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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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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活力─ 
臺南永康創意
設計園區
關鍵詞(Key Words)： 生態城市(Eco-City)、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低衝擊開

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全樹冠移植(Entire Tree Transplant)、 
資源再利用(Resource R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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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臺南市政府大力推動文創產業政策，由小型與生活化的文創活動及在地美食構成的旅遊行程

已蔚為風潮，將府城歷史舊空間再生與藝術策展、文創活動、巷弄美食緊密結合，在市中心與其周邊地

區建構了一張密集活絡的遊憩網絡。

　　臺南市政府於永康區規劃「永康創意設計園區」以推動知識經濟產業，期帶動地方產業之升級。園

區擬利用國防部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以下簡稱永康砲校)遷校後的土地，面積約83.49公頃，並因應永康

砲校搬遷之進度採分期開發，預計分二期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第一期期程為104年至107年，第二期期

程為108年至111年。

　　永康砲校於民國67年遷駐臺南永康市「湯山營區」，距今將近40個年頭，校區內保有相當多樹木，

大樹成蔭、林木成群，綠色資源相當豐富！為提高樹木保留比例，本計畫區都市計畫變更雖然甫於103

年2月10日發布實施，但為配合原有砲校街廓紋理及提高樹木保留比例辦理第二次都市計畫變更，都市

計畫變更期間，本計畫團隊積極參與方案的研擬與討論，並在設計階段融入低衝擊開發(LID)、友善植栽

設計、回收資源再利用等設計巧思，落實開發區成為低碳、生態、創意的優質宜居園區。

摘  要

Abstract

Green Energy-Yongkang Creative Design Park

Recently, the Tainan City Government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ultural industry policy, by combining small and life 
relevant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local food and travels, with art and re-new historian spaces, to build up an 
intensive travel network not only for downtown but also the area around. 

For the Yongkang District, the Tainan City Government is planning to create the "Yongkang creative design park" 
in order by promoting the knowledge economy industry, and able to upgrade the local industries. The park intends 
to use the area afte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rmy Artillery Training Comman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Yongkang artillery school) moves.

This area is about 83.49 hectares, and in response to the progress of the Yongkang artillery factory stage 
development, is expected to be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to collect, the fi rst period is from 2015 to 2018, which the 
second period from 2019 to 2022.

As Yongkang artillery school has been moved to the area "Tangshan camp" almost 40 years, which then has lots 
of trees remain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saving these green resources and to cooperate with the 
original urban fabric, our team had research and took the above requirement into consideration during the second 
urban renewal plan working period, as well as to combine the design elements such as 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 friendly landscape design, recycling, expect to make the Yongkang creative design park become a low 
carbon, ecology and creative livabl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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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南永康創意設計園區係依據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之「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計畫」及「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辦理，並

於民國93年5月5日經行政院核定為重大投資案，

於臺南市永康區永康砲校設立創意設計園區。

因應永康砲校遷校採「分期分區、代拆代

建、先建後遷」之原則，本計畫預計以區段徵

收方式分二期辦理，第一期期程為104年至107

年，施工面積約15公頃，第二期期程為108年至

111年，施工面積約68.49公頃。

依據本計畫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商業區、住宅區將採大面積開發模式並引進低

污染產業，加上永康砲校既有豐富的綠色資

源，融入低衝擊開發(LID)、友善植栽設計、回

收資源再利用等設計巧思，將落實開發區成為

低碳、生態、創意的優質宜居園區。

貳、計畫概述

一、地理位置

計畫範圍位於臺南市永康區西側，介於臺

鐵縱貫鐵路及省道台20線之間，周邊有國道1

號、省道台1線、台19線等道路，鐵公路建設齊

備、交通通暢便利、發展潛力十足，永康創意

設計園區位置詳圖1所示。

二、土地使用

本計畫區範圍現況為永康砲校用地，主要

用作校舍建築與學校操場等開放式空地。營區

內除房舍外，空地上林木茂密，為開發區內重

要的綠色資源。

基地周邊道路部分，東側為5〜8公尺之巷

道；北側緊鄰臺鐵縱貫線，基地與縱貫線間現

況有約5公尺寬之巷道(中正二街336巷)，並設有

圖1 永康創意設計園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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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臺鐵縱貫線之平交道，東側與北側區外土

