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決策之研究 

 

 1-1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自古以來，人類因河流而文明，許多全球聞名的都市更是傍河而生，

依河而美，流過各大都市的河川多重樣貌，皆忠實地紀錄了都市發展變遷，

河川發展與都市規劃，密不可分。而水岸發展（Waterfront Development）

早在先進國家之都市發展與更新建設中，成為一個新的焦點，它除了涉及

水岸都市更新再利用、土地使用重新規劃、休閒遊憩發展、都市開放空間

系統之聯繫外；更重要的，它與都市河川整治結合為一體（郭瓊瑩，1990：

18）。水域是地球上生物密度最高的地方，也是最富生物多樣化的地方，但

由於人類對於水資源過份掠取利用，因此嚴重損及豐富的地球生態體系（林

憲德，2003：502）。近年來，人們對於生活品質的要求提高，但都市中未

開發空間有限，因此河流兩岸的河灘地就成了重要的住宅、交通及綠地空

間（林孟龍、王鑫，2002：37）。緊貼著河流而生的岸邊區域，在鄉村地區

通常為較完整的水生植物生長地與兩棲動物棲息地；而在相對寸土寸金的

都市土地裡，則成了不可多得的開放空間。 

過去五十年，強調經濟發展的台灣，為解決因台灣主要以高山地形為

主而可開發土地相對稀少的開發窘境，常罔顧自然生態保育的重要性，進

而與河爭地，基隆河截彎取直即最為人所知的實例。然而在國人津津樂道

之餘的近幾年來，因河道縮減導致遇颱風豪雨必淹水的基隆河，是基隆河

岸住宅的社區居民心中揮之不去的夢魘，而此應即大自然要教給我們的「人

應順天」，更是因為忽略河川生態保育考量的政策規劃而致災害頻傳之最佳

佐證。周志龍（2004：206）即指出，傳統台灣都市計畫幾乎完全忽略水與

綠的環境，也就是完全忽略河川溝渠及綠野所形成的都市人文與生態紋

理。然而人類亦僅為自然生態系的一環，在生態食物鏈中本為消費者角色

的人們常因忘卻此點，成為自然生態系中的資源掠奪者而不自知。人類掠

奪心態反映在環境行為上，致使都市生態環境的失衡，颱風豪雨帶來土石

流與溪水暴漲對環境所造成的襲奪歷歷在目；而這些鮮活的經歷讓生態保

育、水土保持與都市容受力等環保觀念的重要性亦逐漸深植民眾心中，如

水岸、濕地等都市邊緣開放空間之發展規劃，也逐漸被人民與政府所正視。

而政府更積極地首度將都市水岸發展納入「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之列，以「水與綠建設計畫」為落實目標與指導性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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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都市蔓延與此起彼落之政府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而入侵河川自然生態

中動植物重要棲息區的河岸地，造成都市綠地驟減、開放空間不足及都市

意象遭破壞殆盡；而未顧及流域連續及其沿岸河川土地的生態完整性，致

使河岸空間的破碎不連續性，不僅切斷棲地動物遷徙廊道（corridor），更

造成都市居民間的冷漠隔閡；而過去台灣進行河川保育規劃或重大公共工

程建設之際，往往將規劃設計權利的執行交由學術界的校園工作室或私部

門的工程顧問公司等規劃團隊，這樣的規劃模式雖得以達成河岸綠美化的

視覺景觀效果或單一目標（如交通）的完成，卻難以貼近當地居民真正需

求且無法喚起其內心對該河川的認同感，缺乏認同也就難以要求其負起後

續該河岸維護管理責任，只因河岸係屬都市開放空間的一種，亦即所有權

歸屬公有土地的河岸地係為容易產生搭便車（free rider）現象的公共財，

使得河岸規劃效益無法永續經營，不僅河岸機能無法發揮得淋漓盡致，甚

至徒增規劃資源的浪費。過去凡事講求經濟效率與考究立竿見影的台灣，

政府部門因忽視自然生態重要性而讓遭受污染的地域性溪流面臨草率加蓋

的命運，不僅導致河川生態失衡情形日益惡化，不見天日的河流更剝奪了

都市居民享受河川環境機能所帶來的適意性（amenity）。 

 

Cunninghan（1972）將民眾參與定義為「普通社區的業餘人員，在社

區的相關決策事務，執行其權力的一種過程」。此處的「業餘人員」是指社

區成員，這些人員擔任沒有薪水的社區事務管理及推廣行動，但他們可保

有叫其他人更多的資訊及正式權力，他們可以在參與過程中，因其他人的

認可而保有更多的控制權（陳金貴，1992）。這是目前民眾參與活動中，最

為廣泛運用的有效模式，匯集相關或關心公共事務與公共政策形成的民

眾，透過組織運作的方式如地方性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NGO）、社區發展協會及地方文史工作室等組織，與決策部門

溝通並傳達意見的方法。強調政治民主的今日，隨著社會變遷，都市居民

對於生活品質的要求，民眾參與（Citizen Participation）的理念成為落

實都市空間改造中的一個重點，社區意識逐漸抬頭，生活環境的改造和社

區事務的規劃可謂息息相關。 

由於每一條河川因著生物多樣性而各有其特色，因此統一制訂河川生

態標準是沒有意義的，並且可能因土地使用目的的改變，造成單調的水域

景觀，因此水域空間的自然美化應與其周邊的自然環境互相結合發展（韓

選棠譯，1998：9）。緣此，都市地理空間中較具生態完整性的河岸規劃

（riverbank planning），更應該要與當地社區的固有特色相互輝映。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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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1997：4）認為，社區參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的旨趣乃在

於有目標、組織和行動導向的過程與投入，尤其是在某特定地理區域內，

結合社區成員以及有共同利益的相關組織團體，藉以凝聚社區意識和提高

社區生產力，以及提升社區成員生活品質，或設法解決社區的各種困難和

問題。而觸及生態保育環境課題的都市河岸規劃亦屬促進社區發展、建構

社區意識及提升社區生活品質的公共事務之列，而社區參與係為實現公共

事務的主要元素之一；過去缺乏民眾參與的河岸空間係由政府監督、市場

運作的規劃過程，規劃完成即抽離的私部門規劃業者專注於官方業主交付

之規劃目的，並未負責該地區後續管理維護責任，致使河岸景觀破壞、河

岸環境衛生低落及河岸地使用恣意開發等現象；而西方先進國亦觀察到以

「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市場決策模式」與以「國家機關」為中心的「政

府統治模式」均無法有效解決公共問題後，紛紛提出社區主張，希望在市

場與政府、個人與國家之間，以社區搭起雙方溝通的橋樑；例如美國前總

統柯林頓主張在國家資源日益窘困的今日，聯邦政府機關應該充分運用社

區資源，以協助實現公共利益的目標（Tam,1998：2）。本研究擬以自民眾

參與及水岸發展等相關論述，建立以地方性非政府組織為規劃設計自然水

岸都市主力之參與模式。 

 

貳、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欲試以民眾參與、環境規劃為主要論述，並藉由

研究文獻的歸納整合，探討民眾參與保育河川規劃、設計之可行性，建

構出以非政府組織參與政策規劃之模式，提供政府往後興建重大公共工

程之際，與民眾共同研商當地生態景觀、地方發展考量之參考依據。基

於上述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一、瞭解政府機關於現行河川保育政策、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畫決策過

程中民眾參與元素之執行情況。 

 

二、依據國內外文獻及民眾參與河川保育等案例經驗，探求各種民眾影

響決策之模式，提供公部門、地方民眾及地方性非政府組織落實以

整體考量推動都市水岸發展之思考方向。 

 

三、透過深度訪談與參與觀察研究，分析地方性非政府組織參與個案情

形，並歸納出非政府組織影響政策規劃決策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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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內容 
 

壹、研究範圍界定 

 

本研究選擇淡水河流域的三大支流之一的新店溪作為主要焦點聚集的

河川，係因相較於大台北都會區內的其他河川，新店溪獨特地源自海拔高

度僅約 500 公尺的哈盆自然保留區1，是自然原始林相生態保存較為良好的

河岸空間，不僅上游植被樹種豐富，下游華江橋下更有可觀察沼澤生態的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河川沿岸不僅自然生態景觀豐富，主流更流經人口密

度極高的永和地區，希冀藉由與水岸社區居民的結合，營造人類社會與自

然環境共生共存的生態永續。 

一、地理空間範圍 

主要地理空間範圍沿著橫跨新店溪的秀朗橋至華中橋河段河岸空間，

以及連接河岸兩旁之住宅社區，主要以「台北都會區環河快速道路台北縣

側建設計畫」永和段為主，工程標數為第七標至第九標，全長約 5公里。 

 

 

 

 

 

 

 

 

 

 

【圖 1-1】研究地理空間範圍圖 

資料來源：http://www.cpami.gov.tw/pwi/lw/lw_1.php 

 

二、對象範圍 

    本研究將以「環快興建永和段抗爭事件」為焦點個案，與該事件有關

之政府、民間利害關係人士為研究對象，以「愛河保家自救會」核心成員

為主，民意代表與當地居民為輔。 

                                                 
1 位於台北、宜蘭兩縣交界的哈盆係新店溪上源南勢溪源頭的盆地，北面以阿玉山為界，

南至紅柴山，西以志良山，東至粗坑溪為止，得天獨厚，群山環抱，集水區面積廣達 1098
公頃（台灣河川風情，漢光文化編輯部：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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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內容 

  

本研究先藉由探討分析我國目前水岸發展、河川保育之現況闕漏，並

參考國內外相關以社區民眾參與河川保育之案例經驗，本著「生態永續，

尊重自然」為建構 NGO 參與河川保育政策規劃之理念，基於上述提及我國

目前面臨的都市河川保育缺失，藉由相關研究文獻整理，提出目前有關民

眾參與河川保育上所面臨的問題，並針對該等課題研擬解決對策及方案，

以成功的非政府組織藉由參與影響河川保育規劃模式，提供未來政策制定

之參考。緣此，各階段的主要研究內容分述如下： 

一、相關理論與文獻之探討回顧 

藉由民眾參與、水岸發展及環境規劃等理論文獻之回顧分析，檢視水

域空間在整個生態系統中所扮演不可或缺的角色，以此瞭解都市水岸發展

也是都市生態中的一環，並藉此形塑本研究之理論架構。 

 

二、國內外案例之比較分析與研究 

    藉由國內外水岸發展與參與式規劃的成功案例之蒐集，分析其組織影

響規劃之特性與策略運用，期能汲取可應用經驗，結合台灣在地都市河岸

獨特性質，發展為適用於我國地方性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規劃之構想。 

在國內案例部分，本研究擬選定主要以居民參與河岸規劃之台北市士

林區「福林社區」為主，其他社區參與規劃案例為輔；而國外案例部分，

將初步選定水資源教育中心(The Water Resources Education Center)，

此為一看守鄰近溫哥華海洋公園的哥倫比亞河之非營利機構組織；此國內

外案例將作為本研究比較分析的主要案例。 

 

三、新店溪河岸規劃現況分析與課題探討 

    透過實地調查與文獻資料蒐集之後，除觀察新店溪水岸生態環境存續

情形之外，並瞭解當地居民對於現行重大公共工程建設造成房屋價值、生

態景觀及寧適親水等方面的衝擊之反應，提出課題探討改進。 

 

四、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政策規劃之模式 

    透過上述相關理論文獻的探討與研究個案實地訪談的意見，應用國內

外民間組織參與水岸規劃發展的案例經驗，以自然生態觀思考，並以地方

民眾參與為主體，建構非政府組織經由參與，進而影響河川保育政策規劃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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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壹、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分析法 

 

本研究將藉由專門書籍、學位論文、學術期刊文章、研討會文章、研 

究報告及網站圖文資料等出處，多方面蒐集與都市河流水域相關的民眾參

與理論、環境規劃理論及水岸發展論述等學術著作之歸納分析，作為本研

究建立地方性非政府組織參與都市河川保育規劃的理論基礎。 

 

二、案例比較分析法 

 

    基於古人「見賢思齊，見不賢而內自省」的概念，本研究擬藉由探討

結合社區或第三部門與河岸地區發展的案例之比較分析，瞭解各案例間河

岸空間規劃成功之要件，以及規劃過程中政府、社區居民地方性環保組織

所扮演的角色，作為本研究後續於建構都市河川保育參與規劃機制之參

考；此外，更進一步找出各案例於操作過程中的缺失，並於後續研究的模

式建構中引以為戒。 

 

三、深度訪談分析法 

 

    透過對於民眾參與河川保育的瞭解與認識，本研究針對民間參與政策

規劃決策之看法、建議及可行性的訪談，汲取其實務操作上之寶貴經驗，

作為本研究擬定沿新店溪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規劃模式之參考。本研

究擬針對「台北都會地區環河快速道路台北縣側建設計畫」永和段之居民

抗爭事件，深入觀察並訪談該事件主要抗爭團體「愛河保家自救會」成員，

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人員。 

 

    本研究所進行的訪談時間自 95 年 5 月 2 日起，至 95 年 5 月 15 日止，

共訪談 12 個受訪者，包括 7位自救會核心幹部成員、社區大樓管理委員會

主委、沿岸社區住戶、永和市民代表及公部門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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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流程架構如下圖所示。 

 

第 

一 

章 

 

 

第 

二 

章 

 

 

 

 

第 

三 

章 

 

 

 

第 

四 

章 

 

 

第 

五 

章 

第 

六 

章 

【圖 1-2】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民眾參與理論環境規劃理論 水岸發展參與論述 

水岸社區現況調查與分析 國內外案例分析比較

綜合比較分析

NGO 參與都市河川保育之課題探討 

歸納 NGO 參與政策規劃模式與策略原則 

深度訪談 

非政府組織參與政策規劃過程之模式探討 

結論與建議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範圍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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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探討與文獻回顧 
 

本研究以民眾參與理論為主軸，用都市河川及河岸地作為媒介，藉由

社區居民參與的力量，尋找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育兩者之間的均衡點；故在

相關理論探討上，將著重於民眾參與定義、要件與模式做探討、都市河岸

空間發展相關學理沿革及參與式規劃有關論述等理論學說之整理，以作為

本研究後續建立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模式之依據。再者，於文獻回顧

方面，將整理與本研究「自然生態保育」、「河岸規劃模式」及「社區民眾

參與」等三大核心內容之文獻整理分析，輔助本研究建立非政府組織參與

河川保育模式的論述基礎，強化非政府組織影響決策之策略探討。 

 

