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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後工業化都市面臨全球化及城市競爭的轉型過程中，都市水岸已成為都市再發

展的重要區位，二重疏洪道地區也在此一脈絡下，展現由「邊陲」翻轉為「核心」

的可能性。隨著政府論述由「防洪」的「劃界」策略，轉為「親水」的「跨界」規

劃，積極營造「大臺北都會公園」，居民與河岸的關係日益親近。近年來，在新北市

政府的「宜居性」發展論述下，進行大規模的地景改造，二重疏洪道地區展現了未

來的宜居想像，然而在地居民卻仍有深刻的「邊陲之感」。 

關鍵詞：都市水岸、大臺北都會公園、宜居性 

ABSTRACT 

Urban waterfro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o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edevelopment when post-industrial cities face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and urban 

competition. Under this context, Erchong Floodway area shows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forming the position from “the margin” to “the center.”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al discourse from the “delimitation” strategy of preventing flood to the “cross-

border” plans of loving water, government positively establish the Taipei Metropolitan Park.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s and the riverbank are becoming closer. Recently, on the basis 

of New Taipei City’s new policies of “urban livability,” the waterfront landscapes are 

intensively transformed. The Erchong Floodway area reveals the livable imagination. 

However, the residents still have the perception of “being mar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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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了解決大臺北地區的水患問題，政府決議修築二重疏洪道，並於 1996 年正式完

工。同年 7 月賀伯颱風過境，二重疏洪道首次發揮了預期的功能，受到各界肯定。然

而，之後卻陸續面臨了廢水、垃圾、棄土、污染、飆車族聚集等環境及治安問題，政

府乃於 1998 年推動綠美化工作，設置河濱綠地，希望改善此地生活環境，也賦予疏洪

道新的景觀面貌。綠美化工程於 2002 年底完成，開放民眾使用，並命名為「二重疏洪

道河濱公園」。2007 年，臺北縣政府在「西區旗艦計畫」中提出，將二重疏洪道改造為

大臺北「中央公園」的發展願景，並於 2008 年著手相關規劃設計。2009 年，臺北縣政

府正式提出「大臺北都會公園計畫」，以 3 年期間完成都會公園整合，形成主題空間，

6 年內完成細部設計與總體營造，希望改變以往堤防外讓人不易親近之意象，並結合

河域管理的永續經營理念，維護該區原有之生態環境及景觀資源，達到「親水、親景、

親自然」的願景(臺北縣政府，2009a)。二重疏洪道至此轉型為兼顧防洪功能之大型都

會公園，成為「提供優質都會休閒並兼顧防洪需求」之專業改造方案(臺北縣政府水利

局，2010a)。 

另一方面，臺北縣政府於 2006 年提出「大河之縣，宜居城市」的施政願景，配合

三重、蘆洲、新莊地區捷運通車，以及洪水平原管制解除，推動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

都市更新；2010 年，升格的新北市政府又進一步提出「打造四水新首都」的施政目標，

以「淡水河曼哈頓」為號召，訂下 2030 年的「大河願景」，仿照紐約市曼哈頓地區的

都市發展模式，讓原本邊陲的河廊逐漸蛻變，重新將淡水河兩岸地區的水資源、景觀、

都市計畫，進行整體規劃與跨域整合(新北市政府水利局，2012a)。 

同樣一個空間，隨著時間流轉，卻產生完全不同的論述。過去視為洪患之地「邊

陲」的二重疏洪道地區，現已蛻變為「水岸新城市，新北曼哈頓」的「核心」。從治水

到親水，全球思潮與國家政策導向的轉變決定了空間的價值，進而造成地景的變遷。

本研究延續上一篇文章，以二重疏洪道及其左、右岸鄰近區域為範圍，包括新北市三

重、蘆洲、五股區，透過文獻分析、實地觀察及深度訪談等，並以政治生態學作為理

論基礎，探討 1996 年二重疏洪道完工後迄今，政府政策對當地地景變遷之影響，以及

在地居民對於地景變遷不同的環境認同。 

二、跨界：營造大臺北的「中央公園」 

(一) 大臺北都會公園 

2005 年，臺北縣政府將臺北縣劃分為東、西、南、北四區，陸續提出「四大旗艦

計畫」，結合工程、文化、經濟、生態多元層面，以達到振興地方產業，提升民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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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之目標，其中「大臺北都會公園」計畫於 2007 年提出，由水利局負責規劃執行，

並列於「西區旗艦計畫」之中，欲以水岸開發作為都市發展的引擎(臺北縣政府水利局，

2010 b)。「大臺北都會公園」計畫的推動，主要有下述幾項重要理由(李鴻源，2009；

臺北縣政府水利局，2010a)：(1)二重疏洪道周邊地區長期限建，造成窳陋地景、競爭

力低落；(2)水岸開發已成為全球都市主流，二重疏洪道地區卻是「背水發展」，近水岸

處多半為都市邊緣地區的怪異現象；(3)二重疏洪道設施未加整合、空間破碎、人行可

及性低；(4)大臺北地區欠缺專屬的都會公園，全球各大城市如紐約、海德堡、芝加哥

等，多設有大型都會公園；(5)因應當地人口快速成長，大臺北都會公園可提供足夠開

放空間；(6)透過大臺北都會公園計畫將有機會改變二重疏洪道邊陲發展的地位，都市

再生的重要契機。此外，大臺北都會公園之核心規劃構想包括(李鴻源，2009)：(1)創造

河濱生活新體驗：轉化二重疏洪道之疏洪及交通穿越性功能，恢復水岸城市應享有之

都會生活空間；(2)水資源系統保育：增加水資源保育系統面積，維持河道生態基流量

並發揮疏洪、淨水、保水、生活之功能；(3)都會綠網串聯：串聯因堤防造成之斷裂空

間，重塑大臺北盆地之綠網系統；(4)生態系統復育：減少過量之設施及生態干擾，重

新復育重要之河川生態策略點；(5)能源減量及再生：發揮都市公園節能之示範性功能，

調節都市之微氣候環境。 

2007 年，臺北縣政府在「臺北縣二重疏洪道整體景觀及設施改善計畫」中，正式

提出將二重疏洪道改造為大臺北「中央公園」的整體景觀發展願景，並於 2008 年 8 月

著手進行整體的「大臺北都會公園規劃設計」(新北市政府水利局，2011)。大臺北都會

公園整體開發計畫分為三期，工程於 2009 年陸續開始施作，分成五大主題空間：「入

口堰生態區」、「都會休閒生活體驗區」、「都會親水活動區」、「水岸自然生態體驗區」、

「出口堰生態區」；整體規劃主要分為三個區域：高速公路以北分別為西側的五股生態

園區，及東側的蘆洲微風園區，高速公路以南則為三重水漾園區(臺北縣政府水利局，

2010a)。 

(二) 大臺北都會公園與居民環境認同 

1. 是「誰」的都會公園？ 

從「二重疏洪道」到「二重疏洪道河濱公園」，到現今的「大臺北都會公園」，二

重疏洪道名稱的更替，不僅代表功能上的改變，亦代表地景的變遷以及政府欲透過地

景改造而達成的特定目的。對於政府和多數大臺北都會區居民而言，二重疏洪道在拆

遷後，多年來都是一種閒置空間狀態，甚至淪為治安死角，因此，進行地景的改造及

綠美化工作，就非常具有高度的正當性。1998~2002 年間，就二重疏洪道綠美化工程而

言，當地居民大都肯定，紛紛表示：「觀感變好」(居民 DS1)、「做成這樣，當然都是比

較正面」(里長 CL2)，或表示：「還沒做的時候都是在養蚊子而已。」(居民 DW1)、「綠

美化之後，至少乾乾淨淨的、不會倒廢土、垃圾，至少不會發生命案。以前是治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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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草都比人還高，天黑之後，就沒人敢進去。」(居民 DS4)。然而，由「疏洪道」、

「河濱公園」、再更名為「都會公園」的過程中，由於政府和居民對於當地的地方意象

有所落差，以及二重疏洪道的多元特質，導致在環境認同上產生分歧。 

從實質功能來看，近代公園概念的出現，其實是因為土地資本的利益需要，與產

業資本需要一種特殊形式的地景，來抒解都市勞工的壓力與不滿；除具有不可免除的

意識型態效果，以及作為土地與產業資本利益的附產物之外，公園一直被公認為是制

度化的都市休閒遊憩服務與某種集體消費(彭皓炘，2010)。以政府的立場而言，「大臺

北都會公園主要是為了解決都會區居民綠地、休閒空間不足的問題，在人口密度這麼

高的都會區，有這樣的休閒空間、綠地是很難得的。」(官員 A1)。許多在地居民對於

「大臺北都會公園」的營造計畫，也持較正面的看法：「當然是好啊！設施、步道都變

得更好了。」(里長 CS1)、「樂見其成。既然規劃了，就把公園的功能做得盡善盡美吧！

目前來看，確實提供了運動休閒的好去處。」(居民 DS1)、「機場捷運站附近的綠美化、

道路修整、人行步道做得更精緻，似乎可比照臺北市公園水準。」(居民 DS1)。 

然而，隨著綠美化、人工設施的增加，也引發了對於疏洪功能的疑慮。居民 DS2

即指出其憂慮：「看了很心痛，疏洪道旁種花草，浪費錢，真要洩洪哪能變成運動區？

以洩洪為主的話，淹水後運動場地要重建，又要花錢。」里長 CL2 也表示：「颱風過

後，要整理還是要花錢。」居民 DS1 則認為：「運動空間的提供只能是附帶的，應該不

能反客為主。」而從政府規劃管理的角度來看，「以主管機關而言，二重疏洪道當然還

是定位為防洪工程，雖然目前內部有公園功能的規劃建置，但在不影響防洪功能的大

前提下，才能進行規劃及改造。」(官員 A1)。從訪談內容顯示，隨著二重疏洪道愈來

愈像一個都會公園，居民對其疏洪功能也產生更多的疑慮，因此，在不影響防洪功能

的前提之下進行規劃及改造，應可視作政府和居民之間的普遍共識。 

此外，在命名上也產生意見分歧，部分居民表示：「OK 啊！沒什麼差別。不就是

名字變得比較漂亮。」(居民 DS1)、「其實就是改名字而已，沒什麼改變。」(志工 B1)，

當地里長也表示，改造為大臺北都會公園，「以後都可以說，我就住在中央公園那邊。」

(里長 CS1)、「比較有一個指標，一些愛攝影、休閒的都可以來。」(里長 CL2)。上述訪

談顯示更名為「大臺北都會公園」是有益於提高當地居民的光榮感，但對於二重疏洪

道拆遷戶來說，卻是無法認同。「改成公園，疏洪的功能好像就走偏了，你現在改成公

園，那當時被你拆房子的人，不是很莫名其妙嗎？本來住在裡面的人，看到變成公園，

會想哭。因為那個時候，一拆就拆那麼大片。」(拆遷戶 DS4)、「標榜疏洪，但好像已

經不務正業了！」(拆遷戶 DS3)、「照理應該是要做疏洪功能，現在也沒有什麼行水功

能啦！設施那麼多，像棒球場、籃球場，大水過後，都要再花錢整修整理，都是多花

的、浪費的。設施做那麼多，不如把土地還我們。」(拆遷戶 CS1) 、「今天既然是個疏

洪道，就像個疏洪道，當你的綠美化功能超越疏洪功能時，人家就會質疑，那你(政府)

為什麼當初要拆我？」(拆遷戶 DS5)。以上訪談內容顯示，維持「疏洪」的功能或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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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30 年前的二重疏洪道拆遷戶而言，是表示對那段拆遷歷史的尊重與一致，但更名

