但立刻又重劃，所以我們都沒有享

受到自由的感覺。所以政府根本就是為了要重劃，所以才會把管制解除。」(居民 DS4)，

由於防洪禁建，雖擁有土地所有權卻無法自由地在土地上興建建物的無奈。 

因此，解除「洪水平原管制」也成為解決這些長期禁建地區發展停滯的最佳良方，

里長 CW3 便表達了他對於防洪禁建解除的期待：「目前這邊的防洪禁建還沒有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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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已經有在計劃，實際上還沒開始實施，所以說褒仔寮這邊是很可憐的，那時候，

大概民國 70 幾年的時候，『三重擴大都市計畫』把我們這邊整個納成是工業區，商業

區就只有四維路的一小段、中興路的二邊巷子裡面，比較可憐的就是更寮國小對面的

長泰社區，就是疏洪平原的管制區，也沒辦法都市更新，拆掉就不能重蓋，工業區也

不能都市更新，但這邊建築都已經 4、50 年了，都是老建築的結構，住起來也不是那

麼安全，所以還是希望能有個解套的方式。那時候『三重擴大都市計畫』最主要的目

的就是讓三重那邊比較精華的地段，可以有更大的商業區和住宅區，我們就是隨著他

們三重的中正北路延續下來，就被納編為工業區，工業區沒辦法解套的部分，就是沒

辦法都更，就是一大問題。以前時代背景不同，七○年代的確很需要一些加工廠，提

供就業機會，但現在時代變遷，真的比較需要逐步轉型為一個住宅區。」(里長 CW3)。 

(三) 劃界：二重疏洪道地區的邊緣化 

「反正，疏洪道就都是為了臺北市的人建的，他們是一等公民，我們是二等公民。

它不是為了我們三重、蘆洲人的權益。」(三重區居民 DS4)。「疏洪道蓋好，都是好到

三重埔那邊啦！」(三重區里長 CS1)。「原本的聚落沒了，周圍的聚落又限建，發展都

是停滯的，對其他人而言，當然都是福利啊！因為這些人犧牲了，其他的地方都解脫

了！」(三重區居民 DS5)。「蘆洲的堤防跟五股這邊的堤防高度是不一樣的，我們這邊

比較矮，所以對五股最不公平，如果沒有蓋到跟對面(蘆洲)一樣，我們就像二等公民一

樣。」(五股區里長 CW1)。 

對於疏洪道所造成的影響，當地居民及里長的回覆看似雷同，卻引發了這樣的發

問：「誰是核心？誰是邊陲？」「二重疏洪道的興建是如何導致此一地區的邊緣化現

象？」。為暸解二重疏洪道堤防所劃分出來的「核心」與「邊陲」指涉的為何處，首先，

從對「堤內」和「堤外」的定義談起。一般而言，我們將「堤內」界定為「人居的建

成都市區域」；而「堤外」則是「供河川流經之水域及高灘地」(彭皓炘，2010)。亦即

「堤內」為受堤防保護的區域；而「堤外」則為行水區。「堤內」由於受堤防保護，得

以蓬勃發展，可視其為「核心」；而「堤外」則受水患之苦，發展受限，淪為「邊陲」。 

接著，從「居民環境認同」來看：當居民認定「二重疏洪道僅是為了保護臺北市

的居民而存在」時，則「核心」為臺北市，「邊陲」為廣大三重、蘆洲、五股地區；當

居民認定「二重疏洪道的存在阻隔了三重市左右岸地區」時，則「核心」為右岸的三

重埔地區，「邊陲」為左岸的二重埔，即居民所說的「三不管地帶」；當居民認定「大

臺北地區免於洪患威脅，是由犧牲二重疏洪道拆遷聚落的權益換取來的」時，則「核

心」為堤內受堤防保護之區，「邊陲」為堤外已消失的聚落；當居民認定「二重疏洪道

堤防的高度，決定了保護的程度及發展的限制」時，則「核心」指的是堤防已達 200 年

洪水頻率保護標準之蘆洲、三重地區，「邊陲」指的則是疏洪道北口西側尚未達 200 年

洪水頻率保護標準之五股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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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二重疏洪道地區邊緣化的探討，則將接續前面分析，從政策、地景變遷、