第一節  民眾參與理論 
 

    近年來，民眾參與（citizen participation）逐漸成為公共事務研擬

政策時，尋求政策合理性及合法性基礎的一種新的模式。民眾參與式一種

長期性行動，是使民主社會機能健全不可獲缺的要素（黃文陽，1995：57）。

Smith（1984）認為隨著都市化發展的趨勢，都市的公共事務亦趨於多樣化，

當政府與行政結構已達到無法反應個人需求之規模，使決策者與受決策影

響者之間的距離越來越大，決策的合法性便會有問題，因此需要民眾參與

對這樣的現象進行改變（王菁雲，2000：7）。其理論經過多年發展已成為

一種時代趨勢，但在各種不同文化背景與學術領域中，民眾參與定義也隨

之不同，不同學者對於民眾參與的定義，賦予民眾參與各種樣貌的可能性。

本研究於此節對民眾參與的定義、意義與形式等相關理論作一闡述。 

 

壹、民眾參與的定義 

    民眾參與（citizen participation）概念眾多，如公眾參與（public 

participation）、公眾涉入（public involvement）、民眾涉入（citizen 

involvement）、民眾活動（citizen action）及社區涉入（community 

involvement）等，雖然名詞不同，但於某種程度上的意義是相通的。民眾

參與觀念源於政治參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前者將參與行為偏

重於政府決策的參與，而後者將參與重點著重於政治參與對政治系統本身

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而兩者最大不同在於民眾參與係指在政府決策過程

中，針對某特定政策議題或計畫，民眾被保有發言權，且其意見並應受到

相當程度的重視及採納（李麗霞，19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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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位學者專家皆曾對民眾參與給予定義，Glass（1979）將民眾參與定

義為提供民眾參加政府決策或規劃過程的機會；而 Hill（1989）認為民眾

參與是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提供公眾參與機會，兩者理念頗為相近；Arnstin

（1969）認為藉由民眾參與可使原本沒有決定權的民眾，能有計畫地被納

入考慮，此與 Creighton（1981）認為除了提供參與機會之外，民眾參與

將對未來的決策造成影響的理念相類似；Skeffington（1969）則提出民眾

參與除了提供參與機會、共同決策之外，並且對於決策者與民眾之間相互

合作富有教育意義。而 Renn（1995）等人對公眾參與的定義為一個提供意

見交換的論壇，目的在於集合政府、民眾、權益關係人、利益團體或業者

等，針對某個特殊問題或決策進行溝通；由該定義看來公眾參與包含許多

形式的論壇，使「公眾」與「決策者」之間產生交互作用，而「公眾」並

不是個同質性團體，而是由非常多樣的、一直性的個人或權益關係人所組

成的（李光中、王鑫，2003：97）。 

 

    Garson & Williams(1982)則認為民眾參與是更多的政府回應和民眾以

更直接的方式涉入公共事務的行動，尤其是在方案的執行和管理上；他們

的觀點傾向於政府機構與民眾的直接接觸，民眾直接傳送訊息於政府決策

單位，而政府機構則直接提供服務給其顧客－民眾；此一論點近似本研究

個案中的愛河保家自救會，出於完全自發性的組織成員，通常直接與承辦

政府代表進行交涉，以確保組織理念與訴求傳達給決策者。而彭光輝

（2002：152）認為民眾參與理念在目前強調權利保障的法治觀下，為落實

對人民權利的保護，要求公權力因公益理由而限制人民權利時，應使有關

之當事人有表達意見的機會；其因公益而必需犧牲私利時，應對權利關係

人有適當之補償，所以民眾參與式補充行政機制與代議民主缺憾之良方。 

    Cunninghan（1972）則將民眾參與定義為普通社區的業餘人員，在社

區的相關決策事務，執行其權力的一種過程。而此處所指業餘人員係指社

區成員，這些人員擔任沒有薪水的社區事務管理及推廣行動，但他們可保

有較其他人更多的資訊及正式權力，他們可以在參與過程中，因其他人的

認可而保有更多的控制權（陳金貴，1992）。本研究之研究個案當中的愛河

保家自救會成員，皆符合該定義中之「業餘人員」，不支薪的組織幹部透過

理念宣傳與理性訴求獲得該地區其他人之認可，而擁有足夠控制權與政府

代表協商溝通。爰此，民眾參與的意涵，是在民眾直接參與政策制定過程

下過程下，使政府決策能充分反應民眾需求。本研究整理眾專家學者及研

究者對民眾參與的定義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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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民眾參與定義彙整表 

學者 名詞 定義 涵義 

Skeffington 

(1969) 

Citizen 

participation

民眾參與係與決策者共同分享

擔當政策與提案的形成角色；

並且在決策者與被規劃者之間

隱含雙方合作與互相教育的實

質意義。 

分享決策 

參與教育 

Arnstein 

(1969) 

Citizen 

participation

民眾參與是民眾權力之一，是

一種權力再分配；藉由民眾參

與可使得目前排除在政治經濟

過程外，而沒有權力的民眾可

在未來能計畫地納入考慮之

中。 

權力分配 

容許大眾參與 

Cunninghan 

(1972) 

Citizen 

participation

民眾參與為普通社區的業餘人

員，在社區的相關決策事務，

執行其權力的一種過程。 

社區參與公共事

務決策 

Glass 

(1979) 

Citizen 

participation

民眾參與為提供民眾參加政府

決策或規劃過程的機會 

決策分享 

參與教育 

Creighton 

(1981) 

Public 

participation

公眾參與泛指一般公眾或機構

組織參與有關政府決策的一系

列程序，此程序係由對政府決

策有研究興趣且受其影響之個

人、組織機構參與者，而且其

參與過程在未來政府機關或自

治法人團體之決策中需要某種

程度之被諮商和納入考量 

強調參與者類別 

諮商考量影響決

策能力 

Garson & 

 Williams 

(1982) 

Citizen 

participation

民眾參與是更多的政府回應和

民眾以更直接的方式涉入公共

事務的行動，尤其是在方案的

執行和管理上 

直接參與 

政府回應 

Smith 

(1984) 

Citizen 

participation

除了選舉投票外，任何被相關

民眾（個人或團體）所採取以

影響決策、計畫或政策的行動 

影響決策能力 

Hill Citizen 民眾參與是在政府決策過程 決策分享 



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決策之研究 

 

2-4 

(1989) participation 中，提供公眾參與機會 

Renn et al. 

(1995) 

Public 

participation 

一個提供意見交換的論壇，目

的在於集合政府、民眾、權益

關係人、利益團體或業者等，

針對某個特殊問題或決策進行

溝通 

多方參與 

意見交換 

吳英明 

曾憲郎 

（1994） 

Citizen 

participation 

政府相關決策機構在政策規

劃、制定與執行過程中、相關

民眾、團體透過民眾自主意識

表達參與某公共事務的行動，

同時也透過各種手段與方法，

適切的表達其主張與需求，而

影響公共政策過程或公共事務

決策的行動。 

民眾自主 

影響決策 

黃文陽 

（1995） 

Citizen 

participation 

在民眾直接參與政策制定過程

下，使政府決策能充分反應民

眾需求，民眾參與並非社會菁

英參與，也不是社會上特定人

士的參與，而是關心公共事務

的民眾，在自主的前提下，提

出對公共事務適當的意見及政

策方案。 

民眾自主 

非特定參與 

賴宗裕 

(1998) 

Citizen 

participation 

將決策權自政府機構及精英手

中，重新掌握到民眾手中，在

參與過程中雙方應建立共識，

以追求共同的目標與利益；簡

言之，民眾參與為合法的居民

（市民）為某種公共事務與公

共目的而參加政府的活動。 

決策分享 

達成共識 

曾瓊瑤 

（2003） 

Citizen 

participation 

對於居住地區的事務與計畫，

只有民眾本身才是需求和感受

的最重要詮釋者；參與只是一

種方法，對於透過民眾參與得

到的決策成果，無論好壞，民

決策分享 

責任共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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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都有責任與決策者共同分享

與分擔。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上所述，吾人可知民眾參與在政治運作、社會結構及行政技術等層

面上居有許多正面意義（王菁雲，2000：9）： 

一、政治運作：彌補代議制度之不足、政治權利的重新分配。 

二、社會結構：提供民眾學習的機會，學習爭取自己的利益，並促進民眾

對社區之認同感。 

三、行政技術：可增進規劃者對決策問題相對於當地居民權益之瞭解，進

一步減少計畫執行之衝突。 

根據多位專家學者對民眾參與的定義觀之，歸納得知良好民眾參與過程需 

具備下列要件，包括參與主體和客體分別為民眾與公部門、參與內容即為 

影響民眾權益之決策或計畫、參與時機自規劃決策前至規劃後續通盤檢討 

及維護管理及參與特徵為決策權力再分配等四項要件，分述如下（賴宗裕， 

1998；王菁雲，2000；陳志輝，2002；曾瓊瑤，2003）： 

一、民眾參與主體與客體 

    民眾參與主體為「民眾」，廣義而言包括所有團體及個人，狹義而言則

只受該計畫或政策影響，且為法律所認可的團體或個人；相對的客體

即為公部門，主客體之間即民眾與政府決策者其間的平衡及權益控制

即為民眾參與成功與否的關鍵。 

二、參與內容 

    在社會資源分配中，決策及規劃過程會直接或間接使個體受益或受

損，故影響民眾權益的決策與計畫即為民眾參與的主要內容。 

三、參與時機 

    政策形成或規劃過程是決策必經步驟，民眾參與時機應從規劃開始至

計畫終結、從政策形成至政策制定。以都市計畫角度觀之，參與時機

可分為 

1.規劃構想形成階段，即進行基礎資料蒐集與調查階段； 

2.規劃進行階段，即實質規劃、設計階段； 

3.規劃完成進入審議、實施階段，即民眾得就計畫核定內容進行某種

程度上的實作參與； 

4.通盤檢討階段，即後續維護管理與可進行成效評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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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參與特徵 

    民眾參與是政治權力中心或權限與政治菁英權力之重新分配，是將決

策權自官方機構及菁英手中重新回歸到民眾手中；爰此，民眾參與特

徵為一種權力釋放。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民眾參與是以非特定民眾高度自發性參與為前 

提，就自身權益休戚與共之公共事務的決策（descion-making）過程，透 

過各種策略達成其需求，民眾與決策者（descion-maker）之間建立共同目 

標與認知，進而決策共享、責任分擔的一種民主政治運作方式。以本研究 

個案來講，愛河保家自救會的成立完全係出於高度的自發性，以交通為主 

要考量之環河快速道路之高架興建，危害當地居民財產保值、生活環境及 

河川生態的存續，當地因事件成立之非政府組織取得地方居民認可與信任 

關係後，透過各種手段與方法一點一滴地走入規劃設計之核心決策，成為 

實質規劃設計參與者。 

 

貳、民眾參與模式 

 

    由上述參與時機看來，就公共政策運作過程而言，政策制定概略可相

對應細分為五個階段，包括政策問題認定、政策規劃、政策合法化政策執

行與政策評估，在每個階段皆可有民眾參與時機與策略。雖然公民參與的

時機越早越好，但在決策者尚未定義出明確解決方案，僅抓到議題邊緣而

未切入核心時即讓民眾參與決策，可能造成不但無法解決問題甚至製造新

問題的窘境（Fischer，1993：172），如此一來，貿然的民眾參與也容易會

有民意凌駕專業之嫌。但若公部門在政策合法化之後始提供參與則為時已

晚，也就是說倘若在細部計畫審議核定後始加入參與元素，由於木已成舟，

既定事實已難再讓民眾參與於政策上產生作用。 

 

然而就政策規劃而言，研擬政策方案以解決公共問題，通常含有「行

動」（action）與「改變」(chang)的雙重意義，而在此階段往往涉及各種

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權益，因此決策者必需加以考量民眾需求，

John Forester（1989)認為決策者在規劃過程除需具備技術性與實用性等

專業知識外，仍須考量人民基本需求，鼓勵並導引公民參與，讓公民對攸

關自身權益的議題享有發言權（江明修、劉梅君譯，1995：94-97）。爰此

本研究認為應於政策合法化之前即讓民眾進入參與，民眾意見的傳遞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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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質影響作用；意即在政策規劃階段，若民眾能被授與參與的機會與管

道，則其參與影響政策擬定的可能較為彈性。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將著

重於民眾參與政策規劃階段的參與方式之探討，作為後續建立非政府組織

參與河川保育模式的參考，以下分別就 Arnstein 民眾參與階梯與 Fagence

對民眾參與方式的分類加強說明。 

 

一、Arnstein 民眾參與階梯 

    於 1969 年，Arnstein 在美國都市設計協會特刊上發表的民眾參與階

梯如下表所示，成為日後規劃學界所普遍討論和引用。Arnstein 以參與程

度之不同將民眾參與類型分為三個層級八個階段，包括完全無參與的層級

一，其中二個階梯為政府操縱（Manipulation）與治療（Therapy）；象徵

性參與的層級二，其中三個階梯為告知（Informimg）、諮詢（Consultation）

跟安撫（Placation）；完全參與的層級三，其中三個階梯為合夥

（Partnership）、授予實權（Delegated Power）及公民控制（Citizen 

Control），茲分述如下（曾瓊瑤，2003；王菁雲，2000；黃文陽，1995）： 

 

【表 2-2】民眾參與階梯表 
層
級 No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例證 

8 民眾控制 Citizen Control 公民諮詢會議 

7 授予實權 Delegated Power 方案的功能控制、運作式的否決權

完 
全 
參 
與 6 合夥 Partnership 地區組織、利益團體 

5 安撫 Placation 公民顧問協議會的合作程序 

4 諮商 Consultation 公民調查、地區會議 

象 
徵 
性 
參 
與 3 告知 Informing 公開宣佈、地區會議 

2 治療 Therapy 當作教育過程的團體集會 

 

民

主

化

程

度 

高 

 

低 

無 
參 
與 1 政府把持 Manipulation 地方政府/控制 

資料來源：參考自 Sherry R. Arnstein,1969，本研究整理 

 

