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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政府基於新都市開發建設、舊都市更新、農村社區更新或其他開發目的需要，對於一定區域

內之土地推動區段徵收，並重新規劃整理及進行相關基礎建設工程。

　　桃園市轄區之都市計畫區住宅發展目前已達飽和狀態，住宅區之使用率業已超過80%以上，故有預

留新設住宅區之必要。爰於「桃園中路地區區段徵收工程計畫」檢討及釋出桃園市核心外圍地區，預為

規劃所需之住宅區用地，以因應未來人口成長需要，並促進桃園市都市土地有序及均衡之發展。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所推動的「桃園中路地區區段徵收工程」計畫，在業主行政資源的積極介入及顧

問公司(CECI)專業的全力投入，累積了可貴的作業經驗，並獲取豐碩的設計成果，該計畫之公1 (風禾公

園)景觀及建築工程榮獲第十四屆公共工程金質獎(103年)的肯定。本文將分享「桃園中路地區區段徵收工

程-公1(風禾公園)景觀及建築工程」計畫的經驗，以作為相關計畫推動的參考，並期望藉由案例分享達到

拋磚引玉的目的。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needs of developing and constructing a new city, renovating the old city, updating the 
rural communities, or facilitating other development purposes, the government expropriated all the land within a 
designated area for overall planning and re-development.

Taoyuan city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is already saturated. The usage rate of residential areas rises to more than 
80%,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new residential areas. According to the project of zone expropriation in 
Taoyuan Chung-lu district,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reviews and releases peripheral lands as residential areas to 
accommodate future demand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aim to 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land within the 
city.

In the project of construction of zone expropriation in Taoyuan Chung-lu district, promo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of Taoyua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from Taoyuan government combined with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from CECI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design results that won Feng-he Park 
the 14th Public Construction Golden Quality award in 2014. 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share these experiences as 
references for future zone expropriation projects. Also, we hope it can arouse more valuable views from others.

Feng-he Park, a Highlight of Taoyuan 
Chung-lu District

摘  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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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楔子

在中路遇見桃花源

桃園在清乾隆期間(西元一七三七年)，即有

客家移民來此開拓，中心地名為「虎茅莊」。

後有移民於此遍植桃樹，桃花齊開時節，花海

如雲，為蒼茫的虎茅莊帶來鮮豔色彩，乃改稱

「桃仔園」。

翻開舊史，中路因位在沿海往內陸山地道

路的中途而得名，早年在大園、蘆竹登陸的漢

族移民，經此南行進入大溪山區開發(如圖1)。

水漾。綠動。美樂地

中路地區在昔日舊史的路徑和現在的國際

路相符，與國道2號平行，自古至今確因重要道

路穿越而興起，目前為市政府和地方法院等重

要公務機關所在地，同時也是國道2號由南桃園

交流道進入桃園市的門戶，呈現一片欣欣向榮

的氣象(如圖2)。

中路地區早年為農業區，灌溉水圳及埤塘

遍布，自然地景生態豐富(如圖3)。現今為因應

桃園未來人口成長需要，釋出土地做為住宅區

用地，辦理區段徵收計畫，前期規劃即充分反

映維護原地景特色的決心，劃設相當高比例的

學校、公園、綠地、兒童遊戲場、綠園道等開

放空間，提供優質之水綠環境基礎。

結合本公司在地景生態的創新視野及土地

開發工程的豐富經驗，針對開放空間提出「水

漾、綠動、美(美麗地景)樂(樂活思維)地(在地關

懷)」願景，展現中路地區新風貌，增添桃園新

魅力(如圖4)。

圖2 中路地區空拍圖

圖1 桃園古地圖(資料來源：桃園文化局-數位藝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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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桃園埤塘地景特色(資料來源：桃園縣城鄉局)

圖4 「水漾、綠動、美樂地」願景構想

貳、計畫背景說明

一、基地位置及計畫概述

中路地區整體開發計畫範圍為桃園市文中

路、廈門街、國際路、永安路所圍塑之地區，

分屬桃園市、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及南崁新

市鎮等三個都市計畫區，合計面積約143.53公

頃。因鄰近國道2號之南桃園交流道，具交通

便捷之優勢，成為進出桃園市重要門戶之一，

加上未來桃園都會區捷運橘線行經本計畫區及

「行政園區」及「司法園區」雙行政園區之發

展帶動下，計畫區具備發展住宅機能之潛力，

除吸引居住人口進駐，預期將帶動相關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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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金融保險業、一般零售業及餐飲業、職業事