為「大臺北都會公園」後，則意味著漠視他們的犧牲，更凸顯出當時政府強制拆遷、

徵收土地的欺騙與不公。 

另一方面，對於「大臺北都會公園」這個命名，亦有當地里長表示：「聽到這個名

詞很高興，但規劃過程都不聽取居民的意見，這是很令人失望。」(里長 CW3)、「以前

開會就有說什麼中央公園的計畫，說得很漂亮，大家去開會聽了都嘛很開心，可是就

是沒看到什麼實際的作為。」(里長 CL2)。可見得「大臺北都會公園」的確打造了一個

美好的願景，政府得以透過更名的動作進行地景的改造，然而，實質的規劃卻不見得

符合當地居民的期待。居民所在乎的是都會公園能否滿足其使用上的需求，並提升其

環境品質，其所關注的為「社區/地方」尺度；而政府所欲達成的訴求為滿足大臺北都

會區社會大眾對於綠地、休閒空間的需求，其所關注的為更大的「地方政府」尺度，

以致於「都會公園究竟是『誰』的都會公園」？產生不同的認知。 

臺北縣政府在推動「大臺北都會公園」計畫時，雖曾至鄰近鄉鎮市進行簡報，然

而，實質規劃過程仍以政府為主導，當地居民參與程度有限，以致於都會公園內部規

劃未能符合當地居民的需求。當地里長 CW3 即表示：「對於綠美化，我是贊同的，但

是把設施放錯的地方就不對。還是要符合當地居民的民意，規劃的時候還是要先聽一

下附近里民的意見及需求。」里長 CW3 以鄰近右岸堤防的「遙控車賽車場」設置為例

指出：「在 6 號越堤道旁邊應該要規劃適合里民運動休閒的空間，而不是規劃成『遙控

車賽車場』，就里民而言，那些都是一些外來人口，對這部分我是失望。『遙控車賽車

場』可以挪到其他比較沒有人的地方，或是高速公路橋正下方，我們這邊是工業區，

星期一到五本來就很多噪音，星期六、日里民都很需要安靜休息，可是遙控車的聲音

很大，噪音會傳過來，我們都很困擾，甚至晚上還會有噪音。這方面我們一直反映，

但也沒獲得回應。」由此可見，「大臺北都會公園」整體規劃願景，以及綠美化工程、

步道及自行車道的設置，雖符合當地居民的期盼，然而，部分內部的規劃設計並未呼

應當地居民的需求，導致當地居民認為「大臺北都會公園」考量的是外來遊客，而非

當地民眾之需要。 

此外，都會公園內部規劃也存在區域差異，以二重疏洪道高速公路北側左岸五股

地區為例，當地里長 CW1 即指出：「做得再漂亮，都沒做到我們這邊來。蘆洲那邊就

弄得比較漂亮，跟對面比起來，我們不方便很多。」其認為整體綠美化工程及運動設

施均偏重於蘆洲及三重地區，五股這一側則相對被忽視。位於右岸的里長 CW3 則表

示：「居民散步大概只有在堤防上，一樣是堤防，還是有城鄉差距，一直很失望的就是，

蘆洲那邊的堤防都有施作綠坡，中永和的堤防也做的很漂亮，但我們這邊就什麼都沒

做。」顯見，由於大臺北都會公園內部規劃的區域差異，二重疏洪道兩側居民亦產生

不同之環境認同。 

2. 內部空間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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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臺北都會區地價高漲與利益競爭，公園綠地、運動設施等公共建設不得不向

堤外移轉，因此成就了所謂的「河濱公園」、「河濱棒球場」、「河濱停車場」等特殊的

堤外公共空間(彭皓炘，2010)。二重疏洪道轉型為大臺北都會公園的過程亦與此一脈絡

有關，隨著大臺北都會區地價節節飆漲，二重疏洪道內部廣大空間更是彌足珍貴。「大

臺北都會公園」內部，除景觀綠地及五股濕地外，為了回應廣大市民的需求，陸續設

置步道、自行車道、球場、溜冰場、運河等運動設施，以及遙控車場、越野車場、狗

狗運動場等。然而，來自不同市民團體的多元需求，「大臺北都會公園」也產生了內部

空間競逐現象，對土地利用形式及功能有不同期待，進而產生價值上的衝突及矛盾。 

(1) 濕地保育與運動休閒的空間競逐 

二重疏洪道北側與淡水河交接處的五股濕地，面積廣闊、地勢低窪，擁有豐富的

自然生態。2002 年 7 月臺北縣進行二重疏洪道的綠美化工程，影響到五股濕地的自然

環境，因而引發許多保育團體集結，組成「疏洪道生態保育聯盟」，不斷呼籲成立「五

股濕地生態園區」，並與政府展開積極對話(陳照明，2006)。參與推動濕地保育的志工

B2 提及當時的經過：「在綠美化的過程當中，發現那邊的水筆仔被砍掉，所以我們提

出訴求，整個疏洪道是不是至少能夠保留一塊給自然。我們透過各種管道，不斷去遊

說，後來認同我們的想法，採納我們的意見。」在景觀綠美化與濕地保育的價值衝突

中，由於此兩項價值較易取得平衡，因此最後得以「保留一塊給自然」。不過，在劃設

濕地保育範圍時，卻又面臨另一項價值衝突，即濕地保育與運動休閒的空間競逐。 

志工 B1 表示：「現在我們所說的五股濕地的位置與以前五股濕地的位置是不太一

樣的！以前其實五股濕地是在比較靠右岸蘆洲、高速公路橋那一側。」但是，「大家都

想爭取一塊給自己用，議員啊、里長啊，大家都想弄一塊來照顧自己的選民，做高爾

夫球場、棒球場。」(志工 B1)。當時協調五股濕地保育範圍時，是規劃選取「生態豐

富度最高」的區域，即是現在微風運河區，但是「因為那時候體委會補助一筆錢，要

做水上活動空間，後來那邊就讓他們做微風運河。」(志工 B2)。在空間競逐的過程當

中，並沒有任何一項價值能夠取得永遠的勝利，即使是與全球化價值相結合的生物多

樣性論述亦是如此，在協調的過程中，唯有各退一步，才能在人與自然之間、不同的

土地利用價值之間，取得平衡。 

歷經二年半的溝通、自然資源調查、園區規劃及宣導活動等工作，2004 年 11 月

11 日，臺北縣政府正式將五股濕地交由荒野保護協會認養三年。協會也成立「五股濕

地生態園區」，並積極進行棲地復育及教育推廣，希望促使五股濕地能恢復到原有的生

態環境(陳照明，2006)。然而，「現在有一些開發的計畫在進行，有民意代表幫民眾或

運動社團爭取高爾夫球場、越野車場這一類的，幾乎都已經飽和了，現在就把腦筋動

到濕地這邊來。」(志工 B1)。可見得，即便五股濕地已由保育團體認養，空間競逐的

壓力仍舊持續著，壓迫到五股濕地的自然保育空間。 

而在地居民對於濕地生態的認同則是另一個問題，部分居民提出這樣的疑慮：「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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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後是變得很漂亮，但是濕地這邊的景觀就覺得很亂，濕地生態區靠我們這邊，結

果雜草叢生，人躲在裡面也看不到，自然生態是要保護，但也要注意治安的問題，里

民在那邊運動的時候，暗暗的，草又長那麼高，大家都嚇跑了！」(里長 CW1)。五股

濕地的保育志工 B2 也指出：「在地這一方面的認知還差很多。他們會覺得最好蓋停車

場、球場，對他們比較有利，但真的是有利嗎？」 

面對開發壓力及在地居民認同的問題，荒野保護協會一方面著手與政府溝通，採

取更積極的保育策略–推動「委託管理」，另一方面則「試著開始跟這些社區發展協會

合作，比如說，我們就去辦一些演講，讓他們認識這塊土地。」(志工 B2)。透過不斷

的理念溝通，提升政府和居民對於五股濕地的環境認同。以五股區公所溝通的歷程為

例：「最初五股鄉公所也在做這樣(停車場)的規劃啊！我們就去跟他們講，你再做成停

車場、球場，也不過跟三重一樣，那你也沒辦法超越它，但你如果保留一個濕地，這

是三重學不到的。五股除了一個觀音山，還有一個五股濕地，新北市政府在做文宣宣

導，也都把五股濕地當作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志工 B2)。總結來說，在此一空間競

逐歷程中，若要鞏固地景論述的權力，如何使不同權益關係人的環境認同能彼此謀合，

將是重要的課題。 

(2) 生計活動與都會公園的空間競逐 

二重疏洪道興建之初，為維護疏洪功能而進行聚落拆遷，此為生計活動與疏洪行

水的空間競逐。興建完成後，因二重疏洪道內疏於管理，為農民所占墾(蘆洲市公所，

2009)。爾後在 1998~2002 年間，進行微風運河工程時，需再驅趕占墾農民，此為生計

活動與運動休閒的空間競逐。2008 年開始執行的「大臺北都會公園」計畫，有鑑於疏

洪道防洪功能維繫、市民綠地空間之渴求，加上因應機場捷運 A2 站旅客動線、都會公

園周邊都市計畫，以及重大建設的陸續執行，可能帶動本區休閒遊憩空間需求遽增，

政府乃積極計畫將「市民農園」收回，規劃為親子休閒區(臺北縣政府，2009a)，此則

為生計活動與都會公園的空間競逐。 

重新橋至中山橋間 19 公頃的「市民農園」，是 1982 年開闢二重疏洪道時徵收的土

地，當年就發放補償費，但原地主農民仍在當地種菜。臺北縣政府在 2008 年 12 月 1

日以綠美化名義，委由三重農會認養，免費提供 182 戶農戶種菜，租約在 2011 年 11

月底到期。因水利署檢討防洪功能不足，水利局決議收回，疏浚以增加防洪容量。但

182 戶農民認為當年土地徵收價格太低，向中央及監察院陳情，盼另補償或歸還十分

之一土地，經水利局請示經濟部，獲「於法無據」回覆。經議員陳情，表示農戶幾乎

都是種菜維生的老地主，強制收回將激起民怨，建議市府補償或分期收回。另經濟部

水利署(2011)完成「二重疏洪道通洪能力檢討報告」，認為二重疏洪道逐年闢設不少交

通、遊憩設施，致分洪功能降低，需要浚挖河道改善，新北市政府最後決議延期一年

至 2013 年 6 月收回。 

在市民農園耕種的居民 DS2 論及新北市政府將市民農園收回一事指出，「我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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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年紀 70-80 歲的夫妻在疏洪道種菜，女兒幫忙將菜賣出去，靠賣菜錢當生活費，

不然只靠老人津貼哪夠用？政府應該照顧一些生活較辛苦的百姓，而不是一直亂花錢

做看似美觀的公園。疏洪道拆除居民房子後，運動區也夠用、夠大片，現在全弄成運

動區。」由此可見，對於市民農園的耕種者而言，生計活動的價值絕對優先於運動休

閒的價值。長期關注二重疏洪道環境議題的拆遷戶 DS5 也表示：「你(政府)今天要美化、

要變成公園，其實都違反了原本拆遷的理由。當時你把土地空下來，讓那些農戶可以

回去耕作，現在又一個個收回去。那些農夫他其實一輩子就務農維生，你(政府)憑什麼

拿回去？現在收回就是為了大臺北都會公園的建設，你當時給人家的承諾是什麼？」

此一反對觀點，著眼於維護最初拆遷之目的–疏洪行水功能，並強調尊重當時讓農民

得以維持生計的承諾。 

不過也有支持收回的意見，鄰近市民農園的里長 CS1 指出：「其實，真的農民沒有

幾個在裡面耕作，都是一些老百姓分租。有的沒整理，讓它在那邊長草，變成景觀不

好看。因為現在有水漾公園、幸福公園，早晚都有人在那邊運動，種田的人會施肥，

會臭，或是灑農藥，氣味就會不好，所以市政府就乾脆全部收回來，全部改成公園，

這樣就不會再影響一些運動的人、周遭堤防外住戶的生活品質。」此觀點則是從景觀

美化與提升生活休閒品質出發，支持市民農園的收回。 

收回市民農園雖只有零星陳情，過程中也未引發太大的抗爭活動，但仍足以讓我

們回頭省思，二重疏洪道興建之初，為了大臺北地區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以「疏洪」

為主要論述排擠了洲後村等聚落的生活、生計與生存空間；綠美化時期，為了大臺北

地區居民的運動休閒空間，以「親水」為主要論述及農民占墾雜亂為由，驅趕非法占

墾農民；大臺北都會公園營造時期，又以「防洪功能不足」、「休閒遊憩空間之需求」

為由，收回市民農園，影響弱勢農民之生計。透過此一歷程，可以發現，與生計活動

關連的空間議題，始終在二重疏洪道地區上演，且在不同時期重新引起關注。Robbins 

(2012)指出，國家權力擴張至地方生態時，將演變為對「控制」的鬥爭，並激發地方的

反抗。環境議題涉及不同權益關係人之認同，由於認同之歧異，而易導致衝突之發生。

二重疏洪道原先就是當地居民的生計活動空間，由於國家權力的介入，導致不同的空

間競逐，且隨著時間而不斷地演變。 

 (三) 跨界：人與自然 

2011 年，新北市政府提出「2030 年大河願景」，欲打造「宜居麗水」的「四水新

首都」，以治水、清水、親水、透水為執行目標，此一計畫不只是環境的營造，更是城

市整體水循環規劃與都市發展空間的重構，「從過去背向水岸，現在面向水岸，未來則

是與水共美的新首都。」(新北市政府水利局，2011)。都市的更新發展與市民生活緊密

連結，透過「大河之都」的規劃願景，期望將新北市營造成具有競爭力的都市水域環

境，並以水岸景觀的魅力及未來潛力帶動周邊老舊社區更新，邁向「與水共生」的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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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城市(新北市政府水利局，2011)。同時，新北市政府也提出「跨域整合、大河都會–