◎  完全無參與 

在此一層級裡面，民眾並沒有真實的參與，而是由政府人員完全主導

政策決策過程，包括政府把持（Manipulation）與治療（Therapy）等階梯。 

1.政府把持/操控（Manipulation） 

  於此階梯，民眾參與僅被政府視為與民眾維持適當公共關係的手段，在

整個民眾涉入的行動過程中，民眾在決策上並沒有實權，甚至也少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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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機會，民眾在參與過程僅處於被政府教育的地位，或只是在政府決策

過程，為政府決策結果背書。 

2.治療（Therapy） 

  於此階梯的基本假設是將民眾對政府決策或作為的失落及挫折感，視為

一種疾病表徵，而政府決策人員是希望藉由民眾參與來彌補民眾自身的

失落及挫折感，並在教育民眾等互動過程中得到民眾的支持。 

 

◎  象徵性參與（低度參與） 

    於此一層級裡面，政府與民眾有互通訊息的機會，但政府的政策決策

過程，則是屬單向告知參與之民眾，民眾並無權力影響決策結果，係屬象

徵性參與。於此階段民眾意見雖可以向上表達，也有機會、管道讓民眾充

分涉入整個參與行動，但民眾並無決策實權，甚至亦無法確保民眾意見可

充分被政府決策單位納入規劃過程，包括告知（Informing）、協議

（Consultation）及安撫（Placation）等三階梯。 

3.告知（Informing） 

  此階梯的告知係指政府規劃單位單向告知參與民眾，且是在政策規劃過

程後期才通知民眾，民眾往往無機會表達其意見及需求。 

4.諮詢（Consultation） 

  在諮詢階梯，民眾雖可表達其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及意見，但並無法確保

民眾意見會被納入規劃過程中。 

5.安撫（Placation） 

  在此階梯中參與民眾對政策規劃過程及決策已有一些影響力，但因力量

薄弱，因此常會被忽略掉。如國會中的少數派，儘管已置身於決策圈，

但若無法結合其他更多人，則意見往往無法產生效果。 

 

◎  完全參與（高度參與） 

    於此一層級裡面，參與的民眾係與政府決策單位處於同等地位，民眾

可以用協商、談判方式，與政府共同規劃、決策，民眾擁有影響決策結果

的實權，甚至完全主導規劃過程及決策結果，包括合夥（Partnership）、

授予實權（Delegated Power）及民眾控制（Citizen Control）等三階梯。 

6.合夥（Partnership） 

  在合夥階梯中，參與民眾與政府決策單位經由聯合政策委員會、規劃委

員會等共同成立的單位，以合夥方式共同分享決策的權力，民眾與政府

在政策決策過程是處於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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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授予實權（Delegated Power） 

  於此階梯中，參與民眾對公共政策享有充分的規劃、決策權力，政府單

位只能透過聯合單位傳達意見，支援民眾所需資源，只是處於監督的地

位，但無法影響民眾對政策的決策結果。 

 

8.民眾控制（Citizen Control） 

  所謂民眾控制係指參與民眾已可完全主導規劃過程、決定決策結果，對

政策成敗，包括制定、評估及執行、管理負有全責，民眾可充分掌握對

自身未來生活方式的規劃控制權，是屬於完全的民眾參與。 

 

民眾參與階梯從政府完全掌握的無參與到由公民控制的完全參與，共

分為三大階八小梯級如下圖所示，而以本研究個案之參與過程視之，愛河

保家自救會此一地方性非政府組織之民眾參與，應係屬第三階完全參與當

中之夥同（Partnership）梯級關係： 

 

 

 

 

 

 

治療 Therapy 
無參與 

政府掌控 Manipulation

【圖 2-1】民眾參與階梯圖 

資料來源：參考自 Sherry R. Arnstein,1969，本研究整理 

 

    由上面的民眾階梯可看出，雖然 Arnstein 已經依照民眾參與程度深

淺，將所有可能的參與形式以階梯的方式呈現，其被引用頻率之高也說明

該套民眾參與架構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該套架構並

未給予各個梯級或梯級之間明確、詳細的劃分與定義，不但容易造成名詞

引用上的混淆，也可能產生許多相關議題探討上的盲點與重疊之可能性；

而每個階梯所反應到實務上的情境亦並未加以詳細說明，此即亦為該架構

較為不足之處。基於上述原因，Arnstein 又於 1977 年提出修正後的民眾

參與階梯，如下表所示： 

市民主控 Citizen Control

授權於民 Delegated Power完全參與 

夥同 Partnership 

安撫 Placation 

諮商 Consultation 象徵性參與

告知 In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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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民眾參與階梯新制示意表 

參與階段 意涵 例證 NGO角色 

公民權力 不需與政府溝 

通的公民行動 

．義勇消防隊 

．民眾調查 

．民眾發展與方案執行 

影響實

質決策

與計畫 

權力分享 民眾與政府 

共同解決問題 

．建立公民團體基金以雇用技術

顧問/執行方案 

．民眾監督及糾察，政府及公民

團體共同召開會議 

公私協 

力之合 

產夥伴 

關係 

諮詢 2 政府要求民眾提 

供有意義的投入 

並且願聽取意見 

．公民顧問委員會 

．非正式會議 

．持續的對話 

．公聽會 

諮詢 1 政府要求民眾有限投

入且不情願聽取意見

．公聽會 

．對民眾正式提案的要求有反應 

．形式上的會議及諮詢委員會 

扮 演 協

商、溝通

及 資 訊

交 流 平

台 的 媒

介角色 

告知 政府說，民眾聽 ．公聽會 

．提供新文及其他資訊策略：如

信函、投書等 

較少 

發揮 

政府權力 不需與民眾溝 

通的政府行動 

．政府調查 

．合法和強迫行動 

無從 

發揮 

資料來源：參考自黃文陽中山碩論，1995 及本研究整理 

 

    如此一來，民眾參與可能形式在 Arnstein 的新架構當中僅分成政府權

力、告知、諮詢 1、諮詢 2、權力分享及公民權力等六個階段，層級雖然變

少但卻將民眾與官方之間的參與互動關係更為清楚地界定劃分，而且參與

程度上有兩兩呼應的相對性，更可清楚看出「參與」此一方法應用於實務

上的具體可能性。 

 

二、Michael Fagence 的分類 

 

M.Fagence在1977年於其著作依照民眾參與程度提出四種參與機制模

式，包括 Travis 模式、Roberts 模式、McConnell 模式及 McDonald 模式，

茲分別說明如下（黃文陽，19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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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ravis 模式 

    在此模式中，民眾在整個準備、設計過程及方案建立中，均處於完全

主導地位，係屬於高度民眾參與，按此模式運作所產生的規劃過程結果，

將可真正反應出民眾意見，滿足民眾需求。此模式之理論架構，可由下圖

示之： 

 基本計畫及設計過程 

 

 

 

 準備過程 方案發展 

 

 

 

      回饋 

【圖 2-2】Travis 模式 

資料來源：Fagence,1977；參考自黃文陽中山碩論，1995 

    該模式不論是在計畫準備、設計或方案發展過程中，民眾皆處於主導

地位，民眾皆得以高度參與。 

 

（二）Roberts 模式 

    此模式在民眾與公部門規劃者之間，依行動內涵而將整個規劃過程劃

分為幾個部分。其中在選擇性與政策性如目標設立、替選方案策略的選取

等方面是由民眾主導；在技術性如資料分析、找出替選方案等需借重專業

技術、知識的程序則由規劃者負責；另外如評估等介於兩者之間的活動，

則由雙方共同來參與、完成。在此模式中，所產生的結果基本上已可充分

反應出民眾需求，另外也可彌補參與民眾在專業知識上的不足。此模式之

理論架構，可由下圖示之： 

 

 資料分析 準則、標準 

規劃者 

民眾 

 

           ：民眾參與機會 

【圖 2-3】Roberts 模式 

資料來源：Fagence,1977；參考自黃文陽中山碩論，1995 

中樞 
包含參與主控制系統 
（民眾參與機會） 

目標設定 替選策略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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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中，目標設定、替選策略及評估等三階段，是民眾可參與之機會，

其參與之原則，基本上是建立在民眾之需求上。民眾與規劃者充分配合，

在目標設定及替選策略方面，由民眾負責，資料分析由規劃者主導，介於

兩者之間的項目，如評估，則由雙方共同參與，但卻未精確地的指出二者

各自負責的部分。 

 

（三）McConnell 模式 

 

    此理論模式的架構精神與Roberts類似，但McConnell模式較Roberts

模式更明確指出參與民眾和規劃者各自負責的工作，它將整個規劃過程依

工作性質劃分為三個彼此相關的平行工作部門：及調查分析工作、規劃工

作及政策參與等。在規劃過程的三階段中，其中需借助專業知識及完善科

技方可完成的技術性工作，主要由規劃者負責完成，另外的政策參與部分，

則由參與民眾負責，於此部分中民眾可將其需求透過政策部分的參與充分

表達，並讓規劃者在技術性之規劃工作中，能有效納入規劃過程。此模式

之民眾與規劃者的互動關係如下圖示之： 

 

調查分析工作          規劃工作         政策參與 

 

 

 

 

 

 

 

 

 

       ：民眾參與機會 

【圖 2-4】McConnell 模式 

資料來源：Fagence,1977；參考自黃文陽中山碩論，1995 

    規劃過程分為調查分析、規劃、參與等三個工作部門，技術分析方面，

由規劃者透過專業的知識及技術進行分析；在政策性層面，由民眾透過參

與的過程充分表達其意見，使規劃者能在規劃過程中，將民眾的意見納入

考量。 

 

各階段

分析 

工作 

問題認定 
 

設立假說 
 

替選策略 
 

評估 
 

實施 

社區目標 
 
 

利益團體協商 
 

政策評估 
與 

民眾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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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Mc. Donald 模式 

    與前二個模式不同的的是此模式並非將整個規劃過程依工作性質劃

分，而是依參與者角色的不同，將參與者區分為民眾、規劃者及民意代表

三部分。此模式中，參與民眾及民意代表是處於意見及需求表達等政策性

的主導，而規劃者則人是負責調查分析、評估及實施等技術性工作，民眾

參與時機如下圖所示： 

 

          民眾           規劃師          民意代表 

 

                        計畫準備 

 

                        目    標 

 

                        調查分析 

 

                        假    說 

 

                        試    測 

 

                        評    估 

 

                        實    施 

        ：民眾參與機會 

【圖 2-5】Mc.Donald 模式 

資料來源：Fagence,1977；參考自黃文陽中山碩論，1995 

 

    參與者角色增加民意代表的部分，即民眾及民意代表同屬於政策性地

位，規劃者負責調查分析、評估等專業知識的技術性工作，透過三者的互

動關係，達到表達民眾意見的目的。 

 

然而於目前台灣民眾參與法令嚴重不足的限制下，且資訊交流管道不

佳與民眾專業知識不足的情況下，Travis 模式不易實行，其他三種模式皆

兼顧政府與民眾甚至規劃者與民意代表等多元參與者角色之間的互動關

係，有足夠機會考量彼此立場與觀點，是目前民眾參與規劃較為可行的模

式。以本研究的個案來說，影響政府決策做出妥協的愛河保家自救會則與

McConnell 模式較為相近。 

告知 

意見表示 

意見輸入 

異議 

意見表示

意見表示

考慮及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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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都市河岸發展與社區參與理論 
 

河川是孕育人類文明的原動力，此點可從高度開發的都市均位於河川

流域附近得到證明，河川雖然帶給人類文明與經濟社會的發展，惟人類恣

意開發大自然，常使得大量污染物排入河川，造成河川污染，不僅破壞生

活環境品質，危及國民健康，更有可能阻卻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 

 

本節擬藉由整理環境規劃相關理論及其規劃模式，於都市河岸發展過

程中所產生的相互影響之外，將進一步整理都市社區參與式規劃等相關理

論與學理沿革，藉由相關文獻資料整理之心得與精華，從中攫取社區參與

式規劃於都市河岸生態規劃過程中之界定，作為本研究建立地方性非政府

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決策模式之參考依據。 

 

壹、環境規劃理論與都市河岸空間發展 

 

    近幾年來，「永續性都市規劃」與「生態城市」理念願景甚囂塵上，甚

至成為都市規劃領域重新思考的討論方向。許多都市規劃面向，包括土地

使用計畫、公共設施計畫及交通運輸計畫等部門別計畫於研擬相關子計畫

之際，紛紛從環境保護的角度加以思考，無不受到環境規劃概念的影響。

都市中的河流及其河岸交替區是都市生態保育中的最後一塊淨土，緣此，

吾人於著手進行都市河岸規劃之前，理應先行了解環境規劃的內容與發展

脈絡；其次藉由水岸發展相關論述之探討，作為本研究建立地方性非政府

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決策模式之立論基礎。 

 

一、環境規劃（Environmental Planning） 

 

在英文解釋裡，所有以維護或提高環境價值及資源為目的之規劃活

動，即環境規劃（Environmental Planning）之意涵。而 20 世紀初，英國

霍華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所提出花園城市（Garden City）

之規劃陳述，即可見環境規劃的概念；與其約莫同時期的高迪斯2（Patrick 

Geddes,1854-1932）發展出「生態區域」（bio-region）概念，他認為對於

城市區域的自然觀念，應起始於調查城市所在區域周邊的自然資源，而流

                                                 
2 高迪斯（Patrick Geddes）是一位結合生物學、地理學及城市規劃於一身的傳奇學者，

由他所提出的生態規劃方法，讓城市規劃走出都市美化運動的觀點，開始探究城市及其

周邊的區域自然地理與人類聚落之間關係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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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是一個空間的基本單元，流域調查可使規劃者具備察覺大城市最基本元

素的觀點（楊沛儒，2001：25）。由此可知，環境規劃理論與實務早已行之

有年，對於都市發展的影響更是無遠弗屆。 

 

    Miller & Groot（1997：3）認為環境規劃係透過控制污染產生及隔離

與環境不相容的活動兩種手段，企圖為都市居民改善並保護環境品質。而

環境規劃的構成要素包括硬體、軟體及心靈層面三種成分，而有效的環境

規劃需要三者之間重疊所產生有效的相互作用。其內涵包括： 

（一）硬體：都市中實質構造物，如公設、大樓、鐵路、道路及港口等。 

（二）軟體：即相關規則、法令及制度，如民間習慣、道德約束及傳統等。 

（三）心靈層面：此面向係由個人的情緒機制及行為，去決定他們所想要

及需要；更決定人們與周遭環境發生交互作用的過程。 

 