務所等)之發展。

透過計畫之整體規劃及開發，縫

合各都市計畫間發展之空隙，以打造

居住、行政、休憩等生活機能完善之

新社區(如圖5)。並依據「桃園縣景觀

綱要計畫」之指導原則，將本計畫區

藍綠帶系統、城市意象及自明性等課

題，運用景觀綱要計畫所擬定之景觀

規劃與維護原則，進行公園綠地、景

觀園道之規劃與基本設計，期提升中

路地區生活品質(如圖6)。

二、計畫範圍、內容與預期目的

本計畫主要辦理中路地區區段徵

收範圍內之3處公園用地(包含2處都

會景觀公園、1處鄰里景觀公園、1處

管理中心等)、6處兒童遊樂場及近20

處景觀綠地之設計及監造工作，其中

都會景觀公園及鄰里景觀公園應兼具

防災(震災、洪災、火災)功能，開放

空間面積合計約11.45公頃。計畫主要

需達成以下目的：

(一)  水圳為桃園重要之文化景觀資

源，應予以保留並利用當地

「水圳」特色，結合景觀設計

手法，塑造水圳景觀文化。

(二)  結合大型公園之開放空間與都

市林蔭道路，打造市民運動休

閒之活動空間。

(三)  公園設計應兼具防災(震災、

洪災、火災)功能，並考量區

域排水、滯洪等需求，以基地

保水、貯留等手法，促進大地

水循環能力，達成改善都市地

區之生態環境及微氣候條件等

目的。

圖6 中路地區整體開發範圍景觀藍綠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擬定桃園市都市計畫
(配合中路地區整體開發計畫)細部計畫草案

圖5 中路地區整體開發範圍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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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土壤呈紅色或黃棕色，局部富含砂質。