共譜淡水河美、樂、地」的大河四部曲，所謂「美」是強調「美麗地景、意象型塑」；

「樂」係強調「樂活思維、親水環境」；而「地」則是「地區改善、在地行動」的意涵；

「美、樂、地」則是以諧音 Melody(旋律)象徵「和諧」(新北市城鄉發展局，2011)。上

述皆勾勒著「跨越阻隔、與水共生、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圖像，同時，期望透過堤

外空間的地景改造，達成「跨界」、「親水」的目的。其所刻畫的不只是一個未來美好

的圖像，其實也隱含了對前一個時期「劃界」的反思。 

丘逸民(2001)將淡水河流域使用分為三大時期，說明大臺北地區不同階段的河川

資源發展，包括：「依水發展」的前工業化時期(1945 年以前)、「背水發展」的工業化

時期(1945 至 1980 年代)，與「近水？親水？良好經營之多元發展」的後工業化時期

(1989 年以後)。在工業化時期，優先考慮的方案是興建高堤以納入最多的土地提供都

市發展，堤防的隔絕性使河川原有的親水功能消失；後工業化時期，反思堤防隔絕人

河關係，回復原先河川風貌、與水親近，營造水岸文化則成為主流。 

河堤代表人面對自然的一種態度，二重疏洪道堅實的河堤粗暴地劃分了兩個世界，

河堤內高樓林立，河堤外空曠綠野(張紘端，2012)。後工業化時期，民眾雖開始反思自

己與河岸的關係，政府的論述也以「與水共生」為主軸，然而，堤防界線的存在卻是

既定的事實，於是以「大臺北都會公園」地景的改造為手段，包括整體地景營造、越

堤道的設置、強化入口意象等，皆是希望民眾願意跨越堤防與水親近。只是，對兩側

居民而言，「看得見」的地理界線–堤防，尚容易跨越，而劃在核心與邊陲、人與自然

之間那道「看不見」的地理界線，卻不易跨越。 

二重疏洪道內部地景轉變為大臺北都會公園之歷程，由政治生態學視角進行分析，

可歸納出以下重點(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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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二重疏洪道內部地景變遷之政治生態學分析(1996-) 

 

1. 地景論述變遷 

首先，在地景變遷的歷程當中，不同行動者(或權益關係人)為鞏固其地景論述的權

力，會將其行動落實於「尺度實踐」之中。以新北市政府的地景論述而言，在這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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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已由「防洪」論述，轉為「親水」論述；而為了鞏固其親水論述，除在營造大臺北

都會公園時提出「親水、親景、親自然」的願景外，更指出「都會公園」、「水岸開發」

為現今全球城市的主流，藉由永續發展、生態城市等全球化觀點的引用，以爭取其他

行動者(或權益關係人)的認同。進一步細究五股濕地保育議題，「當時說服縣政府的理

由還是『自然保育』以及『生物多樣性』，所以保留這一塊下來，符合當時社會的氛圍，

又政治正確。」(志工 B1)。顯見，疏洪道生態保育聯盟之所以能夠成功說服當時的臺

北縣政府，是在於引用「生物多樣性」價值，而此一地景論述之所以能夠取得地位，

則正由於符合全球保育潮流，同時又呼應當時執政黨的環境認同。五股濕地於 2010 年

正式被列為國家級重要濕地後，長期認養五股濕地的荒野保護協會則是以「在疏洪道

裡面有一個國家級重要濕地，對政府的形象也有提升。」(志工 B2)，作為重要論述。

此說法展現的是五股濕地被列為「國家級重要濕地」後，一方面有了法源依據的保障，

一方面提高其保育層級，有利於保育團體說服地方政府、社區居民，以鞏固濕地保育

及生物多樣性等價值。 

其次，當二重疏洪道內部空間重新被定義為「公共開放空間」，伴隨而來的，是內

部空間競逐的壓力及不同權益關係人之間地景論述權力的衝突，並衍生諸多不同土地

利用的環境認同。以二重疏洪道拆遷戶或是當地農民的環境認同為例，他們始終與生

計活動緊密相連，土地的價值、個人的權益只能為了「防洪以保障生命財產」之價值

而犧牲，因此，在政府執行綠美化工程而要拆除市民農園，或是後來為了大臺北都會

公園整體景觀規劃而要收回市民農園時，他們都深刻地質疑，政府違背了當時的徵收

目的。「只要它繼續維持著疏洪的功能，我們就沒什麼意見，但如果有一天它的疏洪功

能要廢除，那我們應該可以回去重新圈地。」(拆遷戶 DS5)。除了興建初期的疏洪行水、

生計生存的空間競逐外，晚近還有休閒運動、都會公園及近水親水等不同土地利用的

想像。 

另外，新的環境議題也導致新的行動者的出現，同時，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也

在此一時期成為影響政府論述的重要行動者。環境議題的產生除了與空間競逐有關，

也與不同行動者(或權益關係人)之間環境認同的落差有關。以五股濕地為例，當政府執

行綠美化工程威脅到濕地生態時，具有相近環境認同的保育團體、地方文史單位與民

間人士，集結組成「疏洪道生態保育聯盟」，並展開與政府的對話。「我們就把這些在

地的團體都邀請進來一起討論，參與的團體還滿多的，整個五股濕地的訴求會成功，

也是因為我們結合在地的團體，才不會感覺是外來者來干預。」(志工 B2)。正由於此

一積極的環境行動，結合眾人之力，五股濕地才得以成功保留。 

2. 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轉變 

Turner (2009)曾指出，政治生態學中的「生態學」這個術語有許多涵義，它常被廣

泛地定義為「環境」或「自然」的同義詞。其中，「自然」無疑是最複雜、最困難，且

最具豐富意涵的術語之一。因此，「自然」和「政治生態學」的並列，也引發自然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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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劃分、相互建構、以及混雜性的議題。Swyngedouw (2003)指出，自然和人類，在

物質上和文化上，從一開始就有著深刻的社會性和歷史性，自然成為注入政治權力和

文化意義的社會經濟的物理過程。此外，自然的轉換被鑲嵌於一系列的社會、政治、

文化和經濟的過程中，運作於一個顯著但本質上並不穩定的地理尺度的網絡之中。簡

單來說，在地景變遷歷程中，社會和自然是不可分的。 

「自然」有其豐富意涵，且一直以各種不同的型態登場，因此，人與自然之間互

動的關係也相形複雜，是由「劃界」到「跨界」，還是由「跨界」到「劃界」，仍有待

進一步探討。以「洪患」的角色來看，在二重疏洪道興建之前，此區雖有洪患，但居

民早已發展出一套調適策略，而能與水共生、和諧共存；但是「洪患」議題在政府的

刻意操作下，成為威脅大臺北地區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關鍵，「洪患」論述也順理成章

地鞏固了「臺北地區防洪計畫」、「二重疏洪道計畫」及「洪水平原管制」等相關政策

的正當性與必要性。當自然被賦予「洪患」的意義時，「劃界」亦成為防洪的重要手段，

築堤就成為必要的防洪措施。然而，因應氣候變遷，我們對於洪患的思維也應有所改

變，到處圍堤終究有限，大自然遲早還是會反撲的。臺北縣政府水利局(2010b)即表示：

「高堤圍束」已非治水唯一思維，因應氣候變遷，長期治水之道應還地於河，增進人

與河川之間的關係，降低堤防的阻隔性，還給河川原有的生態空間，方能順勢利導，

利益百姓，提供更佳之居住環境。築堤「劃界」已不再是防洪的唯一方法。 

以「親水空間」的角色來看，大臺北都會公園的核心規劃構想，是要串聯因堤防

而斷裂之空間，同時透過「主題式」公園的規劃，賦予高灘地新的生命，使其變成一

個觀光景點，吸引更多遊客前來(臺北縣政府水利局，2010b)。顯然地，政府希望透過

地景改造，提供民眾跨堤親水之機會。誠如里長 CL2 所言：「政府做這個(綠美化工程)，

大家都很高興。現在整理成這樣，大家才會想要進去裡面運動。」居民 DS1 也說：「原

本只有越區到疏洪道對面的三重時，會經過疏洪道，縣政府進行綠美化後，會想要逗

留一下，心態上比較願意花時間到疏洪道進行活動。」可見得由於居民環境認同的改

變，也產生了跨堤進入二重疏洪道內部活動的動機。此外，也有里長表示：「做了微風

運河後，我們這邊就有很多人會去運動，過堤防 2 分鐘就到了，而且蘆洲那麼小，根

本就沒有大型公園。」(里長 CL1)、「有一些里民晚上都會去二重疏洪道運動，因為我

們這邊都沒有公園。傍晚 5、6 點，早上 4、5 點，人都很多。」(里長 CS1)。由於當地

鄰里公園較為欠缺，二重疏洪道正可彌補此一缺憾，這種休閒綠地的集體消費型態也

成為主流。 

進行綠美化後，跨堤的需求也日益增高，當地里長表示：「以前一開始沒做樓梯，

大家建議了之後才有做。」(里長 CS1)、「堤防裡面再怎麼弄，對於這個地方都沒有什

麼幫助。做得那麼漂亮，也要讓我們方便過去才行，交通配套還要更完善才行。」(里

長 CW1)。可見得，當進入疏洪道內的需求產生後，可及性的改善就更加重要，以利民

眾跨堤進入疏洪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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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政府和當地居民對於「可及性」的看法卻是有所落差。官員 A1 表示：「堤防

造成阻隔是一個既定的事實，但其實二重疏洪道堤防的設計，相較於其他河濱公園是

較方便的，例如大漢溪、淡水河，都是以防洪牆為主，穿越時必須要從水門、或階梯；

而二重疏洪道為緩坡設計，有非常多階梯，越堤道的密度也很高，車子、腳踏車、行

人要進入，都算方便；右岸越堤設施已十分完善，現在正在逐步補強左岸越堤設施不

足的部分。」但是，右岸五股區里長 CW3 卻認為：「現在很多設施並不符合當地居民

的需求，還得要跨過一個馬路，才有腳踏車道、步道、公園，因為還要跨過一個馬路，

就產生另外一個危險因子，會想要過去的里民就減少。」另外，左岸五股區里長 CW1

也表示：「我們要跨這個疏洪道，走路也是跟車子爭道，腳踏車上去都有困難，根本就

沒有一條可以銜接，也沒有腳踏車專用道，要跨個馬路，也不安全。奇怪的就是，看

起來有那麼好的公園綠地，但是我們這邊的里民卻是看得到，用不到，很不方便。」

顯見，政府認定的「可及性」是有充足的越堤設施，而當地居民認定的「可及性」則

是安全且步行可及的。雖然二重疏洪道的跨堤可及性仍有待加強，但無可諱言，越堤

道確實有助於民眾跨越堤防、與水親近，也改變了居民對二重疏洪道的環境認同，拉

近人與自然的距離。 

(四)解釋鏈分析 

從 1996 年二重疏洪道完工迄今，二重疏洪道內部的地景變遷歷程，可藉由解釋鏈

來分析，如圖 2 所示。進入「後工業化時期」，人們對於公園綠地產生高度需求，同時

也開始反思自己和自然之間的關係，自然的行動者角色因而有了改變，政府論述也由

「防洪」論述轉為「親水」論述。隨著二重疏洪道進行綠美化，以至於改造為「大臺

北都會公園」，居民與河岸的關係亦產生了改變，從對堤外空間敬而遠之，到願意跨堤

從事各項活動，並進一步對疏洪道內土地利用提出諸多需求。另一方面，由於對「疏

洪道」或「都會公園」看法不同，以及角色定位的模糊，導致不同權益關係人意見的

分歧。隨著都會公園的功能日益彰顯，原拆遷戶及農民就更加質疑當時徵地疏洪的正

當性。此外，由於都會公園內部相關設施規劃未能完全符合當地居民的需求，且存在

著空間區域落差，以致於不同權益關係人有不同的環境認同。歧異的環境認同終究引

發不同的空間競逐，包括疏洪行水、生計活動、濕地保育、運動休閒、都會公園等環

境價值。 

在地景變遷過程中，行動者為了取得地景論述的權力，必須將其環境論述與較高

尺度的論述價值相結合，但研究發現，在空間競逐的過程當中，並沒有任何一項價值

能取得永遠的勝利，在協調的過程中，唯有各退一步，並促使不同權益關係人的環境

認同彼此謀合，才更能鞏固地景論述的權力，並且在不同土地利用價值之間、以及人

與自然之間，取得平衡。二重疏洪道由於其功能上的多元特性，以及地景變遷歷程的

特殊性，不同權益關係人的環境認同之協調、謀合將是永遠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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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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劃界」到「跨