上述三者間之相互作用，可以下列關係圖示之。 

                     賦予空間設計與土地使用條件 

 

                           形塑社會系統 

 

                      規劃                環境 

               建立      參與            教育     市民、 

                  環境                 學習     企業及 

                     意識                    政府聯盟 

 

 

 

【圖 2-6】環境規劃要素關係圖 

資料來源：譯繪自 Harashina,1996：14。 

 

    談到環境規劃，就不得不提及因被廣為運用的永續發展概念，所因應

而生的永續性土地使用規劃。Van Lier（1994）提到，土地使用規劃的兩

個主要層面為：（1）決定土地使用別及區位；以及（2）土地使用及使用行

為的改變。而土地使用規劃作業必須在政策及執行階段均納入土地永續利

用的考量，由環境永續性的觀點決定最適土地使用並保護環境資源以應長

期之需；此外，並應由社會經濟永續性觀點滿足當代的需求。 

硬體 

都市結構 

土地使用 

軟體 

社會系統 

法令規則 

心靈層面 

環境知覺 

環境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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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Van Lier（1994）定義永續性土地使用規劃為「在追求社

會經濟永續性以滿足當代人類需求下，由長期觀點制訂及執行土地使用政

策的工具，使各種土地使用能有適宜的區位，改善空間及實質環境，以達

最適土地使用以及自然資源保護的環境永續性。」Van Lier 更以下列圖 2-1

來表示其間之交互關係。 

 

 

 

 

 

 

 

 

 

 

 

 

【圖 2-7】永續性土地使用規劃內涵示意圖 

資料來源：Van Lier（1994），引自黃書禮（2000）。 

 

    而針對空間規劃對環境保護的重要性，Schmid（1994）提出下列三點

建議： 

（一）環境保護與空間規劃必須相互協調 

（二）策略性規劃為減少環境影響的工具 

（三）地區性土地使用規劃必須遵循策略性規劃原則 

以環境保護觀點視之，合理的空間規劃，可透過對各種土地使用的區位選

定、土地開發強度的限制、以及污染排放管制來減少環境污染。緣此，生

態規劃的目的即在強化土地使用規劃對環境保護的功能與角色。 

 

二、水岸發展（Water Development） 

 

何鴻志（1995）從時間與空間兩個向度加以探討都市河岸空間的存在

意義；以歷史角度觀之，都市河川扮演「邊緣」的角色；從開放空間角度

觀之，則從生態保育與開放空間體系的觀點重新定位水域開放空間都市生

制訂土地 

使用政策 

決定土地使 

用類別區位 

空間及實質

條件及改善

永續性 

土地使用規劃 

目的： 

‧ 環境永續性 

最長遠性的最

適土地使用及

自然資源保育 

‧ 社經永續性 

滿足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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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關係河岸不但是重要的水、陸交錯處，亦是水生動植物生存的空間（郭

瓊瑩，2003：467）。而都市河岸（urban riverfront）空間係指流經於都

市地區之河川本身空間及其所形成沿岸之都市空間所組成（劉木賢，1998：

17）。 

 

林文山（1993：82）認為，都市河岸空間的破壞，不僅造成水環境及

景觀的喪失，更意味著河川生態存在價值的放棄，故，找尋水岸利用的原

型（包括水岸的利用型態、景觀作用…等），才能提高水岸環境利用的價值，

緣此其將水岸環境機能分為治水、利水及環境等三種機能利用，其中更針

對環境利用模式再加以細分為自然保護型式、親水化利用型式及空間化利

用型式，為探求河水所帶來的環境價值（Environment value）及構成人與

環境相互融合的體現。 

 

貳、參與式規劃相關論述 

 

    形成社區的要素是：空間、人與時間；是一群具有共同意識的人們，

於其存在的自然環境與營造出來的人工環境中，在一段期間內的生活，以

及其逐漸累積、形成的文化總體表現（黃長美，2005）。囿於本研究空間範

圍的限制，本研究擬欲進一步探討社區參與式規劃的「社區」內涵，包括

其定義與內容之外，尚有參與概念的相關論述；此外更進一步探討構成參

與動機的集體行動理論依據，以作為本研究往後社區參與河岸規劃之立論

基礎。 

 

一、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 

 

    「非政府組織」，意指政府體制外，不同於企業的組織，一般稱為「第

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又因其非營利性質，亦被稱為「非營利組

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在不同的時空環境下，各有其慣用的名

稱，惟多數學者認為其本質並無太大差異，可廣義地以非政府組織統稱之。

江明修、陳定銘（2000：156）將之定義為，一個非政府且非商業性的組織，

是一個獨立的部門，以公益服務為主的組織，並符合公共行政所謂之「公

共性」特質，亦即具有公共服務使命與積極促進社會福祉，不以營利為目

的之民間公益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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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泛指相對於

政府與企業部門以外的民間組織。聯合國對非政府組織的定義3為「非政府

組織是公民所成立的地方性、全國性或國際性非營利、志願性組織，以促

進公共利益為工作導向，提供多元服務，發揮人道功能，將人民需求傳達

給政府，監督政府政策，鼓勵人民參與地方事務。非政府組織並可提供政

策分析與專業技能，建構早期預警的機制，協助監督與執行國際協定。 

 

    目前研究非政府組織或非營利組織的學者專家，由於對非政府組織或

非營利組織的看法不一，並無法達成共識提出一致且為大家皆可接受的定

義，惟基本上大家對於非政府組織或非營利組織的共同屬性如：私立的、

非政府的、非營利的、獨立運作、不受單一國家或組織操控、促進社會公

益、公民志願加入、財務自主、免稅、盈餘不做分配等屬性有著極高的共

識（林上仁，2004：16）。綜上所述，除了認同前述所提到非政府組織的屬

性之外，本研究擬採用聯合國的定義作為本研究個案中愛河保家自救會的

定位，亦即本研究研究個案中由居民自發性成立的「愛河保家自救會」是

一個由公民所成立的地方性非政府組織，以促進公共利益為工作導向，提

供多元服務，將人民需求傳達給政府，監督政府政策，鼓勵人民參與地方

事務。 

 

    然而非政府組織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已扮演迥然不同於過去的角色，

其發揮包括促進社會公益、改革倡導與價值維護、彌補制度失靈的缺失、

提供多元社會協調溝通的管道、以靈活的組織達成高效率的目標、促進國

際社會彼此的瞭解、訓練國際性專業人才及提供國際認可的機會等八項功

能（王振軒，2003：48-51）；以本研究個案當中的地方性非政府組織現行

運作情況角度觀之，「愛河保家自救會」於當地抗爭高架環快興建之際所發

揮的功能如下所示： 

（一）促進社會公益 

    無論是社區慈善活動、政治界人權運動、國際間人道救援等，都經由

非政府組織的運作，使得社會公益更為彰顯。 

（二）改革倡導與價值維護 

    人類社會仍有許多有待改革的事務與不變的價值需要推動，非政府組

織即可致力改革倡導與價值維護。 

 

                                                 
3 參考自：http://www.un.org/MoreInfo/ngolink/calenda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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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彌補制度失靈的缺失 

    多數決的選舉方式不免產生弱勢族群，經濟市場的機制也造成社會發

展的不均衡，非政府組織較少受制度與法令的干預，正可彌補制度的缺陷。 

（四）提供多元社會協調、溝通的管道 

    非政府組織為公益議題、弱勢團體發聲、代言，並在政策倡導、政策

制定與資源分配上，提供重要的協調、溝通管道。 

（五）以靈活的組織達成高效率的目標 

    非政府組織通常為特定目標而成立，具有組織規模小、任務導向、行

動靈活的優勢，可發揮高效率並達成重要目標。 

 

二、社區（Community）及社區意識（Sense of Community） 

 

（一）社區（Community） 

「社區」（Community），作為一個概念時，可以被詮釋為一種歸屬感、

生活方式以及共同的多樣目標（Porterfield & Hall,1997：15）。徐震

（1980：35）認為，社區是居住在某一地理區域，具有共同利益關係、共

同服務體系與共同發展能力或潛力的一群人。而施教裕（1997：2）則指出，

社區是一個生命體，也就是必須滿足當地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所謂「生命

共同體」，其範圍至少需涵蓋可以維持自我生存及滿足的生態系統，並建立

在自我維繫或自給自足與普遍參與的兩項運作機制上。目前相關研究中，

對於「社區」一詞並無一致的明確定義，一般來說，居住於某一特定地區

的一群人或他們生活的地區，居民具備共同意識、目標、相互依賴，並共

有、共享、認同或共同參與地區事務、對地區有歸屬感，並藉著彼此團結

與共同生產，分享一定的利益或功能，即可稱之為社區（陳知遠，2003：5） 

緣此，綜合整理上述社區定義及內涵，本研究歸納得知社區可更具體

地包括下列要素（徐震，1996：10；施教裕，1997：2；吳汪易，2000：10）： 

1. 居民：亦即「人」，係屬於形成社區之基本單元及要素。 

2. 地區：上述的「人」活動於共同的地理空間，共同使用該場域內的自然

資源及公共設施等，彼此經常有互動。 

3. 共同關係：以工業化帶來都市化為區隔，之前的社區所著重的共同關係

為相同文化、背景及語言；之後的社區則聚焦於共同需求、利益及問題，

而需相互支援，交換服務。 

綜上所述吾人可知，由於這些共同利益、共同需求及共同議題而生一種共

同的社區意識（Sense of Community）；為保障社區權益、解決社區問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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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社區所需，居民乃組織起來互助合作，採取集體行動以求共同發展。

職是之故，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社區係屬居於河岸邊的住民擁有鮮明的共同

河岸空間，面對因自身生活空間的變動而擁有共同需求、利益及議題

（issue）歸屬的地區。 

 

（二）社區意識（Sense of Community） 

    社區事務亦屬於公共事務的一環，而社區公共事務若欲推動如行雲流

水，則社區意識的凝聚萬不可缺。社區意識（sense of community）一直

是心理學與社會學理論中深深影響都市發展的中心概念，它是同一組織環

境中社員之間的歸屬情誼，也是存在於個人與個人或個人與團體之間相互

依賴共存的情感表徵，彼此享有共同的信念及需求，並能一起達成相互之

承諾與義務（王菁雲，2000：5）；易言之，一群在都市環境中，因擁有共

同生活經驗與溝通語言的人或團體，進而為了共同願景而一起努力，並在

目標成就過程中，彼此之間找到不言而喻的歸屬感與特殊情誼，此即為本

研究擬欲認定之社區意識。 

 

郭瓊瑩（2003：570）認為，社區居民參與資源保護應自對環境關懷到

共識之建立，形塑持續性之守望運動（Community Eco-Watch）(或直譯社

區生態守護)，地方、社區民間組織之生態守護、守望機制能補公部門體制

內巡邏之不足，當守望行動更趨成熟時，它可以轉化為以社區為主體，而

公部門為輔之有效能機制，尤其是地處偏遠之離島、山區或海邊，如能在

公部門財政計畫上框列部分預算做為地方資源守護基金（或國民信託基

金），則可長期有效建立一套自發性社區自我保護、自我監督之機制，也同

時可擴大公部門在相關資源保育財政支出之效益。 

 

    職是之故，吾人可知社區意識即社區發展的原動力，社區意識的形成、

凝聚乃至於行動等過程，皆須由一健全組織團體搭配良好執行機制使得運

行，即於近年來蓬勃興起於台灣各地的「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大學」乃

至以生態保育關懷為宗旨之「社區守護聯盟」等社區組織。組織係由人所

組成，上述社區組織更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為共同目標奉獻心力的人共同

聚集而成，而推動該組織順利運作的人員不外乎執行長、職員及志願工作

者；陳金貴（1994：147）指出志願工作者（volunteers）是組織最大的動

力來源，沒有志工的投入，許多非營利組織恐怕無法推動業務（鄭瓊芳，

199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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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參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 

 

    社區參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是構成賦權（empowered）社

區的關鍵要素之一，更是促成社區成功的重要來源（Norman，2000）。「社

區參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一詞與「民眾參與」或「市民參與」

（Citizen Participation）有類似的指涉（吳汪易，2000：20）。民眾參

與或市民參與是源自於政治學的「政治參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

用法，是指社會大眾任何自發性的行動，以影響政府的政策與執行（韓婷

婷，1999：20）。而丘昌泰等（2002：6）認為，「社區參與」和「公眾參與」

（popular participation）的關係最為密切，目前所謂的社區參與其實源

自於公眾參與的概念。 

 

    而施鴻志（1997：154）及施教裕（1997：4）皆曾提到藉由社區參與

可使政策與服務的當事人或社區居民達到下列目的： 

 

（一）自我環境的塑造與經營：由社區居民參與環境的規劃，可使空間符

合居民需求，增進環境品質；參與過程也可消除潛在威脅以獲得更

大利益，藉此形成穩定社區。 

（二）藉由居民參與跟投入可消除都市人的疏離感。 

（三）透過居民對實際情形的體驗，可促使他們關心某種議題，參與社區

組織，並試圖改造社區環境。 

 

    經由社區住民參與社區規劃，不僅強調市民的權力，更可使人們獲得

他們心目中理想的社區。江明修（1997b）認為，公民參與就是鼓勵民間積

極參與公共事務，啟發日後公共事務管理的新思維，如社區自覺與自治、

公眾參與，以致於公私部門協力關係，並進而與民間部門共創「公私協力

關係」的公共服務「合產」(Coproduction)（蘇菀瑄，2001：8）。 

 

綜上所述，吾人可知社區參與就是以投入社區事務運籌帷幄之範圍的

民眾參與；而本研究所擬欲進行的社區參與，係指居住於河岸邊的社區居

民，有權利決定並自願參加關於河岸規劃環境改造的一切事務，包括各種

軟硬體及心靈層面的環境規劃，其目的欲改善社區整體生活品質，以達社

區整體發展的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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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體行動理論 

 