(三) 綠地系統

 計畫區周圍除西北側司法園區面積2公

頃以上之公園外，周圍開放空間系統包含

公園、學校、機關綠地等，公園大多為0.5

公頃以下之兒童公園，面積較大之機關綠

地為東南側市政府與南側地方法院。

 計畫區內公園、兒童公園及綠地之開

闢，將可提供市民多樣化休閒運動空間、

提高開放空間系統之可及性，並兼顧日常

與防災之雙重服務機能。

(四) 土地使用

 中路地區整體開發計畫範圍內以農業

區為主，夾雜零星之住宅社區及農舍。因

位於國道2號南桃園交流道之門戶位置，

儼然成為進出桃園市之另一重要門戶。在

「擬定桃園市都市計畫(配合中路地區整體

開發計畫)細部計畫草案」有關土地使用分

區暨都市設計管制要點，分別針對住宅區

意象形塑、景觀藍綠計畫、公共設施及退

縮建築留設帶狀開放空間等均有規定，亦

為本計畫必須掌握之重要項目，使公共開

放空間與未來建地之開放空間，有系統性

的串連與整合。

參、計畫理念構想

中路地區整體開發計畫範圍以發展機能完

善的高品質住宅區為主，因此營造舒適宜居的

生活環境為本計畫首要目標，期藉由「營造水

綠環境，建構生態城市優質基盤」、「水資源

儲存、再利用之永續循環機制」、「落實節能

減碳設計，建構低碳永續城市」、「平時整備

三、環境背景說明

(一) 氣象與水文

 桃園地區十月至翌年三月東北季風強

勁，五月至九月吹西南季風，降雨量分布

夏季較冬季為多，但冬季並不過分乾旱，夏

季午後多雷陣雨，七月至九月常有颱風。

 計畫區內主要水系為農田水圳灌溉系

統，現有桃園農田水利會所管轄之桃園大

圳1支線與1-12號池連接水路通過計畫區內

之公園和綠地，桃園大圳1支線為灌溉給

水幹線並負責灌溉桃園市、南崁等區域農

田，而1-12號池連接水路位於本區範圍屬

於末端尾水路，通過後隨即排入地區雨水

下水道幹線；另外計畫區內曾存在之兩處

埤塘，西北側司法園區原編號1-12池、南

側中興國中與文山國小原編號為1-8池，目

前均已變更使用。

 埤塘、水圳資源為桃園地區重要地

景特色，計畫區之公園、綠地系統將保留

此一重要地景特色，結合埤圳濕地水路紋

理，打造空間美學風貌。

(二) 地形與地質

 本計畫所在範圍屬桃園台地地形區之

桃園台地面，平均高程約在100～200公尺

間，呈東南向西此緩傾之勢，整體而言地

勢尚稱平緩。

 地質屬於台灣北部地區之紅土礫石

層，主要由礫石及近表層約1公尺厚之紅土

質土壤組成。其中，礫石之成份以矽質砂

岩為主，淘選度差，呈現各種大小粒度之

圓形礫石混合情形，其間並夾有泥、砂等

細料，厚度約數公尺至30公尺不等；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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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災時應變減災」等理念的推動，達成宜

居環境建構的目標。

一、營造水綠環境，建構生態城市優質基盤

(一) 國際視野

 在21世紀初始的10年間，整個地球發

生了極密集、高頻率的天然災害，包括地

震、海嘯、洪氾、高溫、熱浪、火災、急

凍、冰融…等，超過百年頻率的災害正明

顯地衝擊著全球人類與各大人口集居城鎮

之公共基盤設施。

 都市發展與運作造成地球氣候的變

遷，同時都市發展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

響，造成如空氣、熱島效應、疾病發生率

及水資源與能源耗用量升高等問題，進而

使都市的資源管理、設施規劃、災害防救

等工作面臨嚴峻考驗。

 基此，在都市中能夠提供碳匯，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降溫、防洪、暴雨

管理及污水處理等減緩與調適都市氣候變

遷功能，並能夠提供各種都市發展所需的

生態功能、自然地景維護、淨化空氣與水

質、增加休閒遊憩空間、促進民眾健康的

綠色基盤設施(公園、綠地等藍、綠地網絡

系統)即在都市中扮演重要關鍵角色。

(二) 在地特色

 中路地區早年為農業區，灌溉水圳及

埤塘遍布，自然生態豐富，提供都市中心

區優質之水綠環境基礎。現今為因應桃園

未來人口成長需要，釋出土地做為住宅區

用地辦理區段徵收計畫，前期計畫即充分

反映維護原地景特色的決心，規劃相當高

比例的學校、公園、綠地、兒童遊戲場、

綠園道等開放空間，提供優質之水綠環境

基礎。

 結合國際視野及在地特色，針對開放

空間提出「水漾、綠動、美樂地」願景。

讓計畫區內每塊公園、綠地就像漣漪一樣

蕩漾到社區中，並藉由線狀的綠園道、行

道樹及水圳做有效串連，將全面性的水綠

環境擴散至桃園市每個角落，為「生態城

市」建構優質基盤(如圖7)。

二、落實節能減碳設計，建構低碳永續城市

以低碳永續理念作為城市發展方向已是

全球都市規劃的趨勢，城市的建構期望朝向兼

顧環境、經濟、社會均衡發展的可居環境，以

解決城市發展過程中所衍生的各種對環境、氣

候、交通等問題，並尋求與自然生態共存。開

放空間最能實踐低碳永續城市的理念，因此掌

握本計畫契機，採更加積極的設計手法，提出

具體可落實之設計方案，以建構符合地區環境

特色的生態基礎建設，實踐低碳永續城市。

(一) 水、綠、微氣候

 掌握基地原有的水綠環境特色，並運

用風、日照等微氣候自然元素，於開放空

間採與環境共生的設計，以達到熱島減緩

效益，增加戶外活動的舒適度。

(二) 減低環境衝擊的整地思維

 本計畫整地工程以少挖少填為目標，

且公園、綠地及兒童遊戲場均以各宗基地

挖填平衡為原則，以對環境的衝擊降至最

低為目標。

(三) 爭取綠建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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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綠色能源應用