地大多已開發興建廠房；西側為東橋七路，並

與大橋開發區相鄰，區內大樓櫛比鱗次；南側

為中山南路(台20)，道路以南為早期已開發區，

大多為住、辦，住、商或住、廠混用形式。基

地周邊環境及發展現況詳圖2。

三、都市計畫

基地面積83 .49公頃，公共設施用地佔

40.048公頃；使用分區含創意設計園區專用

區、經貿複合專用區、生活服務專用區及機

關及公園、公(滯)、公(兒)、綠地、廣(道)、廣

(停)、道路、園道、停車場等公共設施用地，未

來引進居住人口約2,750人，區域活動人口則為

5,200〜7,250人，都市計畫配置詳圖3所示。

圖2 計畫範圍周邊環境及發展現況

原都市計畫配置因受限於軍事基地規定，

無法進入砲校內部進行實地勘查及測量作業，

致規劃內容未能符合既有紋理，為使土地使用

配置能兼顧原有砲校之發展脈絡與紋理，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並順利於104年12月15日發布實

施。開發方式並核定以區段徵收方式，配合永

康砲校搬遷至關廟之期程分二期辦理。

依據本計畫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

定，計畫區除規定「經貿複合專用區」(即商業

區，最小開發基地面積3,000m2)、「生活服務專

用區」(即住宅區，最小開發基地面積2,000m2)

採大面積開發模式外，設置的「創意設計園區

專用區」計畫引進之產業有文化創意產業、工

業設計產業、數位內容產業、創業投資業、技

術顧問機構等，符合創意、研發、設計性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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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或產業、企業營運總部。

基地採大面積開發模式可避免開發零碎

化，住宅區將以集合住宅為主，商業區為大型

賣場及百貨行業，創意設計園區專用區引進低

污染產業，西側1.5公頃的機關用地選定作為臺

南市總圖書館預定地，本區發展的潛力十足。

四、生態環境

永康砲校內綠色資源豐富，茲將區內特有

的景觀資源分類說明如下。

(一) 高度通視性地景

 基地內地勢平緩，無劇烈的地形變

化，保有高度的通視環境，加上沿著路

邊、操場既有喬木的列植栽種，創造許多

有趣的視覺通廊，如圖4所示。

(二) 受保護樹木密布

 區內樹木扶疏、樹蔭濃密，且因臺南

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與環境，使得樹木生

長良好。全區樹木約有六千多株，根據調

查有多株已達受保護樹木規格的喬木，以

圖3 計畫範圍都市計畫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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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景觀通視效果

圖4 高度通視地景

基地景觀引導效果

榕樹

圖5 校區樹木密布

摩鹿加合歡

榕樹、摩鹿加合歡、果樹為主，其樹木樹

型皆屬開展型之主景樹，如圖5所示。

(三) 樹群景觀豐富

 基地內有多樣的樹群景觀，包含樟樹

群、榕樹群、大葉桃花心木群、芒果樹群

等，提供優質的林蔭空間，同時在營區內

也扮演了重要的視覺端景，以及空間轉換

的綠色屏障，如圖6所示。

(四) 地景土丘

 基地地勢無太大起伏變化，但在基

地北側有一唯一的土丘，位於都市計畫公

(滯)10範圍內，其弧狀土丘將既有草地的空

間作了區隔，配合公(滯)10整體設計考量，

在合宜的空間配置下保留地景土丘(如圖7

所示)，延續既有的空間價值。

參、規劃願景

一、核心價值

有別於以往區段徵收開發工程皆為都市計

畫公告後，依照公告資料辦理土地開發設計工

作，本公司於民國103年10月執行永康砲校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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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公共工程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後，配合臺