居民調適及環境認同之間梳理出的關係脈絡，將此一脈絡置於本研究擬定的研究架構

下，嘗試以政治生態學的分析視角，釐清其互動過程及二重疏洪道的邊緣化歷程。二

重疏洪道地區的環境退化及邊緣化，或許有人會將洪患問題歸因於其地理位置及自然

環境條件，將違建林立的窳陋地景歸因於法治不彰，而五股垃圾山則歸因於公德心不

佳。然而，政治生態學基本上反對將這一切歸因於邊緣族群，或是天災、意外、自然

環境的脆弱等不可抗力的因素，相反地，而是傾向於將其置於更大的政治或經濟脈絡

下探討(Robbins, 2012)。 

歸納二重疏洪道地區的邊緣化歷程，大致有幾個重點(圖 4)： 

首先，在二重疏洪道的地景變遷歷程中，國家/政策扮演著主導二重疏洪道地景變

遷的關鍵角色。除了前述提到相關政策之決策所造成的影響外，在執行過程中亦能感

受其強制力。以聚落拆遷為例，二重疏洪道拆遷戶 CS1 回憶當時拆遷過程提到：「後來

也是強制啊！水車啦、憲兵啦、警察來，就把你趕走。有的還沒搬的，女的就叫女警

察，從家裡把你拖出去。因為他有期限給你，但那時候大家都不願意啊！不願意就強

制。」拆遷戶 DS4 也指出：「當初興建的過程太粗糙了！那時候是威權時代，以威權來

行使公權力，造成不公平。那時候，派很多警察，因為還在戒嚴時代，大家都比較怕，

就會比較收斂。那時候是強制鎮壓，如果你不搬走，就叫警察把你架走。」拆遷戶 DS5

也表示：「政府決定要蓋了之後，就會用各種手段、手法來促成這樣的結果。」「洪患」

在此過程中則扮演了驅動政策推動的重要行動者角色。追溯「臺北地區防洪計畫」的

提出，即是源於大臺北地區長久以來的洪患問題。以空間尺度而言，二重疏洪道的興

建為的是解決「大臺北地區」的洪患問題，而非五股、蘆洲、二重的洪患問題。而在

地居民和政府在「洪患」的威脅程度認定上的落差，也成為導致二重疏洪道計畫執行

過程中的各項爭議的原因之一。 

其次，居民在地景變遷的互動過程當中，其角色定位則相形被動，但也展現了極

高的調適能力。面對長久以來的洪患問題，二重疏洪道地區早期的聚落早已發展出適

應當地自然環境的農耕方式，依水發展、與水共生。然而，面對政策的強力介入，除

了被動調適以外，居民更被迫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回應。早在二重疏洪道計畫提出之時，

居民由於生活、生計受威脅，且基於對防洪設計及功效的質疑，以及政策不公平的反

應，即以請願的方式，反對二重疏洪道興建；當正式執行聚落拆遷，更激發拆遷戶以

更積極的抗爭行動對抗政府。二重疏洪道拆遷戶 DS5 回憶當時抗爭過程表示：「那個

時候還在戒嚴，老人家心中都還有白色恐怖的印象，所以，以前那個時候敢出來的人，

比起現在出來的人而言，是更勇敢的！動力的強弱是不一樣的，媒體生態是被掌控的，

那時候還有報禁，所以敢說話的，可能真的是為了社會正義的。」而論及為何當時洲

後村的抗爭行動較為成功，他則表示：「洲後村那邊比較團結，因為他們算是疏洪道的

末段，都以農業為主，我們(後埔仔)這邊比較複雜，因為我們這邊已經有工業區，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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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家香、味全等等，那些他們對於不淹水、新的土地的需求更大，所以我們那邊已經

