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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創意─
臺南市九份子
重劃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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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在民國100年8月獲得環保署評選為南區低碳示範城市，其中「九份子重劃區工程」以打造國

際級永續低碳社區為願景目標，為市政府提出12項低碳城市子計畫之旗艦計畫。

　　本計畫區位於臺南市安南區，南臨鹽水溪、北臨嘉南大圳，屬早期台江內海遺跡，原產業以養殖業

為主，具備豐富的水脈生態、景觀資源、交通運輸動脈。本計畫為突顯地區發展特色、配合保留現地生

態，設計延續河川資源以串連藍帶廊道，結合連續性親水綠地資源網，成為臺南市塑造生態景觀社區的

開發典範。

摘��要

Abstract

Low-carbon creative Tainan Jioufenzih sub-zoning project

Tainan City in August 2011 received the EPD named the southern low-carbon model city, the city government 

proposed 12 low-carbon city sub-program fl agship program, which "Jioufenzih sub-zoned area project" to build 

international continued low carbon community for vision goals.

The project area is located in Annan District, Tainan City, south of Yanshui Creek, north of Jia Nandao, is an early 

Taijiang River within the relics, the original industry to aquaculture, with abundant water vein, landscape resources, 

transportation arteries.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local ecology, the design of continuous river resources to serial blue ribbon corridor, combined with continuous 

hydrophilic green resources network, as Tainan City to create a model of ecological landscape commun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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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九份子市地重劃區係屬臺南市安南區細部

計畫案，於民國90年指定採用市地重劃方式辦

理開發。重劃區南臨臺南市行政中

心圈，北接安南區，鄰近安平港歷

史風貌園區，其地理位置恰為整個

臺南市之中樞，且屬早期台江內海

遺址，具有豐富的生態、景觀、人

文、歷史資源。期望經由本計畫達

成下列目標：

一、 經由整體規劃，探討重劃區與

周遭環境之關聯性，釐訂區域

明確之定位，經由正確之開發

方向，成為鹽水溪北岸之地標

明珠。

二、 透過重劃區整體的規劃設計，

提供重劃區未來充足、完整之

公共設施及紮實與合理的基礎

建設，落實市地重劃區的開

發，提高地產價值，作為臺南

市市區延伸發展的目標。

三、 以往本區域產業型態以養殖業為主，期望透

過本計畫的規劃設計及推動，整合資源、

分享資源，塑造成為臺南市生態景觀社區

的示範區域，朝向兼顧生態與生活之規劃

理念，成為帶動周遭都市更新之典範。

貳、規劃設計特色

一、核心理念：生態景觀家園

為充分尊重九份子地區的地貌紋理，珍惜

把握市地重劃的契機，呼應臺南市推動之健康

城市計畫，規劃設計作業將以生態景觀家園為

核心理念，重建昔日台江內海的藍綠風貌，成

為親水之優質生態環境社區。重劃區開發理念

規劃平面，詳圖1。

二、行動綱領：親水家園 HOME

為有效且全面地整合各項工作，將以HOME 

為作業行動綱領，強調重劃區之健康(Ｈealthy)、 

原創(Ｏriginal)、多樣(Ｍultiple)及永續(Endless)

等特質，透過本計畫的成功推動，成為引領新

社區開發的典範。重劃區親水家園之意象，詳

圖2。

依據基地周邊資源，塑造臺南市示範式生

態景觀家園，局部保留本基地原有的生態特性

象徵，作為自然生態演替的觀察區。強化與運

用基地的生態景觀資源，創造多元豐富的生態

及景觀價值，營造優質的生態社區空間氛圍。

圖1 重劃區開發理念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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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不同的區域特質，營造各層級的

生態分區。

(二)  設置連續性的生態綠色廊道，以建置

完整的區域生態網絡。

(三)  運用多層次的生態交會帶，營造豐富

的生態環境。

(四)  運用紅樹林生態復育的手法，營造中

央核心、藍帶的生活空間意涵。

五、遊憩及生態教育構想

(一)  結合附近景觀遊憩環境資源(詳圖3)，

可充分運用本基地自然環境，提供行船

穿梭於中央水道，設置賞鳥牆、生態解

說牌、太陽能涼亭解說牌、親水木棧

道等，發揮生態導覽與遊憩功能。

(二)  針對區內的自然生態保護區，多運用

自然的素材，塑造生態棲息地，不受

本工程規劃藉由景觀營造改善物理環境，由公

共空間的營造與適當的管理維護，增進社區未

來社群交流之機會。

三、景觀設計構想

(一)  主要運用自然的景觀紋理營造空間

意象。

(二)  營造四季的色彩景觀變化及豐富其他

感官的環境景觀。

(三)  營造具有區域辨識的視覺景觀效應。

(四)  運用地景與多層次的植栽變化，營造

多視角的空間對應關係。

(五)  創造連續性、有趣味的人性化觀賞、

休憩空間。

四、生態設計構想

圖2 重劃區親水家園意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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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干擾的環境特質，並以自然生態