界」的歷程，亦可以理解為與「自然」的多重行動者角色有關。二重疏洪道興建時期，

自然以「洪患」形式出現，因此，政府採取「劃界」策略，以堤防作為人與水之間的

界線，但同時也在核心與邊陲之間劃下一道鴻溝。而在大臺北都會公園營造時期，由

於都市高度擴張蔓延，大臺北地區公園休閒綠地嚴重欠缺，同時，隨著現代都市公園

綠地結合休閒運動的發展，河流沿岸也逐漸成為都市綠地規劃的重要開發角色(臺北縣

政府，2009b)。「自然」則改以可供集體消費的綠地「親水空間」的形式出現，二重疏

洪道內部的空間不再只是為了「疏洪」而存在，反而由於僅具疏洪功能而成為「閒置

空間」，因此，政府也改採「跨界」策略，以地景改造為手段，鼓勵市民跨越堤防，進

入「親水空間」。 

不過必須留意的是，「自然」雖然是重要的行動者，然其行動者角色在某種程度上

是由其他行動者(權益關係人)所決定，因此，對於「是自然迫使人去改變地景？還是人

主動改變了地景，並且決定了自然的價值？」，端看人們對於自然的態度，因此，我們

也可將「洪患」、「親水」視作政府為達成其規劃目的的論述而已。透過橋樑、越堤道

等設施，尚容易跨越「看得見」的界線–堤防，然而，人和自然之間那道「看不見」

的界線，是否能夠跨越，則得視人們對於自然的態度而定。 

 

 
圖 2  二重疏洪道內部地景變遷歷程之解釋鏈(1996-) 

 

三、從邊陲到核心？打造宜居的未來 

(一) 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的再發展 

1. 邊緣化的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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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疏洪道堤防建設所形塑的地理界線不只劃分出「堤內」與「堤外」的空間，

也劃分出疏洪道「左岸」與「右岸」兩個地區；二重疏洪道加上高速公路橋的切割分

離，更導致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包括蘆洲、五股、三重等區，在都市發展上的斷裂

現象。位於高速公路北側、疏洪道右岸的蘆洲地區，因四周被堤防包圍而形成一獨立

發展區；堤防雖導致其在都市發展上無法與鄰近區域接合，但卻也由於堤防的保護免

於水患威脅，加上 1980 年代起，配合二重疏洪道拆遷戶安置而陸續推動的「灰磘」及

「南港子」市地重劃開發案，重劃區完成後，發展極為快速，人口遽增；1994 年，行

政院核定臺北捷運蘆洲線營建計畫後，該地區更成為房產開發商投資焦點，目前已是

高樓聳立的新興都會區，人口密度相當高(蘆洲市公所，2009)。 

同樣位於高速公路北側、疏洪道右岸的五股更寮及褒子寮地區，其發展就不如蘆

洲地區這般順利。更寮及褒子寮地區雖鄰近三重、蘆洲地區，長久以來都市發展關係

密切，但卻遲遲未能納入通盤的都市計畫規劃，1990 年解除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後，違

章林立、公設不足，成為都市邊緣地帶。高速公路北側、疏洪道左岸的五股地區更由

於 1968 年「北區防洪計劃」的實施，被劃定為「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自此限制建

築使用，遲至 2001 年，配合臺北防洪第三期及後續工程，此地區堤防設計 6 公尺高，

達到 200 年洪水頻率保護標準，才改列為「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臺北縣工務局，

2001)。由於受限於洪水平原管制，限建逾 30 年以上，又未能納入「五股都市計畫」範

圍，反而變相產生違章建築林立的情形，更由於長期遭棄置廢土，而在 1986 年以後，

堆成一座「五股垃圾山」，不只嚴重影響洪水平原滯洪功能，更使得此一地區成為邊陲

之中的邊陲。 

而位於高速公路南側、左岸地區的五股地區，則於 1984 年，奉行政院核准，開發

新北產業園區，一方面容納二重疏洪道的合法工廠拆遷戶使用，一方面提供興辦工業

人士作為建廠用地，以紓解工業用地殷切之需求(經濟部工業局，2018)。同樣位於高速

公路南側的三重地區，則由於疏洪道的切割，導致三重都市計畫區的空間片斷化，二

重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更受限於「洪水平原管制」，致使長期發展停滯。三重區二重疏

洪道兩側附近地區，係於 1968 年依水利法公告為「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全面禁建；

1980 年，又依水利法公告洪水平原管制改為「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再分別於 1990

及 2000 年公告解除「洪水平原二級管制」之限制；然而，1990 年水利單位雖已解除

「洪水平原二級管制」，惟當時三重市都市計畫仍維持「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仍不

可建築，需等市地重劃開發完成後始得建築(監察院，2012)。 

因此，在「洪水平原管制」實施及「二重疏洪道」闢建之後，除了疏洪道右岸北

側的蘆洲灰磘重劃區及南港子重劃區外，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由於堤防建設的囿限，

加上洪水平原管制限制建設，發展相對遲緩。在國家政策的主導之下，使得原本就位

於邊陲的二重疏洪道地區，邊陲特性更加地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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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的土地開發 

從「洪水平原管制」實施以來，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長期發展受限。不過隨著洪

水平原管制解禁、大臺北都會公園營造計畫實施，市地重劃開發以及淡水河曼哈頓計

畫的推動，似乎為二重疏洪道地區迎來發展的曙光。誠如官員 A3 所言：「目前正在進

行的土地開發案包括：『三重二重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市地重劃』、『五股洲子洋市地重

劃』，而『五股新市鎮』開發計畫則尚在審議階段。」 

首先，三重二重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市地重劃，面積約 71.19 公頃，1968 年依水

利法公告為洪水平原管制區予以禁建，嗣後因水利工程之興修，解除洪水平原管制，

該範圍隨即發佈都市計畫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並附帶條件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

開發。計畫自 2011 年起分 3 年共編列 47 億 1,700 萬元經費，由地政局執行市地重劃

作業，於 2014 年開發完成(新北市政府水利局，2011)。二重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市地

重劃區內有二捷二快(中正機場捷運線、捷運新莊線、台 64 線新店八里快速道路、新

北環河快速道路)，交通條件優越，且位於臺北市及新莊區之中樞地帶，擁有銜接新北、

北市門戶與都市中心之重要機能，極具發展潛力。新北市政府希望透過市地重劃以達

成下列效益(新北市政府水利局，2011)：(1)促進市地改良、消除畸零不整現象、提高土

地利用價值，以達地盡其利之目的；(2)增加可建築土地供給，紓解都市人口壓力；(3)

加強公共設施之建設，塑造高品質之居住環境，滿足居民安居樂業之需求；(4)將規劃

與疏洪道景觀結合，型塑水岸休憩新環境，創造生態、生產、生活三生一體的新環境，

打造三重地區的新景象；(5)搭建臺北市與新莊開發區之橋梁，營造開發地區之一致性

及連貫性。 

其次，五股洲子洋市地重劃，於 1984 年為配合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初期工程，實施

二重疏洪道之闢建及洲後村等遷村計畫之推行，協助洲後村內拆遷戶集中遷移以利疏

洪道工程之進行而發布實施。根據 2013 年發布的「變更五股都市計畫(洲子洋地區)細

部計畫」(新北市政府，2013)，變更後的範圍由原先的 51.7 公頃增加至 62.63 公頃。洲

子洋重劃區的前身為農地與小型工廠，於 2001 年由地主與開發商共同向當時的臺北縣

府申請市地重劃，而成為新北市最大的自辦重劃區；以「生態宜居特區」純住宅區為

規劃主軸。「在 2009 年配地完成之後，就由建設公司取得多筆土地，在 2011 年底才取

得建照陸續推案，從通過市地重劃到正式開發，至少花了 10 年。」(業者 F1)。同時，

由於「洲子洋是自辦重劃，跟公辦重劃不同，因為政府對這些參與自辦重劃的建商有

獎勵，因此有 5 年內開發完畢的壓力。」(業者 F2)。 

最後，五股新市鎮，計畫範圍 188 公頃，此一區域在「大臺北防洪系統規劃」的

構想中，是設定為具滯洪功能的洪水平原管制區，但長期以來遭非法棄置廢棄物堆積

成一座垃圾山，且綠草樹林覆蓋多時，已無法發揮原設定之防洪滯留功能。相較於疏

洪道右岸已完成堤防地區之蓬勃發展，此地區之發展則幾乎停滯。另外，由於「五股

都市計畫」地區發展已不適宜繼續作農業使用，因此，必須重新檢討五股洪水平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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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發展的方向，以配合交通建設及城鄉定位(新北市政府，2014)。「五股新市鎮」開發

計畫的目標為朝向生態、生活、生命、生產等四個面向整合發展，採「區段徵收」方

式辦理，於 2003 年正式發包委託辦理整體開發規劃，須待洪水平原管制解除才能正式

公告實施(新北市政府，2014)。 

(二)新北市政府的宜居想像與居民環境認同 

1. 水岸再生與新北市政府的宜居規劃 

隨著都市發展的永續規劃思潮興起，水岸地區發展日益受到重視(新北市政府水利

局，2012a)。2011 年，新北市政府提出「2030 年大河願景」，期望透過「大河之都」規

劃，為新北市水環境奠定永續發展的治理，打造讓市民感動的「安全」、「永續」、「幸

福」的大河城市。新北市以淡水河為中心的水岸都市漸漸成形，而淡水河的角色也可

望從過去分割新北市與臺北市的界河，在發展「淡水河曼哈頓旗艦計畫」後，成為整

合大臺北區域甚至北臺區域發展中心(新北市政府水利局，2011)。此一施政願景再度證

明，水岸再生及水環境的治理，在新北市宜居規劃發展中佔有關鍵地位，而複製紐約

曼哈頓經驗則被預期能有效使得淡水河的河廊發展由「邊陲」逐漸蛻變成為區域發展

的「核心」。新北市政府推動水岸再生與宜居城市的重要計畫如下： 

(1) 淡水河曼哈頓計畫 

「淡水河曼哈頓計畫」是以新北市與臺北市共同接壤之淡水河、新店溪、景美溪

周邊 1 公里區域為計畫範圍，同時，為強化二重疏洪道大臺北都會公園及大漢溪匯入

淡水河河口周邊的建設效益，亦將二重疏洪道兩側及大漢溪大漢橋下游周邊區域納入

計畫範圍(新北市政府水利局，2011)。「淡水河曼哈頓計畫」於 2010 年由新北市和臺北

市共同提出，通過都市更新和容積獎勵措施，「打造具備紐約曼哈頓形式及規模的『淡

水河曼哈頓』國際化新區塊，作為青年住宅與國宅，以及臺灣與國際企業，在金融、

科技、旅館的營運、研發總部，以提供『大臺北雙子城』大都會區，各項多功能之摩

天大樓」，兩市合計預定釋出約 500 公頃土地，興建 30 萬戶住宅(王志弘、黃若慈，

2012)。新北市政府希望藉由「淡水河曼哈頓計畫」的推動，以淡水河為中心，縫合雙

北兩市邊界，整合大臺北區域(新北市政府水利局，2011)。透過「淡水河曼哈頓計畫」，

仿照紐約市曼哈頓地區的高度都市化及人性化的發展模式，塑造與曼哈頓意象同等級

之「淡水河意象」，讓淡水河合作發展的經驗也能成為世界其他都市之學習楷模，讓新

北市在升格直轄市後，蛻變升級邁入國際化都市的行列(新北市正府城鄉發展局，2011；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2012a)。 