南市政府都發局辦理都市計畫之變更，積極投入

並協助都計個案變更的方案研究，藉以減少都

市計畫配置與工程實際設計之需求衝突，並基

於對生態的重視與樹木保育的重視，在無涉用

路安全之前提下，提高樹木現地保存的比例。

作業初期首先將樹籍調查成果中，符合

「臺南市珍貴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的樹木、群

聚並具有保存價值的進行位置標定，於都市計

畫變更時劃設為公園，或將現況列植的既有樹

木劃設於都市計畫道路中央或兩側，以利於工程

階段配合規劃中央分隔島、植栽帶予以原地保

留，例如40公尺寬的園道2號、22公尺的都市計

畫道路於都計變更階段分別預留中央分隔帶18公

尺及5公尺，除了兩側道路、人行空間得以滿足

需求之外，更可提高樹木原地保留的比例。

樟樹群 榕樹群

大葉桃花心木群 芒果樹群

圖6 樹群景觀豐富

基地北側土丘及周邊現況

圖7 地景土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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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設計階段採用不同於以往道路標準斷

面的方式設計，本計畫在符合道路相關規範的

條件下，將45公尺以變斷面方式設計，將為數

眾多的樟樹、榕樹等樹種原地保留於中央分隔

島及人行道，人行、自行車道配合預留的植栽

空間曲線悠遊於群樹之間。部分20公尺計畫道

路，則採取道路偏心之方式設計，保留樹形優

美、高大的檸檬桉，期待以用心的設計樹立區

徵工程開發之典範。

本計畫遵循既有的地景紋理及提高樹木原

地保留比例，針對包括基地現況、都市計畫變

更前後及工程設計等各階段進行地景分析，如

圖8所示。另外，藉由都計變更及工程設計調整

而原地保留之樹木照片，摘錄部分如圖9所示。

圖8 各階段地景分析示意圖

基地現況

都市計畫變更後

即有喬木

未來開發坵塊

未來公園綠地

都市計畫變更前

工程設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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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都計變更調整道路位置保留之樹木

透過調整道路線形與配置保留之樹木

圖9 藉都計變更及工程設計調整而原地保留之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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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並期許營造出的景觀空間，讓使用

者感受這片土地重新活化後的生命力。

三、系統架構

整體規劃理念以「綠色˙低碳˙創意」

為主軸，以大眾運輸及自行車系統建構、人本

環境系統建構、道路景觀系統建構、公共藝術

環境建構、都市防災及保水系統建構等五大面

向，作為為園區整體規劃的設計準則，說明

如表1：

二、設計理念

本計畫地區鳥瞰如圖10，將以「綠色˙低

碳˙創意」為願景，增加透水鋪面設計，打造

好的土壤基礎，讓大地透氣，並利用永康砲校

豐富的綠色資源，打造南北長1公里、面積近20

公頃的都會森林綠地，提供人、生物寬廣的療

癒空間。

本計畫利用創意地景、管理水資源、改善

土資源、增加綠資源、吸引生態棲息、多元空

間使用等方式，創造這塊土地具多元活動發生

圖10 永康砲校鳥瞰圖

表1 園區整體規劃設計準則

系統架構 說明 示意圖

大眾運輸
及

自行車
系統建構

●  配合臺南市政府公共運輸政策，於聯外之主要道路預留
公車站設置空間，以利綠色運具推廣。

●  於基地45公尺計畫道路、40公尺園道及串聯公園之主要
道路設置自行車道，並串聯區內公園、園道等動線，對
外預留銜接北側鹽水溪自行車道(出海口連台江國家公
園)。