演替的方式，以減少管理維護工作。

參、低碳社區理念設計

一、台江文化的景觀視覺圖象

安南區屬安平平原地形區，為往昔台江內

海之一部分。舊日臺灣八景中「安平晚渡」、

「 沙 鯤 漁 火 」 、 「 鹿 耳 春 潮 」 、 「 赤 崁 觀

海」、「台江夕照」，過半美景在這片內海中

留存。

本區也因這片「江河陸浮」環境特質，

孕育台江人特殊的環境依存文化，先民面對洪

水生存挑戰，化為「走溪流，新結庄」的台江

庄社拓墾精神，一一展現在鹽地耕耘、水圳開

發、漁塭養殖的努力，一幅台江文化呈現在庄

社地景。本工程之解說牌及地磚等景觀導覽設

施，以圖案呈現台江文化，詳圖4。

二、生態棲地營造

利用區內的公園道、綠地、道路綠帶等帶

狀綠地空間，結合區內退縮綠地，提供區內連

續性的生態棲息地及完整的生態串連。棲地類

型與食物來源，可決定鳥種的多寡，考慮本區

域環境特色，並進行適當之棲地營造。公四及

公六公園設置生態小島，作為鳥類停棲場所營

造生態棲息地，詳圖5。

三、誘鳥植物

基地引進會結出甜美果實的「誘鳥植物」

如雀榕、榕、臺灣海桐、苦楝、南美假櫻桃。

將會吸引食果性的鳩鴿科、白頭翁、綠繡眼，

樹鵲甚至松鼠前來覓食與築巢，冬季會吸引鶇

科、椋鳥前來覓食度冬。這些食物也因能藉鳥

類四處播種繁殖新個體，可自然成林相當符合

經濟效益。植栽設計考量生物多樣性目標，全

區種植百餘種植栽，詳圖6。

圖3 基地附近景觀遊憩資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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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地磚保留台江文化圖象 濕地生態解說牌

鳥類生態解說牌 鳥類生態解說牌

圖4 景觀導覽設施呈現台江文化

公六：池中生態島 公四：候鳥庇護棲地

圖5 公園營造生態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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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道1-30M道路配置

為營造基地入口意象，園道中央分隔島植

栽綠帶加寬為3.5公尺(標準斷面圖，詳圖7)，強

化林蔭空間品質。路權留設自行車道，人行道

結合運用坵塊退縮空間，自行車道與人行道採

實質分隔。配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坵塊退縮帶保留人行空間。

五、紅樹林移植復育

紅樹林移植、復育區域以中央水路兩岸及

綠五、綠六靠台17線之感潮水岸為主，作為綠

籬以緩衝人為干擾，並提供其他生物棲息與食

物來源。詳圖8。

南側土堤、胸徑超過20公分海茄苳及胸徑

超過10公分的欖李，移植到公六或基地學校西

側至滯洪池間的公三溝渠邊坡，營造為重劃區

內的「生態保護區」。紅樹林復育部分以種植

小苗，或撒播種子代替。搭配栽植紅樹林伴生

植物如：棋盤腳、穗花棋盤腳、蓮葉桐、苦檻

藍、黃槿、海檬果、土沉香、臺灣海桐、繖楊

等樹種，或誘鳥植物如雀榕、鳥榕、南美假櫻

桃等，以複層式植栽方式，塑造生物多樣性環

境，吸引各種生物前來棲息與覓食。

六、LED景觀燈及太陽能涼亭

於公一公園設置太陽能涼亭，產生電力回

饋台電線路，不設置蓄電池。景觀二期工程於

公園綠地設計LED景觀燈，以節省能源。園道號

重劃一期工程種植87種植物 景觀二期工程種植46種植物

圖6 生物多樣性的植栽設計

圖7 公道1-30M道路斷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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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尺)。

根據採樣分析結果顯示廢棄物平均埋深在

3公尺以內，土壤及地下廢棄物清理總重估計達

149,159噸。其廢棄物主要以剩餘土石方為大宗

(約55%)，磚瓦類及混凝土塊類(約43%)次之，

金屬及玻璃類含量最低(約0.16%)，另有害事

業廢棄物則未出現在本案場址地下掩埋物採樣

中。本計畫並進行挖除廢棄物之分類，研擬4種

方案及評估，俾利後續處理。

(一) 現場進行廢棄物人工分選

 考量由於本重劃區整體規劃設計仍有

外購土方需求，且地下所棄置之營建混合

物組成中可燃性物質僅2,849噸，可直接進

誌路口於中央分隔島設置號誌共桿，將路名牌

面、號誌及路燈共桿設計，桿件採用臺南市政

府之府城意象造型。詳圖9。

七、營建廢棄物再利用

重劃案於整地工程時發現13萬立方公尺之

營建混合廢棄物，為釐清地主自行填土地區土質

種類及組成比例，本公司委託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工作團隊進行現地開挖調查及採樣分析與評估，