(2) 新北市區域計畫 

升格後的新北市從 2011 年就開始研擬整體區域計畫，以作為都市計畫的上層指導

計畫，「新北市區域計畫」的發展願景是以「2040．國際嚮居之都」為目標，欲藉由交

通、產業與都市三元一體的發展模式，推動都市的滾動成長與永續經營。透過捷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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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三線等交通建設以引導都市合理成長，利用獎勵產業創新暨發展推動計畫以激發都

市動能，強化都市防災與環境保育以收斂都市蔓延。逐步從深化住民認同，到發展為

具地域特色城市，乃至具多元城市競爭力的｢國際嚮居之都｣–具備躍升世界舞台的國

際競爭力，且成為讓人們嚮往居住與充滿旅遊記憶的城市。期望透過「國際創新都會」、

「首都黃金三核」、「綠色嚮居之城」三大目標逐步達成「2040．國際嚮居之都」的願

景(新北市政府，2017)。 

新北市區域計畫的空間架構是以跨域聚合型城市，擘劃「臺北首都圈、黃金雙子

城、大河三都心、山水五軸帶、環城六珠鍊、策略七分區」的整體城鄉發展新藍圖，

以引導新北市整體區域與生態環境永續發展，合理分配地區資源，並持續推動部門重

大公共建設投資。依 29 個行政區就區域地理沿革、行政事務事項及區域發展相關性

等，劃分為「溪南都心生活商務區、溪北都心國際創新區、汐止科技經貿區、三鶯文

創宜居區、北觀海洋城邦區、東北角人文旅遊區、大翡翠生態樂活區」等七大策略區

(新北市政府，2017)。從上述政策及區域發展計畫的內容，分析其宜居論述內涵，顯示

出「水岸城市」、「生態城市」及「永續發展」在新北市宜居藍圖中的重要性，而「水

岸開發」、「水岸再生」、「都市再生」則成為宜居規劃發展進程中的重要策略。 

2. 二重疏洪道地區在新北市宜居藍圖中的角色 

2008 年起開始推動的「大臺北都會公園計畫」主要落實於二重疏洪道內部親水空

間的改造，透過都會公園的營造提升居住環境品質，企圖改造二重疏洪道成為大臺北

地區的「中央公園」，並以此引領蘆洲、三重、五股地區再發展，改變二重疏洪道地區

邊陲發展的命運，並成為臺北都會區的發展中心。2010 年提出的「淡水河曼哈頓計畫」

亦將二重疏洪道地區納入其中，除了將「大都會水岸生態營造」納入外，「抽水站興建、

改建工程」、「溪美、鴨母港溝、瓦窯溝大排整治」，以及「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開發案」

均與二重疏洪道有關。官員 A3 指出：「二重疏洪道兩側土地開發案屬於淡水河曼哈頓

計畫的，包括有『五股新市鎮』、『擴大三重及蘆洲都市計畫』、『二重疏洪道兩側市地

重劃』等。」「淡水河曼哈頓計畫」不只將原先的「大臺北都會公園計畫」納入計畫範

疇，更將兩側的土地開發整合其中，以構築「2030．大河願景」。「大都會水岸生態營

造」及「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開發案」亦是促使二重疏洪道地區地景快速變遷的主因。 

2017 年新北市政府核定通過「新北市區域計畫」，將「淡水河曼哈頓計畫」列入願

景目標，更結合「三環三線」的施政目標進一步提出「曼哈頓三核心」。二重疏洪道地

區被規劃納入大漢溪以北的「溪北都心國際創新區」範圍內，朝產業轉型、工業用地

調整方向發展，扮演產業創新功能，並將附近 9 處都市計畫區加以整併；另外，原「大

臺北都會公園計畫」內容也納入「溪北核心」的規劃願景中，以二重疏洪道營造大臺

北都會綠帶，帶動水漾新北市，打造水岸休憩新環境(新北市政府，2017)。 

由於新北市的宜居藍圖與水岸城市緊密相連，因此，二重疏洪道地區水岸空間的

營造便相形重要，而水岸再生、都市再生亦成為打造永續宜居城市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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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過程中，複製曼哈頓經驗儼然已被政府視作都市治理的萬靈丹，在政府的規劃

藍圖中，宜居的未來似乎指日可待，而二重疏洪道地區也終將擺脫邊緣化的命運，一

躍成為「曼哈頓三核心」之一。然而，我們卻也觀察到，面積達 424 公頃的「大臺北

都會公園」的確成功創造了「1.5 倍的紐約中央公園，16 座臺北大安森林公園」的綠

地，透過市地重劃也的確使得二重疏洪道兩側違建林立的窳陋地景有了翻轉，不過卻

也吸引了房地產開發商的競逐，紛紛以「新大直」、「水岸第一排」、「公園第一排」為

號召，但規劃過程中也產生不少爭議，政府論述、建商規劃藍圖和居民環境認同，對

於宜居城市的想像是否存在著落差？這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討。 

3. 政府的宜居想像與居民的環境認同 

現代都市對於「宜居性」的追求根源於對戰後工業都市形態的反思，自 19 世紀末

與 20 世紀以來，工業發展促成了大規模的都市發展，但也破壞了都市的宜居性，於是

產生了郊區化現象，試圖於都市之外找尋宜居性，因此，造就了去工業化地景(Hagerman, 

2007)。後工業化都市在面臨全球化及城市競爭的都市轉型過程中，「宜居性」和「永續

發展」成了都市再生最有利的標語，而水岸的再開發則成為都市再生的重要途徑。「宜

居的未來」是政府和居民共同的期待，然而在實際規劃與發展過程當中，卻存在著矛

盾和衝突。以下將以「二重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市地重劃」及「洲子洋市地重劃」這

二個重大土地開發案為個案，分析二重疏洪道當地居民在宜居規劃過程中所產生不同

的環境認同。 

(1) 市民參與程度不足 

Lennard (1997)提出 9 個宜居城市的標準，包括(葉晉嘉，2010)：(1)在宜居城市中，

市民能夠感受到彼此的存在，而不是相互隔絕；(2)市民能夠面對面交流；(3)有許多活

動和慶典將市民聚集起來，每個市民都以普通人的身分參與其中；(4)市民感到安全；

(5)公共空間能夠作為相互學習的地方，每個市民都能成為別人的師長和楷模；(6)城市

應當具備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多元功能；(7)市民彼此尊重；(8)城市環境具有美感；(9)

尊重市民意見，市民能夠參與城市發展歷程中。由此可見，宜居規劃應以市民為主體，

且應重視居民的意見並使居民能充分參與城市發展的過程。 

然而，以「二重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市地重劃」為例，在實際規劃過程中，居民

產生的環境認同卻是：「土地重劃似乎是政府決定，只是通知住戶而已，不是問要拆還

是不要拆。」(居民 DS1)、「什麼落實民眾參與，根本都不想讓民眾參與。」(居民 DS4)。

相關新聞報導亦指出(臺灣立報，2011)：「這項計畫預計拆除二重疏洪道沿線一千多戶

居民，且年底即將動工，但多數住戶根本不知情。居民也質疑，城鄉發展局應該依照

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主要計畫擬定後，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將公開展覽

及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但新北市城鄉發展局卻只把訊息放在臺南才有販售

的中華日報上，居民根本看不到這份報紙，讓他們痛批城鄉發展局只做到『登報』卻

沒有『周知』。」另外，「擴大三重及蘆洲都市計畫」，反對區段徵收的五股區更寮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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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DW2 亦表示：「蓋二重疏洪道的時候就被徵收過一次了，以前徵收的時候沒問我們，

要改成大臺北都會公園也沒問，現在要重劃，一樣也沒問過我們的意見。」顯見在地

居民對於目前宜居規劃執行過程的市民參與程度仍是不滿意的。 

(2) 宜居規劃過程中引發的社會不公平 

在「二重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市地重劃」執行過程中，亦引發居民對於「居住正

義何在」的質疑，官員 A4 指出：「主要抗爭的就是金華街、大有街，還有左岸有新闢

的 12 米道路那邊，會抗爭就是因為合法屋位在道路用地上而被拆遷。」對於拆遷爭議，

當地居民 DS4 表示：「周圍老百姓的生存權和居住權要照顧，而不是像現在的迫遷。

會造成民怨。」而拆遷戶 DS3 也表示：「我們家整個被拆，只拿回 240 萬。因為他只補

償地上物。早期很多房子都是產權不清，拿不出房屋契約，那就要不回補償，只能用

違章來賠。」居民 DS1 亦表示：「重劃造成諸多生活上的變動，又要擔心被劃到重劃區

要拆房子，確實造成生活困擾，像我的親戚就有房子被拆了一半。」由於市地重劃過

程中的拆遷作業影響居民的生存權和居住權，導致居民產生「社會不公平」、「居住不

正義」的環境認同，進而於 2011 年 7 月展開抗爭行動。 

參與抗爭行動的拆遷戶 DS3 表示：「我從民國 98、99 年就開始追這件事了，但他

們只公告在網站上，又不理我，我就去找都市更新受害聯盟，他們建議我寫個文宣通

知鄰居，因為還是要大家團結起來，都市更新聯盟陪著我挨家挨戶去塞，所以大家才

知道。都更聯盟說要把大家組織起來，於是成立自救會，後來還陳情到總統府，到凱

達格蘭大道抗議。」在抗爭行動中他們提出三項訴求，包括：「第一個訴求是容積率提

高，既然都要拆了，損失降到最低就是我最大的訴求；第二個訴求就是，提高補償金；

第三個就是看能不能幫大家爭取到國民住宅，比如說，一些比較弱勢的居民，幫他們

爭取所謂合宜住宅。」(居民 DS3)。然而，最終卻未能成功達成訴求，DS3 論及抗爭失

敗的原因指出：「過程中沒有凝聚共識，訴求到後來變質扭曲就退出了，其實我們只是

要一個公平正義，合理的拆遷費用和安置，但到後來，大家開始獅子大開口，喊出配

地 50 坪，甚至還有喊出『拆我的房子要給我二千萬』的，要求更高的賠償金。這樣的

話，訴求就變調了，也沒有辦法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合理的訴求，

還要抓出他們在程序上的缺失、不合理。一定要這樣，才能和政府在談判桌上談判。」 

針對拆遷過程中引發的爭議，官員 A4 表示：「因為都市計畫已經劃定的東西，我

也無力再改變，只能在拆遷補償的時候，給予適度的幫助，不要過度的苛責他們，你

怎麼還不搬之類的。能幫的我們盡量幫，甚至我們在二重疏洪道開創一個救濟金的機

制，假如你是低收入戶的話，我們有給予額外的救濟金；另外，除了同仁的拜訪外，

我們也有請社福單位協助，如果搬遷上真的有困難，是不是先協助輔導，或者是心理

上給一些安慰。」新北市政府在拆遷過程中也盡量尋求圓滿方案，竭盡所能協助拆遷

戶安置事宜。 

除了拆遷爭議外，另一項在重劃過程中產生的「社會不公平」現象，則是由於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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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區內夾雜著許多「再發展區」。「重劃區內包夾著許多『再』，代表的是『再發展區』，