 利用管理中心的透光雨遮設置太陽能

光電板，提供燈具及景觀照明之用。

三、水資源儲存、再利用之永續循環機制

桃園台地夏天易受颱風侵襲，為了調節雨

季潮濕、冬季乾燥及因土地開發造成的都市熱

島與暴雨逕流衝擊問題，本計畫公園綠地的排

水設施擬採用最大貯留滲漏及最小逕流排放之

設計手法，以期達到治水、保水、親水、活水

之水資源永續利用目標。

以增加基地透水面積為原則，利用地景

營造手法，於區內各公園綠地基地中，設計窪

 管理中心設計以更細緻的設計手法將

綠建築九大指標內容融入，包括：建築外

殼節能、空調節能、照明系統節能之日常

節能項目；及CO2減量、廢棄物減量之減廢

項目；以及室內環境、水資源、污水垃圾

之健康項目等。

(四) 綠資源再利用

 基地內的綠資源包括：現地植栽、表

土、卵礫石、枯木、綠資材等，均可納入

設計做最佳運用。例如：現地植栽保留、

保護或移植再利用；表土保存再利用；卵

礫石再利用於邊坡或池岸；枯木利用於生

態池提供生物棲息；枝條枯葉可絞碎應用

於土壤改良等。

圖7 營造水綠環境，建構生態城市優質基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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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草溝、景觀生態池及雨水蓄水、調洪等空

間，能暫時性儲存瞬間衝擊基地的能量，並捕

捉地表水至蓄水空間或地下保水層中。透過此

水源捕捉、貯留(存)機制的設計，除可延滯都市

內各開發基地之洪峰集流時間，強化區域防洪

保護標準外，亦可用來作為公園植栽的澆灌、

災時用水或其他水源利用需求，增加雨水循環

利用率，降低自來水的用水量。

當計畫區土地逐漸開發，各公園綠地內的

水域環境隨著地景變化日趨成熟時，除可使區

域整體水資源環境之保水、淨化效益達到最佳

狀態外，綠色基礎設施亦將發揮作用，將地表

水隨著水循環系統輸送到公園綠地的每一個角

落，以維持和支持公園的生態運作，最後達到

自給自足的平衡(如圖8)。

四、平時整備防災，災時應變減災

本計畫之前期規畫已訂定區內三處公園用

地需具備防災避難場所功能，依據桃園市都市

計畫細部計畫內容，本區可能發生之災害種類

主要為地震與火災，故以重大地震災害為主要

考量之天然災害，而以火災為衍生災害進行本

區都市防災計畫。三座預定開闢之公園防災避

難等級應為具有緊急避難機能之都市公園，其

圖8 計畫區水資源永續循環機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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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公1空間機能配置分析圖

服務範圍為公園周邊500公尺內之居民，以提

供地震緊急避難場地及火災避難中繼場地之短

期收容(一星期左右)場所。未來，配合桃園災

害應變中心依桃園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內容進

行避難收容指揮、物資調度供應，而公園內服

務中心則負責現場安置作業、生活起居安排與

管理。

另外，風禾公園於基地東側配置雨水貯留

滯洪池，用以調節超量雨水逕流並提高鄰近住

宅區防洪保護標準，防洪保護可達10年1次暴雨

頻率標準。滯洪池空間平時提供休閒遊憩，暴

雨時滯洪蓄水，達到防洪減災的目的。

肆、設計成果亮點─風禾公園

本計畫設計內容包括三處公園、六處兒童

遊戲場及十數處景觀綠地。依「水漾、綠動、

美(美麗地景)樂(樂活思維)地(在地關懷)」的願

景及前述整體設計構想進行設計。其中公1(風禾

公園)定位為中央都會景觀公園，為區段徵收範

圍內面積最大之開放空間(4.6公頃)，空間機能

需涵蓋：平日休閒、災時避難、暴雨滯洪等需

求，為一個全方位的都會公園。

一、設計構想

風禾公園的命名發想，從公園土地早期作

為農業使用之性質出發，結合以風輕拂過稻禾

的空間意象作為命名構想，為緬懷那源自於人

與土地互動情感的過往記憶。在機能配置上除

符合防災、滯洪公園需求，同時兼具展演、遊

憩、生態、鄰里與運動等五大複合機能，為具

流動感與複合式使用機能之都會景觀防災公園

(如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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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多功能滯洪池

圖12 生態池

圖10 公1空間配置圖(平時)

二、空間機能及分區構想

風禾公園的空間包括：防災管理中心、防災

避難草坪、多功能滯洪池、生態池、景觀水圳、

活動廣場等(如圖10～圖14)。分區構想如下：

(一) 西側為生態水圳及鄰里活動區。

(二)  東側為多功能活動區兼滯洪池，滯洪

池池頂面積為12,691m2(約佔公園面積

28%)，平時提供休閒遊憩，暴雨時滯

洪蓄水，滯洪量為19,200m3。

(三)  管理中心設置於公園主入口側，於平

時及災時方便服務全園區。

(四)  外緣設置防火林，內側設計專用自行

車道與人行綠廊道。

(五)  重要道路對應節點留設入口廣場與端

景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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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景觀水圳