●  鄰近火車站及其他合宜的位置設置T-Bike自行車租借空
間，公園、人行道設置自行車駐車架，推廣鐵馬休閒遊
憩。



3
專
題
報
導

154 │No.115│July, 2017

系統架構 說明 示意圖

人本環境
系統建構

●  設置假日徒步街區，考量南北遊憩動線、社區接駁巴
士，讓綠色運具成為地區觀光遊憩新選擇。

●  結合雙側退縮空間，留設寬闊人行道。
●  於大型公園留設展演空間、表演舞台。
●  因應高齡化社會到來，納入通用設計的概念和構想，建

構宜居及無障礙的通行環境。

道路景觀
系統建構

●  永康砲校擁有豐富的綠色資源，透過原地保留或區內移
植植栽，讓新興的開發區保有大片的綠色視野和林蔭空
間。

●  規劃設計林蔭大道，搭配四季植栽、誘蝶鳥植栽、密
林、降溫風廊，舒緩都市熱島效應。

●  道路中央分隔帶配置加寬、路側人行道以植栽帶取代植
栽槽的設計，以利植栽生長。

●  藉由道路植栽帶串聯破碎棲地，並使整體生態、景觀具
延續性。

公共藝術
環境建構

●  於街角進行綠美化景觀設計，型塑優美、具視覺穿透性
之空間，提供作為民眾活動、休憩使用及防災疏散的臨
時場所。

●  街角及人潮密集處避免設置變電、電信箱等，將前述設
施予以美化遮蔽，並移遷至中央分隔帶。

●  配合當地環境及使用需求，設置休憩座椅或街道傢俱，
並融合景觀藝術設施。

●  開放空間裝置藝術品，融入在地韻味的記憶與地方特
色。

防災保水
系統建構

●  基地北側為公園兼滯洪池用地，透過三度空間的地景式
設計(開放展演空間/乾式滯洪池/草坡地景)。多功能之
活動大草坪，滯洪量達五萬立方公尺，有效調節地表逕
流、延緩洪峰，保障區域安全，降低下游排水系統負
擔。

●  道路人行道採用透水混凝土，停車場採用植草磚設計，
公園提高透水鋪面比例。

●  道路快慢分隔島設計雨水花園，延長地表逕流下滲時
間，並透過工程設計避免積水孳生蚊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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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友善植栽設計

本計畫在不影響用路安全的前提下，將

現地之植栽盡可能原地保留或採取區內移植，

以尊重現地環境之精神，型塑「綠色園區」之

效。都市計畫變更及在公共工程設計期間所採

取友善植栽作為，羅列部分簡述如表4〜8。

三、資源再利用

一般而言，土地開發案面對區內既有混凝

土路面皆以破碎、運棄方式處理，本計畫發揮

巧思，利用混凝土路面平整、強韌之特性，處

理後進行滯洪池底面、坡面的鋪設，可以穩定

滯洪池避免掏刷、避免大範圍長草衍生安全管

理及環境維護之問題，也可以減少廢棄物外運

處理之費用，降低工程碳排放量，達到節能減

碳之功效，如表9。

肆、設計實踐

由於永康砲校區段徵收第一期工程已於106

年初開工，預計107年中將完竣，特將部分願

景示意圖搭配現場施工照片或設計模擬交替呈

現，據以說明目前辦理情形。

一、低衝擊開發(LID)導入

「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

簡稱LID)是透過就地、分散、小規模的源頭管

理方式，管理暴雨所產生的逕流和污染，使開

發前後的水文循環相趨近，可避免逕流過度集

中，且可透過植物、土壤及土中微生物的過濾

改善水質。常見的技術包括綠色屋頂、透水性

鋪面、雨水儲留系統、植生雨水滯留槽、植生

草溝等，除了綠色屋頂屬建築工程，未納入本

計畫公共工程，其餘有關低衝擊開發之設計內

涵，簡述如表2〜3：

表2 低衝擊開發設計(一)

設計說明
停車場的汽車停車格以植草磚作為鋪面，並於路側植栽帶規劃植生草溝及雨水滯留槽。為避免草
溝低窪處積水孳生蚊蠅，草溝下方鋪設透水粒料並埋設透水管，以加強地表水入滲。

設計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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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模擬

表3 低衝擊開發設計(二)