就是那邊可能合法建物非常密集，它可能劃定的都市計畫內也是住宅區，都市計畫為

了減少我們市地重劃可能面臨的抗爭，因為太多合法屋可能會面臨較多的抗爭，加上

他們可能會認為我是合法建物，如果在那邊可能不影響市地重劃工程，所以整個重劃

區可能包夾著許多再發展區在裡面，就是它不參與重劃，他們自己再去整合做都更，

那他們可以免除在這一次重劃被拆遷。」(官員 A4)。這也引發居民產生重劃區劃設範

圍不公平的質疑，「重劃區的線畫得就很奇怪，有的地方居民太多，不好蓋章，就閃。」

(居民 DS4)。重劃範圍內包夾著「再發展區」，免除拆遷，以致於讓被拆遷戶認為「社

會不公平」，「像金華街他們還住在這邊，就是因為他們那邊是再發展區，但我個人認

為他們享受了重劃的利益，他們其實沒有負擔到任何東西，卻可以享受到重劃的好處，

像公園蓋好了，他們也是享受到公園啊！」(居民 DS4)。 

(3) 宜居規劃應展現對歷史的尊重 

Salzano (1997)對宜居城市的定義是：宜居城市連接起歷史與未來。宜居城市尊重

歷史的足跡，能夠保護存留下來的場所、建築和城市佈局，同時，它也尊重我們的後

代；在宜居城市中，所有自然資源都能夠得到充分的利用，以保證城市永續發展，因

此，宜居城市也是永續城市(葉晉嘉，2010)。宜居城市除了打造未來的美好願景外，在

規劃過程中應尊重歷史的脈絡，能成功連接歷史與未來的城市才是宜居城市。 

2012 年 3 月 15 日「二重疏洪道兩側市地重劃開發案」開工動土，新北市政府指

出(新北市政府新聞局，2012)：「由於(二重疏洪道)週邊禁建長達 41 年，衍生『農地建

鐵皮屋、工業區住人，住宅區內開店』的情形，所以要盡快重新整建原來的農地、違

建，改造成為水岸新都，實現淡水河曼哈頓計畫。市地重劃之後，對所有新北市民都

有利，使違建、鐵皮屋都能消失，除降低公共安全問題，並打造本地區成為最好的住

宅區、最好的商業區、最繁榮發展的地方。」新北市政府除再度宣揚淡水河曼哈頓計

畫，打造宜居水岸城市的理想外，也強調透過市地重劃得以改善二重疏洪道兩側地景、

創造地區繁榮。不過這些被禁建長達 40 年歷史的在地居民，以及因興建二重疏洪道時

聚落被拆遷的住戶，卻有不同的看法。居民 DS5 就提出這樣的質疑：「對於周圍的居

民而言，當然有一定的好處，對地區發展當然也一定是好啊！因為周圍的房子一定是

漲價，可是，你在發展的時候，一定要再去壓迫這群 30 年前遭受災難的拆遷戶嗎？他

們已經經歷過這樣的一波災難了！為什麼後面的人就這樣忘記，那當時在做這些計畫

的這些人，你有考慮過這段歷史嗎？」 

二重疏洪道一帶於 1968 年時，依水利法規定劃為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1983 年，

當時的臺北縣在當地計畫興建二重疏洪道，開始進行第一次土地徵收，二重里許多民

宅因此被徵收拆除。許多居民至今所居住的房子，都是當年被拆到「只剩一半的房子」，

而違建、鐵皮屋林立的窳陋地景亦是在此歷史脈絡下產生。政府在構畫宜居藍圖的過

程中，往往專注於地景的美化，卻忽略在地的歷史記憶。部分在地居民對於二重疏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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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區未來的發展有另類的想像，「保持原有的人文淳樸風貌、疏洪道的自然景觀，周

邊不必過度蓋新房子而變得商業化。現有捷運已經很滿足了，希望政府在思考二重疏

洪道的發展時，能更有人文思維，而不是利益導向。」(居民 DS1)。在社區鄰里公園內

張貼二重疏洪道地區老照片，從事文史保存工作的五股區里長 CW3 也表示：「因為(二

重疏洪道興建而拆除的)砲台也不可能復原，就透過老照片，讓里民可以懷念，走一下

時光隧道。政府不做，我們就自己來。」宜居城市規劃過程中的歷史保存，不只是硬

體的古蹟維護而已，更應該尊重當地發展的歷史脈絡與記憶，才能使宜居城市真正連

接過去與未來，並且在規劃過程中減少政府與居民之間的衝突與矛盾。 

(4) 土地及房產炒作的疑慮 

二重疏洪道地區在新北市宜居藍圖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是堤外親水空間休閒

綠地的改造，期望透過大臺北都會公園帶動兩側地區都市再生；另一方面則是堤內空

間的改造，透過市地重劃等土地開發方式達成都市更新。然而，在這過程中，居民對

市地重劃卻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例如：「重劃後的目的是什麼？我不太清楚，但地價變

貴了，新建案變多了倒是真的。」(居民 DS1)、「重劃只會使有錢的人更有錢，窮人更

窮。事先知道重劃的人就先買地炒地皮，便宜了地主和財團而已。」(居民 DS2) 、「有

些民意代表就是建商。政府呼的口號和民眾之間的感受落差太大了啦！」(居民 DS4)、

「洲子洋重劃哦！好到地主和建商而已啦！」(居民 DW1)。當宜居規劃和市地重劃、

都市更新綁在一起時，居民不只無法與政府擁抱同樣的宜居想像，對於未來的圖像亦

只剩「高房價、高地價、新建案」而已。Foglesong (1986)以美國都會公園的發展脈絡

為例指出，美國的都市公園得以興起，背後有重要的經濟考量；公園的闢建，有利於

周遭房地產價值的提高，因而才受到富人及地主在政治上的支持(彭皓炘，2010)。而以

都市再生來說，如同 O’Callaghan and Linehan ( 2007)透過 2005 年愛爾蘭科克港「歐

洲文化之都」活動期間的經驗研究指出，都市再生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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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洲子洋地區市地重劃開發案」為例，2001 年申請自辦重劃後，自 2011 年起由

建商陸續推案，並以「生態宜居特區」為主軸。依據新北市「變更大漢溪以北城鄉發

展地區主要計畫書」(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2012)，新北市人口沿著交通與產業建設

軸線及生態資源保育之成長界線，將使新北市城鄉成長動力軸線由東向西(臺北市向新

北市)，由南向北(溪南向溪北)，新北市也計畫以此城鄉成長動力軸線勾勒未來人口佈

局。建商則嗅到在此城市動力軸線上的洲子洋重劃區的商機，勾勒其房地產佈局。另

外，由於重劃區東面緊鄰大臺北都會公園，面對微風運河第一排成為建商強攻推案之

地，新建案多以「交通核心」、「水岸景觀」、「公園綠地」為訴求。緊鄰大臺北都會公

園的房地產業者 F2 表示：「因為主打大臺北都會公園、微風運河景觀，整個建案基地

都盡量向堤防靠近，靠水岸的單位至少每坪多 1 萬，高一個樓層，每坪也會再多 1 萬。」

另一位房地產業者 F1 亦指出：「同一個重劃區內，區塊不同，價格也會差很多。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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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水岸景觀，靠都會公園那側的價格就高」。同時，業者 F1 也指出：「第一期一開始

就有(一坪)30 萬的價格，現在第八期建案至少都有 40 萬以上，一年之內就漲了 10 萬。

洲子洋重劃區和成泰路對面舊房子比起來，價差至少一倍。」顯見，建商看到的是洲

子洋重劃區未來房價上漲的潛力，而大臺北都會公園的水岸地景則成為建商的最佳廣

告。如同志工 B1 所說：「洲子洋有一些建設公司也把五股濕地當成他們一個宣傳的、

抬高房價的手段」。不過對當地居民而言，房地產的飆漲卻是令人擔憂，亮麗的華廈是

可望不可及的。「所以那個宜居是對臺北市的人而言，來這邊尋求低一點的房價，他看

到這樣的環境，是宜居的，可是對在地居民而言，他們卻是被排擠出去的，因為他們

是買不起的。所以，他的利益到底是誰的利益？根本不是在地人的利益。」(居民 DS5)。

三重區居民 DW5 也提到：「大臺北都會公園其實就是在塑造公園邊、水岸邊，那邊的

房價一定會往上拉抬，再經過建商的炒作，房價一定會變高，房價一高，住的人也會

不一樣，有可能很多臺北市的人會選擇移到這裡來。」新北市的宜居水岸城市願景亦

難以擺脫地產開發的主導，「大臺北都會公園計畫」中「因宜居而吸引臺北市民移居」

的願景，也不免遭受這樣的質疑–標榜著打造宜居城市，實質上考量的卻不是在地居

民的宜居。 

(5) 宜居性與永續發展的爭辯 

Evans (2002)對城市宜居性的定義包括兩方面：生存和生態永續性。生存意味著良

好的居住條件，離住地不遠的工作，適當的收入以及為實現健康生活的公共設施和服

務；但生存必須是生態永續的，它不能導致環境的退化，否則就會降低市民的生活品

質；所以，宜居城市必須將生存和永續性兩者結合起來，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

實現所有市民的生存需求(葉晉嘉，2010)。就永續發展的觀點而言，「城市」並不是一

個與人無關的外部生物環境；它並不只是工業區、商業區及住宅區的組合，也不是政

府部門的管轄區域或各種機構設施的簡單聚集而已。城市是一個居民共同的需求與理

念而聚集，在形塑出一種次序之後，所建構出的文明人類生活與棲息之地。然而，面

對人為的各種規劃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許多人開始致力於將環境生態保育、永續發

展觀念納入規劃理念中，因此產生了「生態國家」、「生態城市」、「生態社區」等一連

串的規劃理念(李永展，1999)。 

李永展(1999)指出，永續性具有兩極特質，一是追求生態穩定的「生態永續性」，

另一則為追尋人類生活品質的「社會經濟永續性」。邁向永續性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就工業化國家及臺灣的策略而言，必須在尋求所有人民生活品質滿足(社會經濟觀

點)的同時，縮小其生態足跡(生態觀點)；簡言之，永續性規劃便是處於這兩個主要的

極端之間。在我們追尋「宜居的未來」時，究竟能不能同時達到生態與社會經濟永續

性？在水岸再開發過程當中，水岸被視為都市文明與自然的交界，水岸生態修復、都

市宜居性、以及永續發展都吸引了規劃者、開發商與居民的想像(Hagerman, 2007)。但

對於「宜居性」、「永續發展」的定義卻是處於各自表述的狀態，不同權益關係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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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各自擘畫了心中的宜居藍圖，「永續發展」此一術語在語義上也已和原意有所不同

(Kear, 2007)。在此脈絡底下，「宜居」與「永續發展」皆成為可操弄的術語，也成為在

宜居規劃過程中持續引發爭辯的議題。 

以「洲子洋重劃區」為例，為滿足未來增加的人口在交通及親水的需求，預計興

建捷運輕軌及跨堤陸橋，此計畫雖滿足了房產開發商、地方政府、以及未來洲子洋居

民的期待，但也成為五股濕地生態保育上的隱憂。以輕軌計畫而言，建商基於對房價

調漲的預期，對輕軌計畫是引頸期盼，房地產業者 F1 展現對此計畫的期待，表示：「輕

軌一定會蓋起來，現在預定地都已經畫出來了，等這邊 5 年開發完成，人搬進來了，

有了需求，捷運就一定會動工。」房地產業者 F2 亦表示：「輕軌計畫只要正式公布，

這裡的房價就會立刻再調漲。」相對於房地產業者的引領企盼，保育團體則對此計畫

甚感擔憂，志工 B1 指出：「目前我們覺得威脅比較大的計畫就是要從五股洲子洋拉一

條高架輕軌到蘆洲捷運站那邊，那條輕軌會直接穿越濕地的核心區域，對於濕地生態

勢必會造成干擾。」；「除了輕軌以外，洲子洋那邊還計畫建個陸橋進五股濕地，可以

運動，其實是比較負面的。」(志工 B1)。對於捷運輕軌和跨堤陸橋對濕地生態可能造

成的威脅，志工 B2 也表示：「我們透過資料的提供和不斷地遊說，說明計畫路線要通

過的是生態最敏感的地方，現在看起來最新的規劃就會變成蘆橋共構。」；「越堤陸橋

勢必會干擾生態，我們帶領生態解說，是希望透過教育達到人與野生動物共存的機會。」

(志工 B2)。至於政府單位的回應，則是：「考量到濕地的生態敏感性，陸橋只會連接到

堤防上，不會跨入二重疏洪道內，請民眾上了堤防後，自行走到有越堤道或階梯的部

分，再進入。」(官員 A1)。新北市政府在規劃設計上也盡量減少對濕地生態的衝擊。 

面對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高度開發對於濕地生態所造成的威脅，長期認養五股濕

地的荒野保護協會志工 B1 表示：「五股濕地畢竟位置比較特殊，位在都會區的中間，

勢必得承受兩邊都會區民眾遊憩需求的壓力。兩岸的開發勢必壓縮到濕地的空間，這是

很明顯的隱憂。」(志工 B1)；「尤其是洲子洋開發完成後，遊憩空間的需求可能更提高。」

(志工 B2)。因此，「劃定分區會是最好的方式，至少可以成功保留『核心區』。」(志工

B1)。同時，「我們希望大家的觀念可以慢慢改變，你保留一個濕地，它也是另一個型態

的遊憩，只不過它是結合到環境面的部分，濕地具有調節氣候、美化環境。所以政府不

能只顧著拼經濟，還要注意環境的永續。」(志工 B2)。而二重疏洪道的主管機關則表

示：「當然里長，或各個單位、團體都會針對他們的需求，提出要求，當這些要求提出，

我們會依審核程序，並請相關單位共同會商、評估，再做決議。」(官員 A1)。由此可

見，在政府的宜居藍圖之下，要達成生態永續發展和社會經濟永續發展的平衡，仍有待

政府、社區居民、開發商、環保團體等之間不斷的協調和理念溝通，而這將是條艱辛而

漫長的路程。永續城鄉發展是「建構一個具有人性尺度的生態、生活、生產環境，將城

鄉的人文、歷史、社會及產業特色，不具破壞性地融入自然環境，並能成功地持續到無

限的未來」(李永展，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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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邊陲到核心？ 