有一些人不務農，等著賣土地，所以土地能夠賣一筆錢，對於我們前段的人來講，是

很重要的，那邊的人(洲後村)因為一定要務農，跟土地還沒脫離，所以團結性比較強，

我們這邊算是各懷鬼胎，因為有人已經在從商了，利益上已經有轉換了，等著賣土地

了！」從興建過程中所引發的爭議，及拆遷民眾的抗爭行動，可以發現即使是在戒嚴

時期，國家政策仍是受到挑戰，可能被撼動的。 

第三，回溯二重疏洪道地區的地景變遷歷程則是檢視其環境退化與邊緣化的最佳

手段。劉怡君(2007)指出，邊緣性(marginality)隱含三個面向的意義，分別是經濟的、

生態的、政治經濟的。根據此一觀點，以疏洪道內部而言，由於二重疏洪道興建、聚

落拆遷，而成為閒置土地，良田變荒地、生計無著，對於在地農民而言，無疑是一種

土地退化，我們可將其視為「經濟的」邊緣化。而五股濕地的部分，過去是五股洲仔

尾地區臨淡水河畔濕地，早年擁有豐富的鳥類和潮間帶動植物生態，後來歷經興闢二

重疏洪道、廢土違法濫倒、占墾種菜、成蘆大橋施工、綠美化工程整地等長年人為干

擾(王曹晏婷，2010)，導致濕地環境退化，此則可視為「生態的」邊緣化。再則，以疏

洪道兩側地區而言，由於防洪禁建，導致發展受限、長期發展停滯，甚至使得五股洲

子洋地區成為大臺北都會區廢土傾倒的地點，久而久之，形成惡名昭彰的「五股垃圾

山」，更嚴重影響此地區未來的開發；另外，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臺北縣第二級產

業迅速發展，吸引大量城鄉移民(臺北縣政府，2009)，隨之而來的是，濫墾濫建，形成

違章建築及非法工廠林立的窳陋地景，居民生活品質也嚴重惡化，此即「政治經濟的」

邊緣化。 

最後，二重疏洪道地區除了「地景」有明顯邊緣化現象以外，「居民環境認同」方

面亦有明顯的「邊陲之感」。本研究則嘗試以「居民環境認同」的角度探討二重疏洪道

的邊緣化現象。從居民訪談內容提出的「權益被犧牲」、「二等公民」、「仍受洪患威脅」、

「生活受影響」、「生計受影響」、「不公平」、「發展停滯」、「交通不便」、「三不管地帶」

等，在在都顯示出當地居民有因為二重疏洪道建設被劃入「邊陲區」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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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二重疏洪道邊緣化歷程之政治生態學分析(1960-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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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解釋鏈分析 