社區公共事務若欲推行順遂，除卻關鍵的社區民眾參與之外，尚須一

健全社區組織加以輔導推行，以作為面對社區民眾與政府部門的中介

（intermediary）窗口；河岸規劃的結果關係社區內居民生活品質的良莠，

故其應屬社區內公共事務之列，然因開放空間的河岸地為擁有無敵對性

（non-rivalry）及無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等特質之公共財，而

集體行動理論對此現象皆有相關探討，社區事務的實現仰賴居民動員與集

體行動，河岸規劃事務亦不例外，故特此以集體行動理論作為本研究建構

社區參與都市河岸規劃機制之論述依據。 

 

而社區組織係屬非營利組織的一環，而非營利組織應如何透過集體行

動讓社區公共事務的實現成為可能，Olson（1965）於其著作「集體行動邏

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中試圖分析其論點如下所示（何

明修，2002：119）： 

（一）參與集體行動需要花費成本，故參與與否的決定即涉及個人成本利

益分析。在通常情況下，參與集體行動所要付出的代價是大於所獲

得的成果，因此不參與成為一種正常而符合理性期待的結果；意即

理性自利的個人不會為了共同或團體利益而採取集體行動，個人理

性往往導致集體的不理性；緣此，公益經常遭到忽略。 

（二）假若集體行動追求的公共財（public goods），無法阻止沒有付出代

價者享用，這種搭便車（free rider）的現象進一步使得其他成員

不想要貢獻自己的力量。由於團體中大多數成員傾向搭便車，故權

利與利益將為少數成員所掌握。 

綜上所述，Olson 的集體行動邏輯說明了自利與理性的個人並不一定會為 

了實現集體利益而自願貢獻力量，亦即產生搭便車（free rider）現象， 

當一個人對他人努力帶來的利益無排他性時，就沒有動力為共同利益而付 

出，造成多數人相關的公共事務往往成為最少人關心的事務。 

 

    Olson（1965）認為理性與自利的個人，將不可能為他們的共同獲團體

利益奮鬥，除非團體成員不多，或能藉助某種強制性措施，或其他特別誘

因以使成員為共同利益努力，否則寧可成為「搭便車者」（free rider），

一起使用或消費該公共財。此一理論強調適用於經濟團體，但對於環保、

消費、和平等單一議題之公共利益團體，則有解釋上的困頓，如環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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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團體可能因經濟以外之道德或心裡的動機而奉獻，重視的是自我實踐的

選擇性利益，類此團員之利益的來源在於參與和支持的表達。 

 

    社區居民因社區公共事務而參與社區組織的活動，即為社會運動表現

方式的一種。而都市社會運動的主要理論貢獻者 Castells（1983）認為，

都市社會運動是一種集體行動，其主要目的係要改變創造新的都市意義，

使它不再由統領階級來決定其邏輯、利益及價值；他認為都市社會運動具

有三個主要目標： 

1. 都市重要性應係基於都市使用價值，並讓居民能參與並掌控其意涵。 

2. 為使居民重新尋求文化及歷史認同，並希望經由這種認知，能夠獲得地

方文化自主性。 

3. 政府集權的傾向是主張地方自主及自我管理的地方居民所反對的。 

社會運動源自對立價值系統與衝突團體並存的現象，二次大戰後的全球各

國，各種型態的衝突出現，社會運動不僅為勞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對立衝

突，更是環境保護、性別平等、人權保障及和平反戰等群眾運動如雨後春

筍般產生的代表，前仆後繼的社會運動推手開始成為國家社會之中流砥柱。 

 

    從都市河岸發展中的環境規劃與水岸發展，參與式規劃中的非政府組

織、社區及社區意識、社區參與及集體行動理論的探討與分析，皆與都市

規劃有著密不可分之相輔相成，水岸發展是環境規劃的一環，而由地方民

眾親自參與規劃之非政府組織是達成環境規劃目標之較佳途徑，亦即融入

民眾參與元素的土地使用規劃可強化其對環境保護的功能與角色，不僅可

提供規劃決策者對於水岸土地使用規劃與河川保育決策之取捨有多元化的

決策規劃方向，透過充分民意認同與支持，更可提高都市規劃決策之可行

性；本研究透過民眾參與理論中之參與主體、時機、特徵與內容等要素檢

視國內外各民眾參與案例，藉由理論與實務的相互驗證汲取社會運動過程

中將參與民眾組織化，參與內容系統化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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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整理與回顧 
 

參閱國內外相關學術研究與論文著作，擬針對與本研究內容最主要相

關的河川生態保育、都市河岸發展型態及河岸社區參與式規劃設計等方向

之探討，試將具關連性之研究內容分門別類，概將相關資料區分為「都市

河川生態永續之探討」、「都市河岸發展空間規劃型態之研究」及「社區參

與式規劃之設計」等類別，茲分述如下。 

 

壹、都市河川生態永續之探討 

 

    「河流生態系」是水循環途徑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它的生態特性往往

會反應出陸域環境的自然特徵與人為環境對於河流的影響（林孟龍、王鑫，

2002：13）；而都市中河川生態系之維護更是有助於提昇都市生活品質不可

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都市居民的環境行為更與河川自然生態系統之存續

唇齒相依；緣此，環環相扣的河川自然生態與都市人為環境，透過人的行

為決策形塑都市河岸景觀。 

 

    而國內外探討河川自然生態在都市環境中的維護之相關文獻，整理如

表 2-2 所示。其中，郭瓊瑩（1990）認為，從生態系統觀點來看整個河川

體系時，吾人將會發現流經都市的河川是屬於高級序河川4，它多位於已開

發利用之低地平原，並與河口、沼澤及溼地等息息相關，以生態學家 Howand 

T.Odun 之生態能量系統觀點觀之，都市河川是屬於高能值（High Emergy），

亦即在所有河川生態系能量之轉換循環中，具有極高之「價值」，此亦即為

何都市水岸是農耕、聚落形成，商品運輸以致具豐富漁產以及某處都市水

岸係珍貴野生物棲息地之重要資源樞紐的緣由。作者更建議未來從事水岸

規劃可借鏡下列各國政府在水岸發展推動上之策略：（1）中央政府補助水

域公共設施建設與獎勵民間投資親水設施之建設；（2）結合水岸歷史文化

特質與現代化觀光與遊憩發展為多元化之水岸設施體系；（3）突破舊有土

地利用管制，建立水岸土地利用之 Performance Standard；以及（4）建

立水岸開發權責機關與管理委員會俾統籌人力、財源以健全實質建設。 

 

                                                 
4 河川級序（stream order）是指從支流源頭匯流成較大河川的過程中，以增加支流匯入的

數量表示河川的等級，按此等級依序作為河川河段的分類；例如河川級序從 1-3 級，代表

著河川的上游至下游。高級序河川特性有流量大、流速慢、水溫高、生物組成以濾食者

與捕食者為主（陳右達，2003：13-17；林維君，2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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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生態循環面向視之，河流之於都市的重要性猶如水之於人。汪靜明

（1999）則將焦點著重於生物多樣性之維護，從河川生物多樣性的內涵、

生態特性及保育等面向，探討人類於陸域環境之使用行為，在都市河川生

態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以及人類開發過程對都市河川生態永續所

造成的困境與影響；並藉此提出河川生態保育工作要項，以供未來都市河

川生態管理策略之研擬。本著「尊重生命」的觀念，該作者認為吾人應了

解人類活動類型，並正視其對於河川生物多樣性及其生態系的影響；除此

之外，他並提出十要項針對生物多樣性之保育工作，其中尤以重視「河川

生物棲息水域與河岸區生態環境之維護」此項要點工作最為值得本研究參

考借鏡並藉此建立台灣河流水系上下由及河水與河岸間之生態廊道

（corridors），和相關棲地改善工作，以利河川生物游移與生態續動演替。 

 

    然而都市河川生態管理亦為都市發展與規劃體系之其中一環，鄭仲

傑、賴宗裕（2005）並從生態永續、空間景觀、水資源發展、民眾參與、

環境行為及永續管理等六大面向切入探討，都市河岸空間規劃在生態永續

準繩檢視之下所面臨之生態水岸規劃逆境，並針對相關課題提出以生態永

續為核心宗旨之因應策略。作者提出若欲達到永續生態發展目標之都市河

岸空間規劃與管理，應思考下述策略之佈局：（1）河川環境規劃以流域為

整體獨立之規劃單位；（2）建立河川生態環境資料庫；（3）善用民間組織

力量達成相關河岸守護聯盟之設立目標；（4）河川環境規劃需符合自然生

態原則。 

 

    其他相關文獻如表【表 2-4】所示。 

 

【表 2-4】都市河川自然生態環境維護相關文獻 

研究題目 作者 研究內容與成果 對研究之相關啟發運用

昨日之水明日

之星-水岸發展

與都市更新 

郭瓊瑩

（1990） 

水岸發展是先進國家發展都市更新重要

的指標建設，河川存亡實與都市發展休戚

與共，然台灣都市水岸開發規劃卻遭漠

視，此文探討應以生態永續理念整合公私

部門體系間相關環境規劃、設計與土地利

用部門之權責與整體規劃手法。 

都市水岸再造不僅帶動

都市更新也增進都市核

心之適意美質。 

環境復育之生

態規劃初探 

林裕彬 

柳文成 

生態規劃與決策過程往往決定生態復育

之成功與否；主要探討環境復育之生態規

藉由對生態環境復育的

了解，對本研究生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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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瓊瑩

（1999） 

劃過程、架構、生態指標、生態模式、參

數之定義與流程。 

間進行包含復育成分之

規劃機制建構有益。 

河川生物多樣

性的內涵與生

態保育 

汪靜明

（1999）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是生態系中

生物群體的變異性及內涵的生命力。而河

川是大地上許多生物的棲息、攝食或生育

的棲所（habitat），且河川生物的生態特

性，取決於河川外在陸域與內在水域之環

境因子，通常與當地河川地文、水文、水

質及人文有密切關係。 

了解河川生物多樣性的

重要與必然，可促使吾

人於進行河岸空間環境

規劃之際，滲入相當程

度之生態多樣性保育手

段與嘗試教育河岸空間

使用者。 

Building 

Urban-Rural 

Greenway 

Gene 

Woock

（1999） 

「綠帶（Greenway）」是橫跨地景的綠色

廊道。更仔細的描述即「沿著任一自然廊

道而建立的線性開放空間，這些自然廊道

如河岸、河谷或陸路上沿著鐵路優先通行

權變換為休閒使用的運河、風景道路或其

餘的路線…開放空間的連結者互相結合

公園、自然保育、文化特色或歷史基地。」

綠道可分為五類（1）都市河邊綠道（2）

羊腸小徑的休閒綠道（3）生態上的重要

自然廊道（4）風景與歷史路線（5）綜合

綠道系統或網路，Little 稱其為都市或區

域的「綠色基礎設施」。綠道提供許多生

態、經濟和生活品質上的好處，例如製造

就業機會、提高財產價值、擴展地方商

業、增加地方稅收、減少地方政府財政支

出及增進地方社區(意識)。 

經由該篇文章的介紹與

闡釋，吾人了解河川亦

為綠帶之一種，更緣於

其都市生態系統中重要

角色之扮演，啟發吾人

於進行河岸空間規劃之

際，應可運用其連續性

的綠帶河廊功能為之河

岸社區規劃發展之特

色。 

以生態觀點為

基礎的河流廊

道規劃～以基

隆河為例～ 

林維君 

（2001） 

以「河川續動概念(R.C.C)」為理論主軸，

探討人為活動對於河流廊道的生態系統

完整性的衝擊，並藉此強調河流廊道健康

且自然的存在對人類與生物存活之重要

性，並以基隆河生態現況為案例分析，建

立河廊生態系統規劃架構，並將基隆河上

中下游河段區分為生態保護區、生態復育

區及多樣性棲地塑造區，並進行對各河段

分區生態實質規劃。 

1. 河川續動概念。 

2. 河流廊道。 

3. 生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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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態規劃理

論探討都市地

區更新方向 

蔣澤益 

（2002） 

生態規劃是「永續發展」趨勢下發展的新

都市規劃理論，此研究將生態規劃理論試

行於都市更新規劃中，探討生態規劃如何

應用於都市更新計畫中，並藉由台北市大

理街更新地區作為實證案例加以調查分

析。 

1. 生態規劃理論之探

討實踐。 

2. 案例運用內容與過

程。 

以永續生態觀

點探討都市河

岸親水空間規

劃機制之研究 

連慧怡 

（2003） 

針對親水空間規劃階段，藉由永續生態、

河岸親水空間規劃相關理論及文獻回

顧，並參考國外河岸空間規劃之案例，以

釐清都市河岸親水空間規劃中，公、私部

門之相關權責，並建立一套健全之河岸親

水空間規劃機制。 

1. 永續生態河岸空間

規劃理論。 

2. 河岸親水空間規劃

機制。 

以永續生態之

觀點探討都市

河岸空間規劃

及管理機制－

以新店溪左岸

中正橋至福和

橋河段為例 

鄭仲傑 

賴宗裕

（2005） 

該研究以新店溪左岸中正橋至福和橋河

段為研究對象，用生態永續基本概念，建

立以生態、空間、水資源發展、民眾參與、

環境行為及管理策略等面向所形成之架

構，探討台灣都市河岸空間規劃之課題，

最後並針對現況課題研擬提出因應對策

供公部門及民間團體參考。 

以縝密完善之六大面向

形成的河岸空間規劃架

構提供本研究進行生態

保育都市河岸規劃之參

考依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貳、都市河岸空間規劃發展型態 

 

    根據經濟部水利署 94 年度施政計畫
5資料顯示，多元化經營、保育及

開發水資源，確保水源穩定供應；推動流域綜合治理，營造自然安全的水

環境係為其年度施政目標，而本研究於此即欲以治水、利水、保水、親水

及活水等五個面向加以整理河川類型及其在都市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擔

任的功能，進而整理都市河岸空間在過去所呈現之規劃模式。 

 

 

                                                 
5 經濟部水利署 94 年施政計畫之年度施政目標：多元化經營、保育及開發水資源，確保

水源穩定供應；推動流域綜合治理，營造自然安全的水環境。一、治水─推動流域綜合治

理，降低淹水災害損失。二、利水─加強多元水源開發，確保水源穩定供應。三、保水─
整體保育水土資源，維護水文循環體系。四、親水─落實水岸環境改善，營造生態親水環

境。五、活水─推廣回收再生利用，促進水利產業發展。（參考自

http://www.wra.gov.tw/ct.asp?xItem=24857&CtNode=5449,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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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都市河川機能 