2010 年新北市與臺北市聯合提出「淡水河曼哈頓計畫」，以紐約曼哈頓的發展經

驗為國際河岸都市的指標，並以哈德遜河與紐約曼哈頓的關係比擬淡水河和大臺北都

會區之關係(新北市政府水利局，2011)。針對所謂的「曼哈頓意象」，周素卿(2003)曾分

析臺北市將信義計畫區打造為「臺北曼哈頓」的發展目標，指出信義區的都市機能與

地景特性，包括市政中心、公共機關、企業總部、辦公大樓、娛樂休閒購物與展演場

所的聚集，以及信義計畫區的高地價和「豪宅」的集結，這些特性都象徵了所謂的「曼

哈頓意象」；「打造臺北曼哈頓」涉及的不只是臺北城在全球尺度的競爭條件，不僅是

經濟的(生產性服務業相關活動的吸引與衍生、都市與地方的行銷)，也是社會與文化美

學的(高所得者的居住、消費與休閒活動之形成與品味創造)，更是政治的(政治的動員

與政權的取得、民粹主義的創造或民主選舉的綜藝化、空間不正義的強化)。而後兩者

的討論正是探討後工業城市在全球化的支配性作用、與地方特性的回應時所不可忽視

的課題。 

淡水河同樣以「打造曼哈頓」為號召，水岸開發已成為都市行銷的利器(黃妤婕，

2011)。當水岸所具備之門戶意象，成為城市展現其競爭力的舞台時，是否代表長期被

堤防阻隔，一度被人們所遺忘，甚至成為境外邊緣土地的河岸失落空間，終將「被看

見」，並且從「邊陲」返回「核心」？「大臺北的中央公園」、「曼哈頓三核心」展現了

新北市政府重新塑造二重疏洪道都會發展決心，但是當「下一個曼哈頓」、「下一個大

直」成為二重疏洪道地區發展的標誌時，是否意味著當地將從「邊陲」蛻變為「核心」？

或只是「曼哈頓意象」的操弄而已？而隨著「大臺北都會公園計畫」、「淡水河曼哈頓

計畫」、「新北市區域計畫」及相關土地開發案的推展，在地居民的光榮感是否有所提

升？環境認同是否有所變化？這些都非常值得探究。 

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堤內)的土地開發及地景變遷歷程，由政治生態學視角進行

分析，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重點(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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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堤內)地景變遷之政治生態學分析 

 

首先，自然被阻隔於堤防之外，而其角色定位由不同權益關係人各自表述。如前

所述，自然大致以「洪患」、「親水」、「生態」等三種角色出現，然而在二重疏洪道興

建完成之後，對於堤內居民而言，自然早已被阻隔於堤防之外。雖然「洪患」被阻隔

於堤防之外，洪患的威脅也不若以往，但居民仍希望能「加高堤防、加固堤防」，以使

洪水平原管制能早日解禁，加速地方發展。位於疏洪道左岸、高速公路北側的五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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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 CW2 表示：「現在就是因為堤防高度不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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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負責二重疏洪道兩

側附近地區市地重劃案的官員 A4 亦表示：「地主大概都還滿支持重劃，因為聽說他們

等了 2、30 年了。他們其實是禁建區，一直期待整體開發來去解禁，重劃後可以讓他

們整體生活環境比較好一點。」另外，由於「親水空間」被阻隔於堤防之外，使得自

然成為一種集體消費的型態，居民和開發商需求更多、更方便的越堤設施，以方便進

入大臺北都會公園；此外，「生態」也被阻隔於堤防之外，對於自然保育團體而言，堤

防成為濕地的最佳保護，然而隨著疏洪道兩岸的高度發展，休閒遊憩需求與日俱增，

也使得濕地生態飽受威脅。 

其次，在地景變遷歷程中，政府的政策仍扮演著主導二重疏洪道地區地景變遷的

關鍵角色，而地產開發商在這個過程中，也展現愈來愈大的影響力。二重疏洪道兩側

地區的發展長期以來受限於「洪水平原管制」，而使其邊陲化特性愈趨顯著。洪水平原

管制的解除、交通建設，以及市地重劃、都市更新，則成為此地區再發展的關鍵契機。

隨著「灰磘市地重劃」、「南港子市地重劃」、「洲子洋市地重劃」等土地開發案的進展，

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的地景也由違章建築林立的窳陋地景，逐漸轉變為高樓大廈林立

的都市地景，地產開發商在此過程中的影響力也愈加突顯，而「大臺北都會公園」的

水岸地景、公園綠地、濕地生態、遊憩空間均成為建商賣房的最佳廣告標語。 

另一方面，政府的施政願景則高度受到全球化思潮的牽動，並隱含「城市競爭」

的目的於其中。從 2006 年臺北縣政府提出的「大河之縣．宜居城市」，到升格為新北

市後提出的「淡水河曼哈頓」、「宜居麗水．四水新首都」、「2030．大河願景」，以及「2040．

國際嚮居之都」的施政願景，可以看出在新北市政府所構築的宜居藍圖中，「水岸城市」、

「生態城市」及「永續發展」等論述佔有一定的重要性；同時，也足以說明新北市政

府的宜居城市施政願景受到全球化思潮的牽動。另外，打造「曼哈頓」及「國際嚮居

之都」則展現了新北市「城市競爭」的企圖；而水岸開發、水岸再生、都市更新則成

為其宜居規劃發展的重要策略，加上機場捷運 A2 站的設置，使得大臺北都會公園成

為國家的重要門戶，二重疏洪道地區的水岸再生也因此成為新北市參與全球「城市競

爭」的重要舞台。 

在此一脈絡底下，堤外地景由「二重疏洪道」改造為「大臺北都會公園」，堤內聚

落也將從「背水發展」逐步轉為「面水發展」。以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市地重劃而言，

「在做土地分配的時候，如果一般民眾希望他的土地可以面對疏洪道，那麼我們在分

配的時候，就會儘量讓他的土地的面向朝向疏洪道，至少第一排讓他土地分配的形狀

是面對綠地的。」(官員 A4)。由於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的高度發展，對於跨堤的需求

也愈來愈高，官員 A1 指出：「現在正在逐步補強左岸越堤設施不足的部分，比如說，

要在洲子洋設一個跨堤陸橋。」從洲子洋地區新建案的售價也可以看出「面水發展」

的趨勢，東面的房屋由於面對大臺北都會公園、坐擁微風運河水岸景觀，往往較受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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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族青睞，售價也較高。雖然，兩岸聚落發展有重新面向水岸的趨勢，但由於堤防的

阻隔，疏洪道兩側仍呈現獨立發展的趨勢，甚至由於高速公路橋的分隔，而劃分成疏

左北側、疏左南側、疏右北側、疏右南側四個區塊獨立發展，未能整合。 

就新北市政府的施政願景來看，從打造「大臺北都會區的中央公園」，到打造「淡

水河曼哈頓」、「曼哈頓三核心–溪北都心國際創新區」，二重疏洪道的區位以及廣大的

水岸空間使其一躍成為新北市政府宜居城市藍圖的核心；而就實際的規劃層面而言，

「大臺北都會公園營造計畫」則展現了以二重疏洪道的水岸再生帶動兩側地區都市再

生的企圖，「二重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市地重劃」的推動及「五股新市鎮」的規劃即為

此企圖之實踐。 

從這樣的脈絡看來，二重疏洪道地區似乎已成功從「邊陲」翻轉為「核心」，但是

在地居民的環境認同似乎並未隨之而改變。就大臺北都會公園的營造及兩側土地開發

案是否能改變此地區的邊陲地位，並成為都會發展的核心而言，三重區里長 CS1 表示：

「因為我們現在升格為新北市，生活品質一定要提高。一定要期待的啊！地價也會提

高。」另一位五股區里長 CW1 也表示：「洲子洋市地重劃、五股都市更新，對五股的

發展是會有幫助。」雖然他們對未來的發展充滿期待，但也有許多居民卻不這麼認為，

里長 CW2 即指出：「對當地來講，幫助還是有限。因為我們只是在洲子洋的邊緣而已。

我們這邊就真的是邊啊(邊陲)！」另一方面，三重區居民 DS1 則認為：「如果開發等於

重視，那就算是吧！因為我們這個區域剛好沒甚麼開發，所以提供了一個開發地點而

已。」而三重區居民 DW5 對於這個地區是否因此而受到重視雖表示認同，但也提到：

「會不會成為核心，那是一個很大的問號。現在重劃的範圍那麼狹長，又分隔兩邊，

我並不認為可以成為核心。」可見得，居民雖有感受到政府對於這個地區的重視，且

認同目前的土地開發有利於地方發展，但對於能否成為核心仍然存疑，房價的拉抬、

建商的得利卻是可以預期的。 

此外，居民對於「核心」與「邊陲」的認定也與重劃區位有關，以「二重疏洪道

兩側附近地區市地重劃」為例，右岸是「核心」，左岸則是「邊陲」。官員 A4 指出：「以

(土地)分配來說好了，因為會有地價高低的問題。大部分人都想集中在舊市區(右岸)，

機能比較好，有機場捷運 A2 站、越堤道等。左岸的人會問說『我可不可以過去？』、

『有沒有機會到右岸？』左岸的人想去右岸，右岸的人不想來左岸。」可見得，疏洪

道左岸三重地區由於堤防的阻隔，長期遠離三重核心地帶，即便與右岸同時進行市地

重劃，但仍認定右岸為核心，左岸則為邊陲。 

而對於新北市政府提出的願景，三重區居民 DS3 認為：「政治人物講的話根本就

不能信，2030 年、2040 年，我們都幾歲了？」五股區里長 CW3 則表示：「非常期待。

希望能變成未來的大直。但目前看起來是沒有的，沒有感受到有什麼差別。政府對於

板橋那邊還是會比較積極主動，我們這邊比較邊陲，政府還是不太會來關心。」顯示

居民雖對於政府的願景抱持著期待，但仍不認為有助於改變此地區的邊陲地位。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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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目前政府的施政願景是否提升在地居民的光榮感，三重區居民 DS1 認為：「光榮

感來自二重為三重地區先開發的歷史感，而非成為下一個曼哈頓。」顯見「曼哈頓意

象」或許會吸引臺北市民移居至此，但並不見得能完全符合在地居民的宜居想像，反

而歷史脈絡下的光榮感更彌足珍貴，也更能獲得在地居民的集體認同。 

(四) 解釋鏈分析 

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堤內)的地景變遷歷程，可藉由解釋鏈來分析，如圖 4 所示。

由於二重疏洪道的興建，所謂的「自然」早就被阻隔於堤防之外，而邊緣化的二重疏

洪道地區也使得社區居民產生新的環境認同，例如二等公民、管制受限與對解禁開發

的期待，部分居民採取適應默認的策略，不過也有部分居民則集結成為新的行動者，

積極向政府陳情，爭取解除洪水平原管制及土地重劃開發。另一方面，二重疏洪道地

區邊緣化的窳陋地景，也使得地方政府產生新的環境認同，對二重疏洪道地區進行地

景改造計畫，加上受到水岸城市、生態城市等全球化都會區發展趨勢的牽動，進而提

出「大河之縣．宜居城市」、「淡水河曼哈頓」、「宜居麗水．四水新首都」、「2030．大

河願景」、「2040．國際嚮居之都」等都市發展願景。在地方政府的發展願景及政策計

畫的推動之下，堤外的二重疏洪道被改造為大臺北都會公園，堤內的舊有區域則進行

多項市地重劃，推動土地開發案。堤內和堤外快速的地景變遷，也使得地方居民、NGOs、

企業、地產開發商等，產生不同的環境認同，並衍生諸多環境議題，不同的權益關係

人、行動者會各自賦予「自然」、「永續發展」、「宜居性」不同的定義，使其成為一個

有利的符號，並且設法將此一論述與「全球化」價值相連結，以獲取更堅固的地景論

述權力。 

 

圖 4  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地景變遷歷程之解釋鏈(1996-) 

 