俾確認相關土壤及地下廢棄物物理組成與數量。

調查範圍點規劃共分為七區，取樣調查點

數總計10點18個樣品。每個採樣點分上層(0～1

公尺)、中層(1～3公尺)及深層(3公尺以下)；每

個採樣點深度以挖掘至無垃圾深度為原則(約0～

安明路旁退縮帶渠道復育紅樹林 復育紅樹林兼作安全圍籬及植生護坡

公六濕地老樹保存 公六濕地賞鳥牆

圖8 紅樹林移植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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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再利用之剩餘土石方達40,338噸，經破碎

後即可進行再利用之磚瓦及混凝土塊類達

104,010噸，可考量於現場進行簡易機械(如

輸送帶)搭配人工分選，將少量可燃物篩選

去除後，將大型磚瓦及混凝土塊類破碎至填

方規格尺寸以下，即可進行土地改良、道路

路基及相關公園綠地或窪地回填之現地再利

用。本方案預期將大幅降低廢棄物外運及

分選後土方回運之運輸費用及外購土方之

費用，且本方案可使本場址之廢棄物清理

作業，不致大幅變更挖填方平衡之情況。

(二) 現場進行簡易廢棄物機械分選

 於場址架設簡易分選設備(如小型旋轉

篩)，進行挖除後廢棄物之粗分類工作，分

類後再回瑱，可大幅降低廢棄物清理及分

選後級配回填之運輸成本。惟現場架設之

分選設備一般之處理容量有限，可能增加

分選作業所需時間，此外分選率及排斥率

皆低於離場式專業分選場，出料品質可能

影響回填土方之品質。

(三) 送交合法掩埋場進行處理與處置

 本方案無需進行分類工作，僅需將挖

除廢棄物運送至合法掩埋場。惟目前合法

公民營廢棄物掩埋場數量有限且進場處理

費用高昂、回填所需土方數量龐大且所費

不眥。若處理機構與本計畫場址清運距離

過大，亦可能大幅增加清運費用。

太陽能涼亭 太陽能涼亭廣場

牌面、號誌及路燈共桿 LED景觀燈

圖9 路燈共桿及太陽能涼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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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復將混凝土塊破碎至適當尺寸以

下，即可於道路及公園綠地回填再利用。

預期改善成效可減少坵塊不均勻沉陷，清

除有機廢棄物及垃圾，符合土壤及地下水

相關法規。詳圖10。

八、步道及自行車道系統

為鼓勵大眾多加利用綠色低碳運輸，配合

全區不同道路等級，規劃自行車道路線系統。

為提昇自行車騎乘之安全舒適度，布設之自行

車道以退縮空間為主，並設置緩衝綠帶與車道

相隔。親水公園滯洪池畔設計步道系統，並設

置自行車停靠站休憩節點。本計畫之自行車道

及人行步道設施及路網圖，詳圖11及圖12。

(四)  送交合法廢棄物分選場進行分選處理

與處置

 本方案將廢棄物全數挖除後，載運至

剩餘土石方分選場進行分選，或委由具公

民營廢棄物處理、清理許可之處理機構處

理。國內一般營建混合物處理場之處理流

程，主要藉破碎、篩選、磁選、風選及人

工選別等程序，將廢棄物進行分類。

(五) 營建廢棄物處理及建議

 綜合考量土地永續管理、廢棄物減

量、降低清理成本及減少外購土方需求

等，建議於現場進行以人工為主、機械為

輔之簡易分選作業。先將少量可燃物篩選

營建廢棄物篩選分類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現場調查

基地遭填埋營建廢棄物 調查廢棄物埋置深度、分布範圍

圖10 營建廢棄物調查、分類及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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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林蔭步道磚採用環保標章製品 街角廣場鋪面及車阻

親水公園步道木棧橋 自行車道停車格

步道採用駁坎磚擋土 箱涵橋下可供行人通行

圖11 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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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自行車道及人行道路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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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協助臺南市政府獲選南部低碳
示範城市