    流經都會區的河川，就如同人體血液中的大動脈，不僅帶動都市活動，

更是維繫都市生命的重要自然元素，河川與都市生活緊密結合，除了創造

獨特的都市風格與人文景觀之外，更係自然生態環境與人類生活環境互動

相對較具高度交集的領域。職是之故，吾人可知流經都市的河川帶給都市

居民的多元機能，而河岸兩旁的水岸環境具備豐富的生態場所和市民活動

空間場所，也是構成都市開放空間最主要的一環。劉博文（1994）、劉木賢

（1998）與劉昌文（1999）皆曾於其論文中提及都市河川功能可分為流水

機能與環境機能兩部分，並對其做進一步研究探討；唯本研究將依研究目

的對都市河川環境機能的直接相關性做較詳細的探討。緣此，本研究綜合

整理上述文獻，試圖將都市河川機能大致可再區分為分成下列五項： 

（一）治水機能 

    都市河川是承受雨水排放及颱風暴雨期承受洪水暴漲的場所，其治水

機能包括包括洪水與地表水排放、地下水調節與排泄、都市污廢水排放及

土砂排放。 

（二）利水機能 

    都市河川中流動的水體供應都市生活中所需的飲食、灌溉、產業及遊

憩等活動所需用水，其利水機能包括提供水源與水上運輸。 

（三）生態機能 

    河川孕育廣大生物群落，以都市生態學角度觀之，在大片水泥叢林和

不透水層所構成的都市中，河川是都市環境中極其珍貴的自然生態體系，

對於都市實質環境的調節及提供自然生態族群的存續與演替，皆擔任重要

角色；緣此，吾人可知都市河川之生態機能包括下列所述： 

1. 提供生物棲息場所； 

2. 微氣候調適； 

3. 地下水涵養； 

4. 淨化空氣及水質淨化。 

（四）空間機能 

    河岸地其線性且連續不斷的空間特性不僅為都市居民提供開放空間之

使用，更是都市防災空間中不可或缺的一環；都市開放空間系統亦並非獨

鍾河岸不可，然隨著都市化程度提高，因河岸所具獨特避難與緩衝效果而

使得吾人對於河川地所具空間機能之依賴性亦隨之水漲船高。緣此，都市

河川獨具之空間機能包括提供市民活動場所、防災避難、區隔空間及調節

物理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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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親水機能 

    自古以來，千嬌百媚的山水即為詩人作家與達官貴人們尋求創作靈感

與心靈慰藉的來源之一；經年累月居住於水泥叢林，且飽受都市生活中實

質擁擠感與精神疏離感疲勞轟炸的都市居民，無不渴望藉由接觸自然生態

所帶來的的感官寧適性以調劑俱疲的身心，而都市地區中最易為之接近的

自然資源非河川及其開闊的河岸地莫屬。緣此，都市和河川環境所提供給

人們之親水機能包括心境滿足、水邊休憩、景觀享受及環境利用等功能。 

 

二、都市河岸規劃模式 

 

    關於探討都市河岸空間規劃與發展模式的相關文獻，本研究試就相關

學位論文與期刊論文等文獻整理如表 2-3 所示。其中，因各都市河川依其

地域、特色及規模之不同，林文山（1993：115）將都市河岸規劃模式歸納

為三種模式，而劉博文（1994：44）與何鴻志（1995：20）從近代規劃河

岸開放空間之觀念，依照河川的地域條件、規模及特色的不同提出河岸規

劃模式。綜合整理上述文獻，試就其可提供本研究方向作為參考的水域空

間規劃模式分別試述如下： 

（一）親水遊憩公園規劃模式 

主要目的為強化地方及社區特色之設計風格，利用垂釣、戲水、徒步

等休閒遊憩活動的導入以營造出富有個性的都市景觀與居住環境（居

民生活形態與需求）為目標。此乃利用河岸與其腹地整治，改變既有

水域使用目的，配合水質淨化工程，發揮「水」資源的特色，塑造成

提供市民戲水、親水的遊憩區，增加活動的豐富性，建立都市或社區

的獨特景觀。 

（二）歷史水邊再生化規劃模式 

該模式暨保存傳統城鎮水岸的建築文化，且將人文景觀資源自然地轉

化文化觀光資源，同時更兼顧河岸親水空間的可及性，使得具有歷史

意義的水域展現親水的魅力，將市民的都市生活空間融為一體。此模

式係將具歷史意義或特殊場所精神之水岸空間修復保存硬體設施，不

僅存續當地水岸建築文化，且將人文景觀資源轉換為文化景觀資源，

並兼顧其可及性，使得歷史水域和人民生活融為一體。 

（三）區域風景化休憩模式 

河岸空間之土地使用型態，需考慮自然環境生態，兼顧保育與開發（提

供自然景觀及生態保育的教育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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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都市藍帶系統之規劃模式 

    此模式係利用水岸紋理的自然特性，考慮區域特性相關計畫之配合，

透過都市計畫對開放空間的規劃，配合相關水利工程與活動景觀計

畫，將其建構成完整開放空間體系。 

 

    雖然上述規劃模式並未直接與生態保育觀點有明顯連結性，但是每一

種規劃模式當中皆隱約透露出自然資源及人文景觀資源的有效利用與保育

方法，例如在歷史水邊再生化規劃模式中，便注重歷史水域和人民生活結

合的共生共存型式，此即不僅為本文希冀以生態保育融入河岸規劃當中所

欲追求的人水共存，亦為本研究期望以社區參與融入河岸規劃中而為大自

然中和諧共生的一環。 

 

    其他相關文獻如表 2-5 所示。 

 

【表 2-5】生態保育觀點與都市水岸發展相關研究整理 

研究題目 作者/年份 研究內容與成果 對本研究之相關啟發運用

都市河岸空

間之研究（都

市藍帶系統

之建立—以

台南市為例） 

林文山 

（1993）

都市河岸空間就地理與土地經濟效

益而言，可作為改善都市環境舒適度

的重要指標之一。都市河岸空間具有

治水、利水的實質機能，對於水環境

的規劃應導向以環境取向的水空

間，以巡迴都市失落的親水空間，建

立都市整體藍帶網路，再創都市與水

的新文化。此文提出的水岸環境利用

模式有三：（1）治水利用（2）利水

利用（3）環境利用模式。案例研究

以台南運河為規劃對象，以其建立都

市藍帶系統。 

藉由了解該研究所提出之

都市藍帶系統與都市水文

化的內容及其運用，可作

為本研究進行都市河岸空

間發展規劃機制建構之參

考方向；並以該研究之水

岸環境利用模式為基礎，

於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其他

環境利用模式。 

都市河岸親

水空間之研

究 

劉博文 

（1994）

水岸發展可以緩和都市空間問題，並

有提升環境品質的功能，因此滿足環

境機能與親水空間之引入是河川規

劃的方向。對於都市水岸環境規劃模

式歸納為三種：（1）親水公園規劃模

式（2）歷史水邊再生模式（3）都市

對都市藍帶系統與親水理

念的認識與深度分析，進

而了解其於都市生態系統

中所扮演角色，有助於本

研究於進行以生態保育觀

點加諸於都市河岸規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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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帶系統模式。對於水岸環境規劃原

則提出三點：（1）生態原則（2）空

間原則（3）心理原則。最後並以高

雄愛河為對象進行親水空間規劃。 

容時做為參考；此外，透

過該研究認識都市開放空

間體系之完整性，進而有

利於吾人進行河岸空間配

置時以之為依據。 

都市河岸開

放空間土地

利用及臨水

區都市設計

之研究—以

高雄市仁愛

河為例 

何鴻志 

（1995） 

通篇以都市與河岸土地利用關係的

三個面向，包括都市生態、都市設計

與活動需求來貫穿；若以都市河岸空

間為主，從都市開放空間的角度檢視

其於現今都市發展過程中所面臨的

課題，並在環境價值導向下提出以親

水文化為目標導向的規劃模式，包括

（1）親水遊憩區（2）歷史水域再生

（3）都市藍帶系統等三種規劃模式。

藉由進一步了解都市河岸

中親水空間之規劃模式與

內容，以之為本研究進行

河岸規劃模式定案之參

考；此外，以該研究之都

市發展與河岸土地利用之

關係為基礎，進一步深入

探討都市再生與河岸土地

利用之關係。 

都市與水域

環境空間的

結合與生活

化—台南市

水岸環境發

展潛力之探

討 

劉木賢 

（1998） 

藉由相關理論文獻提出，以十個思考

向度做為都市水岸環境發展構想的

參考，並探討都市與水岸環境之結

合，與生活化之具體可行性；並以台

南市水岸環境及歷史時空架構為研

究對象，以發掘水岸環境所蘊藏的資

源特色，並提出全市水岸環境的發展

構想。 

1. 都市水域環境規劃發

展。 

2. 河川歷史脈絡與都市

發展間的關係。 

從環境生態

的觀點探討

河川流域管

理機關之組

織與功能 

李嗣瑞 

（2000） 

1. 流域管理機關的設立，及組織型

態與管理方式。 

2. 英美水資源管理機構的運作及組

織型態。 

3. 空間規劃體系作為區域性流域管

理機關的管制基礎。 

4. 高高屏地區水資源環境空間評量

1. 流域管理機關組織型

態與管理方式。 

2. 環境生態為機關設立

的宗旨。 

水岸空間之

再 生 與 活

化—台南市

水岸地區土

地利用與親

陳效之 

（2000） 

探討水岸環境在都市中的角色、水資

源特性及未來都市發展趨勢的重要

性後，試以都市設計的手法來規範水

岸空間的開發方向，並考量經濟水利

地景遊憩及生態等因素，以構築都市

1. 水岸空間規劃與開發

型態。 

2. 水岸地區都市設計規

劃性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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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空間之研

究 

中最有機且自然的都市空間。藉由對

都市水岸環境探討及操作過程，作為

往後各水岸地區開發規劃的參考。 

都市水圳環

境改造與活

化之研究--

以塯公圳大

安支線台大

段為例 

沈宜榛 

（2001）

針對現存都市的水圳，由於農業時代

所扮演的角色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

是居民休閒生活與生態保育層面上

的功能。引入生態材料及施工方式，

改善目前都市中混凝土水圳所生生

態問題，使存於都市中水圳環境兼具

生態及親水機能。 

1. 都市水圳環境歷史與

都市發展脈絡之關係。

2. 結合生態親水及休憩

之都市水圳環境規劃。

以整合性流

域管理為策

略之基隆和

流域水源保

護區規劃 

陳右達 

（2003）

基於「整合性流域管理」的想法，以

基隆河流域為例的水源保護區規劃

上，考量植生指數（NDVI）、坡度、

土壤沖蝕與不透水地表面積比率等

因素，歸納整理後將基隆河流域區分

為（1）生態兼水資源保護區（2）生

態兼水資源復育區（3）生態兼水資

源緩衝區（4）都會發展區，各分區

在考量生態永續的原則下各有其管

理目標。 

1. 整合性流域管理概

念。 

2. 基於生態永續之基隆

河流域分區。 

水岸邊的生

活與生態環

境---以淡水

河口南岸為

操作對象 

邱玉茹 

（2004）

此文將整個都市水岸空間分為自然

環境生態、人造環境品質與人文活動

資源三部分，並以永續生態、地方產

業文化及環境空間品質為討論範

圍，並提出三個方向的結論（1）相

異代理人的價值觀之間係屬動態網

狀結構關係（2）面對都市水岸生活

空間，時間因子對於認知議題具高度

影響力，強調操作過程重於結果的重

要性（3）水岸邊生活在面對開發及

觀光的影響，討論範圍包括許多價值

議題的交互關係。 

1. 八個價值觀點議題所

組成的水岸環境評價。

2. 強調規劃上時間與空

間的縫隙。 

使用者觀點

之都市河岸

鄭欽太 

（2004）

以「用後評估理論」及都市河岸規劃

設計相關理論分析高雄市愛河河岸

1. 都市河岸規劃設計理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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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營造---

以高雄市愛

河河岸空間

為例 

空間的規劃設計，透過實地問卷調查

分析使用者對於「河岸空間設計」、

「河岸環境設施」的需求滿意度，提

出歸納建議結果以供規劃者與設計

者於未來決策時納入使用者意見需

求，以建立專家與民眾間對話橋樑。

2. 使用者觀點。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參、社區參與式規劃之研究 

 

    民眾團體就像是把關的守門人，他們反映出某一群人的價值觀以及特

殊的目的，這些人可能是擁有優先權可以左右政策制定的特權人士，也可

能是那些無法參與政策制定的族群（Patrick Malone 編、胡琮淨譯，1999：

352）。制訂再良好的機制與規則都需要透過執行者的落實始有意義，而社

區事務的推動與發展若能經由社區本身與社區所在生活息息相關的社區居

民來經營施行，其實質意義與心靈收穫皆遠超過由公部門僵化且無互動地

程序規劃模式。 

 

    王秀娟（2001）認為民眾參與河濱綠地之營造與維護管理其實是利弊

互現，因為民眾參與公共空間之營造與維護管理必須是被有效引導，適當

規範並且持續學習成長的；該作者更就民眾參與河濱空間營造之過程所提

出應有的建議如下： 

一、河濱空間之規劃利用必須是前瞻性的整體考量，廣納各類民眾意見與

需求進行評估，但不宜過度強調民意或依附民意而悖離環境生態。 

二、河濱綠地不同於一般鄰里公園，也不應取代鄰里公園之角色。 

三、環境維護管理必須是公私部門共同參與，若純由民間固定團體出資認

養，恐將無法避免領域劃分及活動優勢現象。 

四、公部門應積極舉辦社區經驗分享與活動研習，除提供資訊技術交流之

外，更可結盟擴大環境維護參與內容與對象。 

五、為排除公共空間私有化之不當領域現象發生，必須打破明顯界緣而使

領域模糊，亦即引導河濱空間回歸整體流域考量。 

 

    而劉柏宏（2005）提到社會疏離和非人性的環境成為我們都市生活的

普遍情況，品質良好的「參與式設計」過程在社區空間的實證成果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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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是：社區居民對公共設施的破壞行為減少，因共同創作過程成就每個