設計說明
路側鄰近公園、停車場等公共設施空間，透過植栽帶、草溝的導引，將地表水分散至植生雨水滯
留槽/雨水花園等進行儲留、下滲及水質過濾。側向高位設置排水孔導入側溝，以避免強降雨造成
逕流滿溢。

設計示意

設計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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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友善植栽設計(一)

設計說明

在都市計畫變更階段，協助臺南市政府都發局將初步調查符合「臺南市珍貴樹木保護自治條例」
的樹木列冊，除部分劃入公園等公共設施用地外，對位於私地的部分，則訂定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予以保護，略以「建築基地內現有具保存價值之樹木，應予原地保留。如無法原地保留
時，應擬具移植計畫及復育計畫書圖提送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並邀請專家學者及農業局協
助審查。…」透過都設條文予以保護，並增加法定容積獎勵，以鼓勵地主或建商妥善照顧用地的
受保護樹。

設計示意

表5 友善植栽設計(二)

設計說明

公共設施設計階段，在不影響用路安全性的前提下，將道路用地內的樹木盡可能原地保留，並嚴
謹考量植栽原地高程，作為道路路面高程設計之參考，避免因高程配置不當造成植栽區域過度填
築，植栽根系受覆蓋將影響根系呼吸及生長，過當的根系開挖也容易造成植栽發展不良，影響樹
木的穩定性。

設計示意



3
專
題
報
導

158 │No.115│July, 2017

設計模擬

表6 友善植栽設計(三)

設計說明

為保護部分位於人行道的植栽，有別於以往採用修剪樹木根系以配合人行道植穴的方式，本計畫
採架高地坪的方式來設置人行道。這樣的設計除避免過當地修剪植栽根系，架高地坪不會大面積
覆蓋土壤，可提供樹木良好的生長空間，也免除日後板根性植物竄根導致人行道隆起毀損的狀況
發生。

案例照片

案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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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友善植栽設計(四)

設計說明

本計畫對於綠色資源的維護不遺餘力。部分無法原地保留，樹木生長狀況又良好的樹木，本計畫
將優先移植於區內，並採全樹冠移植方式辦理。一般而言，採一般移植由於進行強剪，造成樹型
崩壞、植栽存活不易，且新生的不定枝結構力弱，易受風折斷造成傷亡，因此本計畫採用費用較
高的全樹冠移植工法，雖然需付出較多的精力、經費和時間，但邊際效益佳，亦較符合現代愛護
綠色資源的潮流。

施工照片

案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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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資源再利用

設計說明
將既有混凝土路面進行標記後，破碎至至少3平方公尺為一單位，現場再依據設計的坡度、高程進
行滯洪池開挖、板塊鋪設，板塊與板塊之間則以破碎至直徑10公分以下混凝土塊填塞，作為透水
之用，藉以維持滯洪池面的穩定。

施工照片

表8 友善植栽設計(五)

設計說明
為避免施工階段原地保留樹木受到破壞或傷害，針對樹木群居處劃設樹木保護區，以限制人員及
機具進出，並於施工說明書要求派員定期維護管理並進行監控；單株的樹木則於施工前採圍籬圍
設保護，如空間不足則以樹幹包裹麻布或塑膠網保護。

設計示意

案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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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展望

面對當今環保意識的高漲及對於環境生態

保育的重視，工程開發往往面臨比以往更多的

質疑和挑戰，如何兼顧工程之需要、減少開發

量體、降低對環境衝擊、進而修補動植物棲地

並營造生物共榮的空間，是工程人員不可迴避

的課題。

本公司於「臺南永康創意設計園區」區徵

公共工程投注許多創意與巧思，並在臺南市政

府都發局及地政局的指導下，將教科書或國外

才會出現的設計構想經在地化之後具體呈現。

過程中並擴大環保人士之參與，藉由彼此觀念

之傳達與溝通減少誤解，接著融入低衝擊開發

(LID)、友善植栽設計、回收資源再利用等設計

巧思，以期落實開發區成為低碳、生態、創意

的優質宜居園區。

設計模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