環保署評選低碳城市，臺南市政府團隊提

出低碳計畫及多項具體措施，其中「打造永續

低碳社區的九份子高度卓越計畫」為12項子計

畫之旗艦計畫。100年8月環保署低碳城市評選

現勘過程，獲得環保署委員高度肯定，並於最

終評選會議之市長簡報資料，以多片簡報投影

片介紹本計畫低碳設計內容，詳圖13。

伍、低碳城市應用實務之探討

低碳城市創新設計理念，在國內工程界實

務上，可能會有以下之價值觀衝突情形。部分

設計選擇方案需與工程機關溝通協調，或提出

完整周詳的配套設計。詳圖14。

圖13 低碳城市評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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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設稻草蓆防治空污、廢棄物再利用 過密的共桿設計

道路兩側設計人行道縮減車道寬度 自行車專用道使用性不佳改為共用道

橋梁上植栽槽生長環境不良 道路增設自行車道縮減車道空間

圖14 低碳設計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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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衝擊開發

(一)  為導入低衝擊開發單元，入滲邊溝及

入滲集水井有軟化路基之虞。保水樹

箱有樹木根部生長侷促受限之問題。

生態滯留單元(雨花園或草溝)易生雜草

需勤於維護，積水有造成登革熱之虞

及居民陳情事件。

(二)  美國西雅圖社區道路應用自然排水工

法，設計生態草溝，但該案是由附近

居民自動自發負責養護，與本國國情

不同有維管困難問題。

(三)  道路採用多孔隙透水性鋪面，雖可降

低行車噪音及雨天路面水花，確保行

車較安全，但是將增加養護負擔，並

需購置清洗孔隙設備。

(四)  人行道採用透水鋪面，設計型式有眾

多種類可選擇，有工法專利問題或鋪

面長草養護問題。

二、廢棄物再利用

(一)  道路鋪面碎石級配底層或構造物回填

之CLSM摻入焚化爐底渣，需先取得環

保主管機關同意。若使用位置距離地

下水位1公尺以內，或路堤鄰近魚塭

則有重金屬污染之虞。焚化爐底渣摻

入於CLSM內，因為有混凝土及水泥包

覆，工程機關接受度較高。

(二)  使用再生瀝青混凝土，有僅應用在瀝

青混凝土底層或全部採用再生瀝青混

凝土(含面層)之不同做法，需取得道路

養護主管機關同意。

(三)  高壓混凝土磚及駁坎磚使用環保署之環

保標章產品，雖可再利用營建廢棄物，

但有限制工程材料來源綁標之虞。

(四)  為提高再生材料之再生使用率，考慮

使用轉爐石摻料於軟弱地盤改良，但

需考慮其膨脹問題。中聯公司希望將

轉爐石資源化，亦有CNS材料規範，

但是使用情形仍不普遍。

三、綠道路設計

(一)  考量人本交通，設計較寬之自行車

道、人行道及中央分隔島植栽綠化，

縮小快慢車道及停車空間，易遭民眾

質疑車道空間之使用性不佳。

(二)  基於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配地考量，

都市計畫道路斷面寬度較窄，無法充

分考慮自行車道路網及寬度需求。

(三)  為延長道路鋪面壽命之長壽設計，可

藉由增加瀝青混凝土底層厚度增加承

載力，但是因為較規範規定厚度較

厚，而有過度設計之疑慮。

(四)  綠道路設計對於施工中之要求，需特殊

設計施工規範，這些非制式規範皆須與

工程機關逐條討論。例如要求土方來

源距離要短，以減少碳排放量；減少施

工設備化學燃料需求；紀錄施工中用水

量，加強水資源管理；要求包商趕工

提前交付，以減少交通維持影響等。

(五)  種植耐旱樹種，減少對於灌溉用水需

求，需檢討植栽樹種。樹種選擇有時

會與當地政府常用行道樹種不同，例

如深根防颱樹種或原生開花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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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鋼橋橋面設計植栽槽以美化道路景

觀，建造及維護皆需較高成本，卻是

植栽不良生長環境，不易達成原設計

綠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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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路燈減少光輸出量，雖然可以節能及

保護生態環境，但可能不符合我國市

區道路規範規定。

四、生態設計及老樹保存

(一)  市地重劃之老樹保存成為新闢道路之行

道樹，但是其生活環境實已發生改變。

樹冠巨大之老樹需要寬闊之腹地，提

供根部生長固土空間。改成道路行道樹

後，樹根被限制在邊溝溝壁及人行道

下方管線之間。有遭遇颱風及被颶風

吹倒，危害車輛及行人安全風險。

(二)  環保團體希望保存綠色隧道，為保留

樹木生長環境，建議都市計畫儘量以

公園綠地保留老樹。若以行道樹保留

老樹，則須將樹冠加以修剪，不能保

留綠色隧道原貌。

(三)  若基於生物多樣性及生態設計理念，

行道樹設計選擇多種樹種。每種樹種

採購數量較少，施工廠商要花費較高

經費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