參與者的榮譽感並喚醒其對於公共空間的關心與設施的維修。該作者並建

議「參與式規劃設計」中實際操作之專業者應具備的態度有（1）謙虛態度；

（2）誠心與耐性；（3）充實豐富的專業知識；（4）有創意的活動企劃與執

行決心（5）經驗累積與精益求精的自我檢視；（6）細緻的觀察力、判斷力

並勤於溝通。 

 

其他相關文獻探討整理如下表 2-6 所示。 

 

【表 2-6】社區參與生態保育都市水岸發展相關研究彙整表 

題目 作者 研究內容與成果 對本研究相關啟發與運用

參與式設計之研究 
楊沛儒

（1993） 

在台灣，泛指建築、地景建築與都

市規劃的空間專業界，長久以來敵

視理論，此研究藉由「設計/建築理

論與社會理論整合」、「以台灣經驗

為基礎重構『中心』國家的設計/

建築理論」及「進步是專業對傳統

空間專業的挑戰」等三個對話角

度，以六個參與式設計個案為主，

展開空間理論與專業方法的重建工

作。 

為也是地景規劃一部份的

河岸空間規劃尋求理論基

礎之參考，更藉由其豐富

個案經驗做為參與式河岸

社區規劃之借鏡。 

非營利組織建構公共

意識之研究－以「主婦

聯盟」與「福林社區發

展籌備委員會」為例 

趙淑伶

（1995） 

該研究以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會

與福林社區發展籌備委員會為研究

個案，分析非營利組織建構公共意

識之過程與其主要之影響。主婦聯

盟提出「生活者」的主張，表示消

費者具有主體性、主動性、自我覺

悟，而非被動選擇商品。而福林籌

備委會則強調社區的居民「自己做

主人」，居民可一起解決社區公共問

題，不需凡事依靠政府。由非營利

組織建構公共意識最大的影響力，

是型塑社群的參與文化。非營利組

織、社區、公共意識的連結，是形

同樣也是有溪流（雙溪）

經過的福林社區，其對於

個案精密深入地探討研

究，除讓吾人了解其民眾

參與社區規劃的過程，更

讓吾人可藉此所得經驗與

資料為據，再對本研究新

店溪水岸社區範圍做進一

步的社區參與規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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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草根民主的基礎要素，公民經由

社區參與，學習民主社會中公民所

需具備的能力與技巧。 

Construction 

continues at 

Toledo＇s Swan Creek 

Anonymous

（1998） 

在美國俄亥俄州，在 Toledo 的

Maumee 河，是地區開發者的焦點，

然而其支流 Swan 溪卻常受忽略。流

經城市倉儲區的這條小溪，近來成

為許多住商開發的基地。以 EPA 為

基礎的城市建設，結合下水道排水

系統，以及整批植物的排除與支援

因腐敗系統而起的小溪清理戰役。

此外，保存耕地會減少農業沈澱物

與營養承載，且志工定期地維持清

理小溪。由 TMAOG 創設的 Swan 溪流

域行動團體，鼓勵流域的居民負起

管理職責，且改善水品質，尋求建

立可游泳的條件在 2000 年之前。 

透過對國外河流組織團體

的行動案例經驗的知曉與

探討，可以讓吾人得知於

進行相關河岸規劃安排

時，可向相類似組織團體

尋求協助與相關研究資料

取得。 

The Politics of 

Watershed 

Policy-making 

Woolley,J.T.,

Vincent,M.M.

（1999） 

1996 年，作者群開始對照在 3個不

同流域的恢復與提高流域健康的努

力。當他們組織其研究之際，所檢

視的流域團體其中之一結束他們的

關係，因此提供作者群例外的機會

研究當組織成功與失敗之間的差

異。然該文焦點係吾人可從流域規

劃及組織等相關失敗企圖中學到教

訓。首先敘述流域政治決策的普遍

挑戰，再者聚集在太平洋西北邊，

包括加州野生鮭魚減少，簡短地描

述存在三條河川系統中的流域組織

研究案例---分別為 Yakima 河(在

華盛頓中心)以及加州的 Santa 

Ynez 和 Sacramento 河。第三，我

們呈現調查結果的分析，強調在流

域組織失敗案例中的參與者觀點與

透過該文章的描述分析，

吾人可知集水區的政治決

策實繫於負責該流域規劃

的團體；除了認識國外流

域組織的運作情形之外，

更可藉由其流域規劃組織

成功與失敗原因參透箇中

緣由，以作為本研究進行

新店溪流域規劃的前車之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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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繼續前進的案例之參與者觀點

有所不同的調查。 

議題導向之最適民眾

參與技術研究 

王菁雲

（2000） 

民眾參與是一種政治權利的重新移

轉過程，這樣的過程將許多公共事

務決策權重新由官方及菁英手中回

歸到民眾手上，隨著都市化所造成

的社會變遷及居民彼此居住空間距

離關連性的增強，使得關係著居民

共同生活的問題有增加之趨勢，公

共事務議題參與程度左右了公共事

務推行的成功與否，在民眾參與公

共事務議題增加趨勢下，本研究根

據相關文獻及理論整理影響社區意

識的組成因素透過因素分析及相關

統計分析，將高雄市居民作社區意

識的強弱分群，探討社區意識及不

同居民屬性與公共事務議題的主要

影響因素，並探討不同社區意識群

組所適宜之民眾參與技術的關係。

深入剖析民眾參與的內

容，包括社區意識定義與

本質甚而相關運用，皆可

作為本研究除了認識社區

參與實質意義之外，更可

藉此清晰理論基礎作為本

研究發展社區發展規劃之

參考資料。 

民眾參與河濱綠地空

間營造與維護管理之

領域現象探討 

王秀娟

（2001） 

凸顯目前國內多數河濱綠地利用過

度與使用維護不當，對生態環境帶

來的衝擊，並提出對民眾認養執行

上建議。 

藉由檢視其所面臨困境進

而思考並分析於本研究中

是否亦會面臨同等難題，

並預先擬定解決方針。 

水岸地區再造的社區

民眾參與－以高雄哈

瑪星為個案研究 
蘇菀瑄

（2001） 

主要探討社區草根團體在面對地區

再發展議題上，其所扮演角色及其

在環境塑造上所能展現的動能；而

研究結果發現個案中的民眾參與仍

然停留在象徵性參與階段，尚未達

到真正落實市民權力的完全參與階

段。 

以民眾參與都市水岸地區

更新為主軸的個案研究，

適可為本研究提供可能遭

遇瓶頸與困境，以作為本

研究進行社區參與式規劃

安排上的參考依據。 

婦運團體參與地區環

境改造之研究－以榮

星花園改造案為例 

陳知遠

（2003） 

男性長期掌握並支配規劃空間的權

力，忽略兩性在生活經驗上的差

異，使女性公平享有空間的權利受

到剝奪；緣此該研究希望藉由分析

不一樣的權力解釋觀點刺

激本研究對於空間規劃安

排上延伸其他想法的可能

性，鮮明的民眾團體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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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婦聯盟的參與動機、過程與結

果，了解台灣婦運團體自我賦權行

動所帶來的行動效益。 

亦可作為本研究進行河岸

社區發展模式之參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都市河川生態系之維護有助於提升生活品質，而居民環境行為與河川

自然生態系統互為唇齒，而都市環境之維護透過人的行為決策形塑都市河

岸景觀。因都市河川機能而生之保育規劃模式，文獻中對於自然、人文景

觀資源有效利用與保育方法，作為本研究進行結合居民參與地方河川保育

決策之參考方向。雖然「由下而上」（bottom-up）的彈性規劃優於「由上

而下」(top-down)的僵化規劃，但是因河川保育規劃必須是前瞻性之整體

考量，故參與式規劃也不宜過渡強調民意，或依附民意而悖離或忽視了河

川其他防洪、保育及自然美意本質等整體考量的功能。 

 

綜觀過去國內外相關研究，大部分僅就就河川流體本身之水質水量、

防洪、污水處理或水庫興建進行量化驗證與策略建議之分析；或以時間軸

線為主，僅探討都市發展變遷、土地利用形式轉變及河岸聚落發展進行分

析，卻少有慮及整體都市環境與河川生態的互動關係之相關研究。本研究

將河川與人類的關係融入自然生態觀點中，擴大河流與人類之間的關係至

非政府組織運作與政府重大公共工程建設間對河川保育的認知差異，使吾

人從自然生態與民眾參與的意義中產生對於河川保育之認同，並能從自家

門前俯拾即是的一彎淺水做起，進而探討如何在現行自然生態觀之下建立

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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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案例比較與現況分析 
 

在前述章節瞭解民眾參與理論、環境規劃與水岸發展論述等基礎後，

為彌補文獻資料分析之不足，因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故本研究分別以三

個國內外民眾參與河川資源保育案例，進行探究分析，藉由歸納整理方式，

找出參與模式的成敗關鍵，以供後續研究學習優點，記取教訓；並作為本

研究進行後續民眾參與河川保育個案研究之比較，並且透過實地走訪之現

況分析，瞭解現行河川保育課題，及民眾參與河川保育所遭遇困境，以作

為本研究後續研擬非政府組織參與決策規劃模式之設計參考。 

 

第一節  國內外社區參與河岸規劃之案例分析 
     

壹、台灣福林社區 

 

一、雙溪簡介 

    位於台北市士林區福住里的「福林社區」係指在一九九○年代，台北

社區運動中的一個先發社區發展經驗，初期係由一項「社區環境改善及民

眾參與」實驗計畫所推動，然後由社區居民自力接續推動。「福林社區」位

於往陽明山與連結天母的交接口，源於擎天崗的雙溪流經社區北側邊緣，

河流與社區之間原本有塊環境髒亂的河濱地；然而經過社區居民共同努

力，其搖身成為美麗的雙溪河濱公園，是目前居民重要的生活空間，也是

福林社區營造軌跡的起點。 

 

二、河岸規劃內容
6 

 

（一）實驗計畫時期：約 1991 年～1992 年 

同為福林社區居民的台大建城所陳亮全教授與當時服務於經建會住都

處的毛正羽先生，於民國八十年秋，因經建會住都處「社區環境改善及民

眾參與實驗計畫」為探討台灣社區居民參與環境改善可行性之目的，選定

福林社區為實驗對象。長久以來因居民缺乏參與社區公共事務的管道與機

制，在實驗計畫推動初期，所有活動舉辦皆由外來專業團隊以計畫案研究

方式，進行動員工作。此時期如下所示，又可分為暖身及親身體驗兩個操

作階段。 

                                                 
6 參考自「福林彩虹白鷺飛」，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時報文教基金會編，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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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暖身階段：福林社區發展籌備委員會安排一系列社區學習課程以及實地 

參觀活動，以作為後續的河岸規劃設計討論工作的基礎。 

2. 親身體驗階段：透過討論活動形式，讓居民參與公園規劃設計工作；最 

後整理出居民對河濱公園的遠景構想，包括（1）於河濱再現白鷺鷥身

影；（2）讓公園成為社區兒童戶外生活一部分；（3）無障礙空間設置；

（4）結合公園資源與社區學校教學內容及（5）由社區自主管理的公園

等內容。 

 

（二）社區組織籌備時期：約 1992 年～1999 年 

計畫結束後，規劃團隊成功地幫助居民充分表達其對河濱公園的營造

意見。爾後居民決定成立「福林社區發展籌備委員會」以提升社區自主性，

並將「雙溪河濱公園整建」書面意見，化為具體公園規畫設計行動，福林

社區參與發展工作自始展開。透過該參與式規劃設計活動，雖耗時較長（三

年多），但居民於參與的過程，與社區工作者一起學習社區公共事務的推

動，於心靈上強烈感受到，社區居民共同完成的河濱公園，除成為社區重

要生活使用空間之外，更是維繫福林社區成長的動力所在。於此時期的實

務操作階段如下所示又分別為公私協調、參與美化及命名等階段。 

 

1. 公私協調階段（社區 V.S.政府）：爾後由福林社區籌備委員會代表社區 

居民提案給台北市政府公園處，經過行政協調，發包公園的建設工作。 

2.參與美化命名階段：公園廣場河堤經由社區居民全家總動員，結合社區

國小舉辦活動，透過社區孩童參與及其父母的協力合作，共同設計完成

嵌畫；為配合公園正式啟用，舉辦「廣場命名」活動，並由社區居民票

選出「彩虹白鷺廣場」此一名稱。 

 

（三）福林社區發展協會：1999 年～迄今 

自當初學術偶然的初試啼聲，到目前因社區共識所凝聚而生社區組

織，福林社區不僅成功地展現社區自主性，更因福林社區居民致力於公共

空間再造的成果，其參與精神與方法已成為其他都市型社區的模範7。而此

時期於規劃實作上即永續經營階段，也就是居民於後續河岸空間管理與維

護工作。 

 

                                                 
7 自福林社區發展協會成立以來，因推動社區環境保護、發起社區日及善用地方資源－雙

溪而分別獲得臺北市政府社會局 91 年及 93 年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優等及甲等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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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上述規劃時期與居民參與實務內容交叉整理如下表所示。 

 

【表 3-1】福林社區居民參與雙溪河岸規劃過程一覽表 

 規劃階段 河岸規劃主題 主要參與執行者 

暖身期 
1.社區學習課程 

2.觀摩其他河岸規劃社區 

里長 

規劃團隊 實

驗

計

畫 
親身體驗期 

1.確立居民所需 

2.河濱公園定位 

3.河岸空間分區 

4.階段性成果 

社區工作者 

規劃團隊 

社區居民 

里長 

公私協調期 
1.向公部門提案 

2.發包動工整地 

社區發展籌委會 

政府、包商、規劃團隊

社

區

組

織

籌

備 

美化命名期 

1.認識社區及河岸自然環境 

2.河堤嵌畫 

3.河堤廣場命名 

社區居民、福林國小 

社區發展籌委會 

崇她社、都發局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永續經營期 

1.河堤護坡定期打掃 

2.河岸暨社區植栽認養 

3.颱風過後河堤清掃整理 

4.「戀戀雙溪」河堤景觀成果展

社區居民 

福林社區發展協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從上述河岸規劃階段來看，雖然可知社區居民所扮演的角色輕重不