從 1960 年開始規劃臺北地區防洪計畫起，至 1996 年二重疏洪道完工止，當地邊

緣化歷程可藉由解釋鏈來分析，如圖 5 所示。早期農業聚落居民雖受洪患所苦，但也

發展出一套調適策略；另一方面，洪患所帶來的威脅亦牽動此時期的國家政策，援用

「防洪」論述以保障大臺北都會區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因而有臺北地區防洪計畫、

洪水平原管制、二重疏洪道計畫的推動，並對此地區進行開發、禁建、拆遷等動作，

造成地景的快速變遷並支配牽動著當地居民的生活。而二重疏洪道的興建也使得在地

居民產生新的環境認同，一部分採取積極的陳情抗爭行動，另一部分則是適應此一變

遷，並進行新的開發行動。在此一地景變遷歷程中，二重疏洪道計畫的決議以及興建，

不只在地表上劃下一道區域發展的界線，也導致原本就位於大臺北都會區邊陲地帶的

二重疏洪道地區其邊陲特性更加深化，並且使得部分在地居民產生「邊陲之感」。 

探究此一時期二重疏洪道的地景變遷主要受「國家/政策」主導，而其環境論述則

是以「防洪」為主要論述，並且與「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此一價值連結。而政

府的決策實則隱含著「核心」與「邊陲」的認定，換句話說，國家在擬定政策時，就

已劃定「核心」與「邊陲」的界線，決定了何處為要保護的對象或優先保護的對象，

以及何處為犧牲的對象或暫不列入保護的對象。以整體的「臺北地區防洪計畫」或「淡

水河防洪計畫」而言，其優先保護的「核心」皆為大臺北都會區的首善之區—臺北市。

而「洪水平原管制」的實施，以及「二重疏洪道」計畫的確定，則更加確立二重疏洪

道地區的「邊陲」地位及「邊緣化」的命運。 

另外，就二重疏洪道形塑的地理界線所象徵的空間意涵來看，「看得見」的地理界

線，指的是二重疏洪道本身。它可以是「線」，代表堤防劃分出「堤內」與「堤外」的

空間；也可以是一個「面」，代表以二重疏洪道為界，劃分出的「左岸」及「右岸」兩

個地區，成為了蘆洲的邊界，並穿越三重、五股，造成區域發展上的裂解。至於「看

不見」的地理界線，指的則是銘刻於居民身體記憶裡的地理界線。這個界線的存在，

一方面與居民的「邊陲之感」相關；另一方面，則與居民的「地方感」相關連。 

在二重疏洪道尚未築起之前，農業地景下人們實質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所劃出來的

界線，包括：田梗、聚落、溪流、灌溉溝渠，代表的是人跟土地組織起來的方式，是

農民安居樂業的領域；國家力量進入之後，以防洪為目的，堤防劃設了新的現代性邊

界，隨著二重疏洪道劃下的地理界線不只地表和地圖上可見的界線，也劃出了「核心」

與「邊陲」的界線。原有舊的邊界隨著舊地景抹去重寫，地景刮除重寫、新舊邊界重

疊交錯，但銘刻於舊居民身體記憶裡的地理界線仍舊存在，新地景無法覆蓋其對舊地

景的記憶，高大的水泥堤防也不足以切斷他與堤防另一端的連結，透過信仰、濃厚的

地方認同，足以使他們跨越地表上有形的界線，彼此連結。然而，時隔 30 年後的今日，

年輕一輩在生活上和記憶上的連結均已斷裂，舊的邊界也將逐漸被新邊界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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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二重疏洪道地區邊緣化歷程(1960-1996)之解釋鏈 

五、結論 

本研究先從臺北都會區的洪患問題談起，回溯臺北地區防洪計畫之源起，及二重

疏洪道計畫的決議歷程，以探究國家政策之演進。之後分別從洪患解決、聚落拆遷、

人際關係及區域發展等四個面向探討二重疏洪道工程所造成的影響， 並從中梳理政策、

地景變遷、居民環境認同及行動之間的關係脈絡。最後，則是以政治生態學的分析視

角，釐清其互動過程，以及從 1960 年至 1996 年間二重疏洪道的邊緣化歷程。 

以「國家政策」及「地方政府」尺度而言，1960 至 1996 年間，由於大臺北地區防

洪計畫的實施、洪水平原管制的施行及二重疏洪道計畫的落實，在國家政策主導之下

導致二重疏洪道地區的環境退化與邊緣化。政府決策是以「防洪」為主要論述，然而，

實際上卻隱含著「核心」與「邊陲」的認定。此外，若以「社區/生產者/居民」尺度而

言，居民在尺度互動的過程當中，其角色定位相對被動，但也展現了極高的調適能力。

而其行動多是由於地景變遷或政策執行，而激發其環境認同，集結成為新的行動者，

進而採取新的行動，例如二重疏洪道興建工程執行聚落拆遷時展開的抗爭行動。 

二重疏洪道形塑出不同地理界線的空間意涵，「看得見」的地理界線是二重疏洪道

本身，堤防劃分出「堤內」與「堤外」的空間，也劃分出的「左岸」及「右岸」兩個地

區，成為蘆洲的邊界，並穿越三重、五股，造成區域發展上的裂解。「看不見」的地理

界線是二重疏洪道劃分出的「核心」與「邊陲」，此一界線的存在與政府的決策有關，

亦與與居民的環境認同緊密相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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