圖14 入口星光廣場示意

圖15 公1空間配置圖(災時)

三、避難空間構想

風禾公園是全國首座於規劃階段即定位

為防災避難公園，因此參酌日本「防災公園計

畫‧設計」內容，包括臨時居住需求設備之帳

篷、寢具，多元水源、用水(衛生、消防、灑水)

及其設備(淋浴、自來水取水處、貯水槽、衛生

設施)，糧食(含油、鹽、奶粉等)儲備等物資管

理站、指揮中心等等分別配置(如圖15～圖18)。

分區構想如下：

(一)  臨時避難公園：提供一星期短期收容

場所，可容納1,776人，設置避難動線

導引設施，快速導引集中避難民眾。

(二)  防災設施：防災管理中心、戶外防災

廁所、淋浴設施、維生水槽等，預埋

相關維生設備管線等。

(三)  臨時收容帳篷：提供居住、炊食、曬

衣等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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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災管理中心設計構想

防災管理中心設置於公園入口廣場處，

配合地形延續行走樂趣，成為公園中視覺的焦

點。藉由外部走廊與屋頂草坡綠地，可觀賞整

個公園景緻，落實綠建築設計(如圖19)。

(一)  一樓平時作為里民活動中心，災時則

為救護站與登記站。

(二)  二樓平時包括中控中心、閱覽室等，

災時作為救難指揮中心及物資器材

倉庫。

(三)  屋頂層設置太陽能光電板，並兼做大

雨庇，提供半戶外活動空間。

(四)  落實綠建築設計，太陽能光電板收集

電能提供園區照明及澆灌所需電力，

並將餘電利用雙向電錶回售台電。

五、落實資源再利用

風禾公園原以農業使用為主，現地資源豐富，

於設計中儘量予以保留再利用(如圖20～圖23)。

圖19 防災管理中心

圖16 臨時淋浴間帳棚

圖18 防災避難演習

圖17 平時為自行車停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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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地植栽保留119株，施工期間加強保

護。大片樟樹林的保留讓公園初期即

獲得良好的景觀效果。

(二)  保留原地土壤最上層30cm表土，提供

為植栽種植客土使用。

(三)  清除之樹幹為良好綠資材，予以絞碎

混拌於土壤中，回鋪做為植栽用土壤。

圖20 現地保留的植栽讓公園初期獲得最佳景觀效果

圖21 綠資材保留、表土保留與回鋪、卵礫石收集與保存

圖22 卵礫石利用於水圳護岸、環滯洪池步道及座椅基座

圖23 保留並利用桃園『水圳』特色，塑造水圳景觀文化

(四)  基地挖方中的卵礫石予以收集與保

存，依尺寸分級用於水圳護岸及及環

滯洪池步道鋪設道路基石。

(五)  引進農用灌溉水圳作為景觀生態之用。

(六)  現地雨水回收677.81m3做為植栽澆灌

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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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風禾公園參與103年第十四屆公共工程(土

木類)金質獎的角逐，在眾多高難度且施工複雜

的案件中脫穎而出，榮獲設計、監造及施工優

等獎的肯定(圖24)；另，風禾公園中的防災管理

中心落實綠建築設計，通過九大指標中的七項

指標，取得「鑽石級」認證的殊榮(圖25)。

風禾公園之所以能獲得各獎項肯定的關

鍵，在於強調敬天愛人的環境設計內涵，珍惜

並善用環境資源，並致力創造一個兼具防災與

休憩機能的開放空間。重視垂直水平面向溝通

協調，設計及施工單位同心協力凝聚共識，克

服萬難，以圓滿達成任務為終極目標(圖26)。

本計畫可說是近年地方政府及本公司在土

地開發基礎建設與環境融合的操作最為完整且

收穫較多之計畫，在業主行政資源的積極介入

及顧問公司(CECI)專業的全力投入，將環境友

善設計理念具體實踐，也累積了可貴的作業經

驗，並獲取豐碩的設計成果，可作為未來其他

計畫的借鏡與參考。

圖26 風禾公園設計團隊圖25 綠建築「鑽石級」認證

圖24 金質獎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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