主導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地景變遷的主要力量，仍是以「國家/地方政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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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主要環境論述則是以「宜居城市」為主導，並且與「親水」、「生態」、「永續發展」

等論述相連結，同時受到「全球化思潮」的影響，並隱含參與全球「城市競爭」的企

圖。「防洪」、「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雖仍是重要價值，但論述的重要性已隨著二

重疏洪道的興建完成而降低。堤外和堤內均是以去除窳陋地景，建構現代美感景觀，

促進地方發展為導向，堤外以營造大臺北都會公園達成水岸再生為策略，堤內則是以

市地重劃、都市更新為手段。然而，宜居規劃的過程中，卻由於市民參與程度不足、

規劃過程引發社會不公平質疑、未能展現對二重疏洪道歷史脈絡的尊重、土地及房產

炒作的疑慮、以及宜居性與永續發展的爭辯，以致於在政府的宜居想像和居民的環境

認同之間有所落差。 

在政府宜居發展的論述之下，二重疏洪道地區的窳陋地景逐步被剷除，取而代之

的是堤外 424 公頃的大臺北都會公園，以及堤內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出現的重劃建案。

堤內、堤外大規模的地景改造，展現了政府及建商對此地區的宜居想像，亦顯示政府

塑造此地區成為曼哈頓三核心的企圖，同時，也使原本背水發展的聚落翻轉為面水發

展。然而，由於堤防的阻隔、長久以來的邊緣化、房地產的飆漲、大量外來人口的移

入等因素，在地居民的光榮感並未隨「曼哈頓意象」而提升，相反地，卻有更為深刻

的「邊陲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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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仍舊存在於左右兩岸之間，造成區域發展難以整合；此外，也存在於人與

自然之間，阻隔了人與自然親近的機會。而「看不見」的地理界線則仍存在於「核心」

與「邊陲」之間，二重疏洪道地區的邊陲地位或許能因政策願景而改變，但在地居民

的「邊陲之感」卻無法輕易消弭。 

四、從劃界到跨界 

本研究一方面透過國家/地方政府與二重疏洪道相關的政策及施政願景，釐清政府

自 1960 年以來主要論述的演進；另一方面，則以不同行動者(權益關係人)的深度訪談

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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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則是

將前述脈絡置於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下，以政治生態學的分析視角探究二重疏洪道地區

的地景變遷與不同尺度互動的歷程。藉由此一方法，本研究分析二重疏洪道地區邊緣

化歷程，以及之後再發展脈絡，並歸納研究區從「劃界」到「跨界」的變遷過程中所

衍生的環境議題，以及人與自然關係的演進；同時，析論研究區從「邊陲」翻轉為「核

心」的可能性及矛盾。由政治生態學視角進行分析，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重點(表 1、

圖 5)： 

主導二重疏洪道地區地景變遷的主要力量，以「國家政策」及「地方政府」為主，

「社區/地方」的行動者則多因應政府政策或地景的變遷，而產生不同的環境認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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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採取新的行動策略，並展現其影響力。在「國家政策」及「地方政府」的推動下，

1996 年二重疏洪道終於完工，之後隨著綠美化工程及大臺北都會公園營造計畫的推展，

使得二重疏洪道(堤外)由閒置空間轉變為廣達 424 公頃的公園綠地、水岸地景；二重

疏洪道兩側地區(堤內)也由於大臺北都會公園營造計畫、淡水河曼哈頓計畫、新北市區

域計畫的提出，以及相關土地開發案的推展，而展現出由「邊陲」翻轉為「核心」的

契機，兩側地景也逐漸由違建林立的窳陋地景轉變為高樓大廈的都市地景。另外，在

「社區/地方」尺度方面，為了因應「國家政策」及「地方政府」的政策，當地居民在

地景快速變遷過程中，也激發其不同的環境認同，進而集結採取相應的策略，例如二

重疏洪道綠美化工程威脅濕地生態時，許多團體集結成「疏洪道生態保育聯盟」，呼籲

政府保留五股濕地，又如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土地重劃案，當地居民也展開抗爭行動、

爭取權益。 

顯見地，在地景變遷歷程當中，不同權益關係人(或行動者)為鞏固其地景論述的權

力，會採取對其最有利的論述。過程中除衍生不同的環境議題，亦導致地景進一步的

改變。而「永續發展」、「宜居性」等價值則在此一歷程中，成為不同權益關係人(或行

動者)各自表述、各自定義的名詞，並展現於不同行動者的尺度實踐之中。從臺北地區

防洪計畫實施至二重疏洪道興建時期(1960-1996 年)，政府以「防洪」為主要論述，並

且與「保障『大臺北地區』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此一價值連結。而從二重疏洪道綠

美化計畫的提出以至於大臺北都會公園營造計畫的推展(1996 年至今)，政府對此區域

的規畫由「防洪」論述轉為「親水」論述；「防洪」、「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雖仍

是重要價值，但論述的重要性已隨著二重疏洪道的興建完成而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從

2006 年提出的「大河之縣．宜居城市」、2011 年提出的的「宜居麗水．四水新首都」

及 2012 年提出的「國際嚮居之都」等施政願景，可明顯看出，新北市的主要環境論述

演變轉以「宜居城市」為主導，並且與「親水」、「生態」、「永續發展」等論述相連結，

同時受到「全球化思潮」的影響，並隱含參與全球「城市競爭」的企圖。 

另外，就堤外的地景變遷來看，堤外空間由「二重疏洪道」改造為「大臺北都會

公園」後，其內部空間亦被重新定義為「公共開放空間」，而導致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頻

繁互動，以及不同權益關係人之間地景論述權力的衝突，並衍生空間競逐的現象及諸

多環境議題，在其互動過程中，行動者為了取得地景論述的權力，必須結合對其最有

利的環境論述，並且建構一較高尺度或落實於較高尺度的尺度實踐，例如將「生物多

樣性」、「宜居城市」、「生態城市」、「永續發展」與「全球化」相連結。另一方面，就

堤內的地景變遷來看，堤內空間則由於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等土地開發案的陸續推展，

地產開發商得以展現愈來愈大的影響力，而「親水」、「生態」、「宜居」則成為建商得

以操弄的符號。 

隨著二重疏洪道地區的地景變遷，存在於這片土地上的地理界線也不斷地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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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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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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二重疏洪道，堤防劃設了新的

現代性邊界，原有舊的邊界隨著舊地景抹去重寫，取而代之的，除了高聳的堤防外，

還有邊緣化地景，二重疏洪道地區邊緣化地景的出現，一方面是受到堤防建設以及洪

水平原管制的囿限而導致長期發展停滯，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臺灣在戰後納入全球經濟

體系，1960 年代以後，臺北縣第二級產業蓬勃發展，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也吸引了大

量城鄉移民，在此脈絡下，形成二重疏洪道地區違章林立的窳陋地景。 

二重疏洪道興建時期，為了防範「洪患」，政府採取「劃界」策略，以堤防作為人

與水之間的界線，但同時也在核心與邊陲之間劃下界線；而大臺北都會公園營造時期，

二重疏洪道內部 424 公頃的廣大空間被視作「親水空間」，堤防也因此成為阻礙人與

「自然」親近的界線，政府也因此而改採「跨界」策略，以地景改造為手段，鼓勵市

民跨越堤防，與水親近。另一方面，由於機場捷運 A2 站的設置，使得大臺北都會公園

一躍成為「國家門戶」，右岸三重段堤防與機場捷運共構，界線意涵再度重寫，堤防雖

仍是阻隔，卻也扮演著「國家門戶」和「都市櫥窗」的角色，沿線地景代表的是國家

和都市的形象，這也創造了改造地景的需求。 

在政府的親水及宜居發展論述下，二重疏洪道地區的窳陋地景逐步被剷除，取而

代之的是大臺北都會公園以及重劃區的高樓大廈，堤內、堤外大規模的地景改造，展

現了政府及建商對此地區的宜居想像，亦顯示政府塑造此地區成為曼哈頓三核心的企

圖，同時，也使原本背水發展的聚落翻轉為面水發展。然而，「看得見」的地理界線–

堤防，仍舊存在於左右兩岸之間造成區域發展難以整合，也存在於人與自然之間，阻

隔了人與自然親近的機會；另外，由於堤防的阻隔、長久以來的邊緣化、社會不公平，

「看不見」的地理界線仍然存在於核心與邊陲之間，在地居民的光榮感並未隨之提升，

反之卻凸顯出更深刻的「邊陲之感」。 

 

表 1  二重疏洪道地景變遷歷程中的尺度實踐 

時期 
重大環境議題 

(及說明) 

非人類行動

者 

–自然的角

色 

政府論述 

(及其尺度實踐) 

社會行動者之論

述 

(及其尺度實踐) 

二重疏洪道

規劃興建期

(1960~1996) 

聚落拆遷爭議 

(涉及疏洪空間與生計活

動空間的競逐) 

洪患/農業資

源 

防洪 

(國家尺度) 

居住正義/ 

社會正義 

(社區尺度) 

綠美化及大

臺北都會公

園時期 

(1996 至今) 

景觀綠美化 

與五股濕地保育的爭議 

(涉及濕地自然保育空間

與運動休閒空間的競逐) 

親水空間/生

態 

親水 

(地方政府尺度) 

環境永續/ 

生物多樣性 

(全球化尺度) 

市民農園議題 

(涉及生計活動空間與都

會公園空間的競逐) 

親水空間/農

業資源 

親水/防洪 

(地方政府尺度/

國家尺度) 

生計/社會正義 

(社區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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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重大環境議題 

(及說明) 

非人類行動

者 

–自然的角

色 

政府論述 

(及其尺度實踐) 

社會行動者之論

述 

(及其尺度實踐) 

增設運動設施 

與疏洪功能維護的爭議 

(涉及運動休閒空間與疏

洪空間的競逐，及不同

土地利用方式的空間競

逐) 

親水空間/洪

患 

親水/防洪 

(地方政府尺度) 

親水/防洪 

(社區尺度) 

二重疏洪道兩側附近地

區 

市地重劃 

(涉及土地徵收及拆遷爭

議) 

親水空間 

宜居/親水/ 

城市競爭 

(地方政府尺度/

全球化尺度) 

居住正義 

/社會正義 

(社區尺度) 

五股洲子洋地區市地重

劃 

(涉及五股濕地保育、運

動休閒空間、開發需求

的爭議) 

親水空間/生

態 

宜居/親水 

(地方政府尺度/

全球化尺度) 

宜居/親水/環境

永續/生物多樣

生 

(社區尺度/國家

尺度/全球化尺

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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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二重疏洪道的政治生態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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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由於政府的政策仍是主導二重疏洪道地區地景變遷的主要力量，本研究最後針對

政府對於二重疏洪道地區未來發展的規劃提出幾點建議： 

首先，必須落實市民參與，從二重疏洪道的興建、大臺北都會公園的規劃，以至

於宜居規劃的過程，在地居民的聲音始終是被忽略的。由於市民參與程度不足，規劃

過程也因此易引發居民產生「社會不公平」、「權益被犧牲」、「二等公民」等環境認同。

因此，未來規劃若能更重視市民參與，將能有利於降低政府與居民之間的隔閡，並減

少衝突與矛盾。 

其次，應該更加重視鄰里公園的營造，洪水平原管制解除後，接踵而來的是高密

度的房產開發及大量移居人口，對綠地空間的需求將日益增高，現在引以為傲的 424

公頃的大臺北都會公園將不足以因應未來的需求，因此，政府應更落實鄰里公園的營

造，一方面提升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環境品質，另一方面，亦能透過堤內、堤外公園

綠地的串連，更有效達成「跨界」的目的。 

另外，政府要積極整合社區、非營利組織、民間企業等不同權益關係人的力量，

尤其是五股濕地的生態保育，社區、環保團體和企業之間的環境認同仍存在落差，而

若要達成「環境永續」的理想，如何促使不同權益關係人的環境認同能彼此謀合、達

成共識，將是重要的課題。 

最後，尊重二重疏洪道的歷史脈絡，當政府打造未來的親水空間、宜居城市時，

如果缺乏當地獨特的人文思維，那只不過是創造出另一個都市叢林而已。二重疏洪道

的發展歷程有其獨特的歷史脈絡，拆遷的聚落、剷除的農園，在某些人心中或許是沉

痛的記憶，在後續規劃過程中仍應對其表示尊重。地景的改造不該只是以新地景覆蓋

舊地景而已，應該讓地景具有多層次意涵，呈現出深厚的歷史底蘊及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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