一，而其態度亦從質疑、觀望至投入，居民的定位從旁觀者、實踐者甚至

自發性地成立屬於自己的社區組織，高自主性的社區發展，正是後來福林

社區面對規劃團隊的抽離之際而不致受到動搖或面臨潰散的最佳後盾；究

其緣由，應為社區居民其不求回饋的投入參與態度，不僅是社區意識發揮

淋漓盡致的表現，更是化解集體行動中，因社區發展係屬地方性公共財所

帶來的「搭便車」（free rider）困境。 

 

三、民眾參與情況 

 

（一）居民參與河岸規劃前 

    亦即民國八十年秋之前，流經社區北側的雙溪，溪水兩岸蔓草叢生，

岸邊一片荒蕪，居民使用心態上無對於河流的認同感；而且並未擁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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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前 

 

社區共同的河流意識，對於具生態指標的白鷺飛翔視而不見，視緩緩流經

居住所在地周遭的溪流為理所當然；未能瞭解其存在的意義，更遑論對其

於生態保育維護上的重要性。 

 

（二）居民參與河岸規劃後 

    居民利用中低水位靠近河水部分做為自然生態保護區，以便讓既有生

物能夠復育，並與其他動態活動保持一定距離。經過整治的雙溪自然生態

逐漸恢復，白鷺鷥重新回到福林社區雙溪河岸覓食、戲水與棲息，清澈的

溪水使溪邊垂釣成為社區居民另一種享受。透過共同的努力、汗水與討論，

一股對於社區無法言喻的情懷油然而生，這樣的認同感驅使社區居民義無

反顧地捍衛這自己用雙手所建立的社區河岸空間。 

 

    由上述可知，結合社區居民的力量無他，正是因共同所擁有的河流所

引發的社區意識，促使福林社區的居民義無反顧、心無旁騖且協力合作投

入雙溪河濱環境改造的運動，只因社區居民真正落實「社區人做社區事」，

居民親手改造的正是自己的家園。則居民、社區、河流三者之間的關係，

因為「參與」而有所微妙的轉變，以圖所示如下： 

 

 

 

 

 

 

 參與後 

 

 

【圖 3-1】福林社區居民及河流關係變化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近來興起的社區主義所強調的正是這種經由鼓勵民眾參與公共事務，

透過居民無私地參與並追求共同的利益，不僅讓公共事務的參與成為權

利，更是每個社區居民應盡的義務，除了建立起休戚與共的社區意識，更

能藉此形成社區的目標與存在價值。 

居民 河流 

利己的使用 

社區意識 

河流

居民 

生態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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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古川町
8
 

 

    一九八○年代中期，日本一千多個地方自治單位，發起制定與造町相

關的法令，期望以更嚴格的條件來保護地方自然環境；而具有濃厚民眾參

與色彩的造町活動，亦使得日本逐漸發展出深具地方特色的產業活動，「他

山之石，可以攻錯」，藉由日本造町經驗，可提供本研究進行社區參與都市

河岸規劃機制研究一些啟示與參考。 

 

一、瀨戶川簡介 

    瀨戶川位於日本中部地區岐阜縣小鎮的古川町，流過飛驒山脈美麗山

間小鎮的瀨戶川，原本只是條地區性的水溝，但因有著奮力推動社區環境

改善、維護地方歷史文化及保存傳統建築景觀等多樣公共事務有成而聞名

的居民，古川町不僅獲得日本 1993 年「創造明天的日本協會」所頒發的「故

鄉營造大獎」，其為日本社區營造的典範與居民自發性互動愛護社區的情懷

聲名遠播，足以飄洋過海影響幾千公里以外的台灣，作為推動社區營造凝

聚社區意識的學習對象9。 

 

【圖 3-2】古川町相對位置圖 

資料來源：參考自 http://ivy2.epa.gov.tw/out_web/E/action/h-s2/94/Japan/03.htm 

 

 

                                                 
8 參考自「故鄉魅力俱樂部」，西村幸夫著，王惠君譯，1997：152-174。 
9 日本古川町觀光協會會長坂村有造及當初指導該町進行社區營造工作的西村幸夫教授

皆曾於 1992 年至 1997 年間多次來台交流。 

飛驒

市 (原古川

町 
)

愛知

岐阜

岐阜

縣 

飛驒市
(原古川町)

愛知

岐阜

岐阜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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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六○年代，流經古川町市區中央的瀨戶川，原本是條髒污不堪、

充滿泥濘且棄置荒廢的的臭水溝，然而經由兩個整日在酒館買醉的退休老

人，因為懷念該條圳溝過去的清澈以及町內過往的美好傳統而發起，於是

兩位老人挨家挨戶說服全體居民，一起用水桶一桶桶的清理，居民們深受

其誠意而感動，於是共同參與改造環境，藉由地方上各種協力合作的力量，

重現瀨戶川往昔風光。 

 

二、河川環境改善暨河岸規劃過程 

 

    促使古川町聲名大噪的瀨戶川，才是古川町社區營造的濫觴。瀨戶川

寬約 1.5 公尺，流經古川町市區的部分約有 350 公尺長，原本只是一條被

棄置的臭水溝；然而經過居民對故鄉情懷的覺醒，目前瀨戶川內養有許多

漂亮的鯉魚。古川町居民為瀨戶川所執行的維護管理計畫如下列所示： 

（一）分工合作定期清理－生活依賴 

因為河流流向經過町內大部分家戶房屋，居民生活與河川生態的緊密

程度可謂比鄰而居，川水在町內提供的功能包括下列所示： 

1.農業用水：以一級產業維生居多的古川町，灌溉取水皆來自鄰近瀨戶川。 

2.生活用水：瀨戶川水渠道流入町內各角落，家庭生活用水取自瀨戶川。 

3.防火用水：全鎮以木造房屋為主的古川町，取用方便、可備不時之需。 

由於清理河川淤泥與垃圾就像打掃自己家裡一般稀鬆平常，古川町內

鄰近瀨戶川住戶啟動自發性川水維護機制，基於上述功能進行下列所示的

清理工作： 

1.分工合作：輪流川水的清掃除淤工作； 

2.記錄監督：以「瀨戶川清掃日誌」展開自主性的河川維護； 

3.自我約束：家戶不再往門前的瀨戶川溝渠傾倒廢水或丟置廢棄物。 

根據過去「參與」的經驗得知，雖稱「民眾參與」，但諷刺的是，民眾參與

最大難題往往在於缺乏「人」的加入，充沛人力資源的運用才能真正達成

民眾參與推動公共事務的目標，古川町的人力動員令人為之動容。 

 

（二）鯉魚飼養計畫－生態保育 

古川町地方組織－「北飛時報社」為配合支持該市鎮明治百年紀念活

動，提出於町內瀨戶川飼養鯉魚的計畫；該計畫因考量町內瀨戶川生態保

育的川水永續而生，計畫落實後影響古川町內居民生活甚鉅，究其實施初

衷可將該計畫分成實施主體、主要內容及執行成效等面向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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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施主體：非營利組織、企業組織、善心人士及保育團體 

該計畫受到上述團體的支持，捐贈鯉魚共計 3,230 隻；町內組織拋磚 

引玉的動作讓該計畫得以長久運作於町內，藉此凝聚町內向心力。 

2.主要內容：鯉魚過冬 

（1）冬雪前撈魚 

    每年冬天下雪前，必須動員社區居民共同將鯉魚撈至較深的水塘過冬。 

（2）清理水圳 

居民藉由將鯉魚撈起的圳渠淨空機會，將水圳清理乾淨。 

（3）春融後放魚 

當春天雪融時，町內居民們藉此舉辦活動，共同將錦鯉放回瀨戶川裡。 

3.執行成效 

藉由瀨戶川的鯉魚，居民擁有共同關心的社區資源，「鯉魚過冬」更成

為動員社區、彼此交流及舉辦活動以共同為公共事務盡一份心力的最佳時

機。當地居民全體總動員，這項「使社會更光明、使街道更美麗」的運動，

獲得熱烈迴響。循序漸進的計畫目標是進行規劃工作的重要手段，故所進

行之「鯉魚放養保護計畫」讓古川町社區改造運動因而萌芽，而保存溪流

的清澈，則為全鎮共同責任。 

 

（三）河岸景觀美化方案－環境維護 

 

瀨戶川係屬江戶時代所挖掘之人工渠道，本為西邊商人和東邊武士住

宅區交界處之計畫水道；然於西元 1615 年的元和「一國一城令」中，武士

被解散，殿町10亦逐漸成為商人居住地，地名已有名無實，但做為都市軸心

的瀨戶川仍舊留存。對於河岸景觀美化過程及其影響誠如下列所示： 

 

1.植栽綠化：居民於渠道周邊種植柳樹綠化； 

2.就地取材：沿圳溝利用石塊與當地木材建造「木橋」與「帶狀休閒步道」； 

3.影響所及：不僅提供當地居民舒適的視野景觀，更為古川町帶來豐沛觀

光資源。 

瀨戶川不僅是留存，從水道旁修築的道路上，更能欣賞過往倉庫背面

景觀的特別空間形式。因此瀨戶川無論是做為都市軸心，亦或訴說歷史的

證人，都是非常重要的。 

 

                                                 
10 雖然已有 380 年以上沒有武士了，但這個地名還是繼續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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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間參與情況 

 

社區意識高度覺醒的古川町當地住民，攜手展開總動員並群策群力發

起淨川運動，獲得町內其他居民熱烈迴響，進而使得古川町社區營造運動

遠近馳名。古川町高漲的住民意識，主要是透過長年舉辦祭典、用水管理

等儀式和活動凝聚而來；綜上所述，瀨戶川的煥然一新不僅來自居民個體

互助合作，更來自町內各種社群的伙伴關係(partnership)，輔以公部門（町

公所）及專家學者的指導與協助，始能成就瀨戶川的今日；民間參與以各

種團體組織或個人的型態呈現，因共同守護瀨戶川而產生一參與系統，其

間關係如下圖所示: 

 

 

 

 

 

 

 

 

 

【圖 3-3】古川町社區參與系統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在古川町，不僅是町公所主導整建設施工作，為使居民自身居住地成

為舒適的環境，居民行動更是不容忽視。是故從上述參與系統圖中觀察，

古川町的民間參與主體具有高度多樣性，主要可分為下列幾項主要參與者： 

（一）地方自治組織：町公所 

（二）學者專家：西村幸夫及來自東京大學的學術資源 

（三）地方團體 

      1.居民 

2.玄之子瀨戶川用水管理協會：沿岸住民自發性成立著手進行整治； 

3.瀨戶川泥水匠公會：使用仿木方式以補強水路； 

4.瀨戶川觀光組織：修建瀨戶川上的小橋欄杆、設置座椅。 

參與者定位包含公部門、私部門及學術單位，其中有團體組織也有個

人參與，以「用水管理協會」為首的古川町地方組織之間環環相扣，與學

1.居民 

2.社群組織 

學者專家 

西村幸夫 

地方自治組織

町公所 

瀨戶河川保育



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決策之研究 

 3-9

術單位及政府部門的互動亦為網網相連，究其成就因素應為民間團體有系

統且有計畫性地進行一連串規劃行動，於無形中凝聚參與共識並融入民間

參與於下次行動，如此良性循環成就古川町保育瀨戶川的永續經營。 

古川町河岸維護計畫亦希望能夠長久保持瀨戶川的清流，並希冀能達

成以下目標而努力： 

（一）幫助提升地方青少年的情操教育 

（二）作為美化市街的一部份，使大家不再往瀨戶川丟垃圾和髒東西 

（三）希望「美麗古川」成為慰藉與日遽增來訪者及居民熱愛自然的心情

場所。 

然而透過地方組織與社區居民的努力，古川町的社區參與營造精神及瀨戶

川保育行動就這樣持續了四十餘年，不僅成功提升居民自己居住的環境品

質，這樣的社區內涵，更是成為社區營造精神的典範；古川精神，還要繼

續下去。 

 

參、美國溫哥華水資源教育中心（Water Resource Education Center）
11
 

 

    水資源教育中心（以下簡稱 WREC），此為一看守鄰近溫哥華海洋公園

的哥倫比亞河之非營利機構組織，其位於美國華盛頓州的溫哥華市。水為

人類帶來生機，而教育男女老幼如何有智慧地使用這珍貴且賦予吾人生命

的自然資源，是溫哥華水資源教育中心所全力關心的。 

 

一、哥倫比亞河與 WREC 簡介 

 

哥倫比亞河是流經美國華盛頓州與奧瑞岡州之間的界河，主流全長

1,940 公里的哥倫比亞河是全美第二大河。WREC 是鄰近受保護的 50 英畝濕

地之管理單位，該濕地是大都市地區裡少有可維持自然生態的哥倫比亞河

岸地區，該地區提供超過 120 種魚類及野生生物覓食、築巢及動物棲息地

與植物生產地。參訪者與當地居民皆會尋求一個最靠近的有利位置，以觀

察流動的哥倫比亞河以及由附近的海洋公園所看守的豐富野生生物濕地；

而從海洋公園延伸，還可將人們帶到溫哥華復興步道（Vancouver's 

Renaissance Trail）去，這是一條深受步行者、慢跑者及自行車騎士喜愛

的水岸步道。 

 

                                                 
11 參考自美國溫哥華水資源教育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cityofvancouver.us/watercente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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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鄰近溫哥華海洋公園哥倫比亞河的 WREC，透過課程方案、展覽及

地區競賽活動與志願工作機會，提供環境教育，每年有超過 4,000 個學齡

兒童與社區參加；而且每年有超過 50,000 個人次會參訪 WREC，其設置且

營運於華盛頓州西南方的溫哥華城市裡，該中心教育所有年齡層的民眾以

更好的方法照顧水資源，以及該如何做出關於水的智慧決策。自 WREC 於

1996 年掛牌營運後，便連結海洋公園水資源再生設施，兩者合作以確保可

提供目前及未來世代的人們及動植物一個安全且健康的水源；而其所舉辦

的活動，則是為了要吸引與招募更廣泛的跨部門民眾。 

 

二、哥倫比亞河岸規劃 

 

    由於水資源教育中心的成立，即為達成守護華盛頓州溫哥華市的美麗

哥倫比亞河的長遠宗旨，則該組織中程目標除卻促進並提升民眾對水資源

的瞭解、培養大眾對於水源供應與廢水處理設施的支持及透過智慧型行政

運作以提升水資源保護管理人的職位以及個別責任制之外，WREC 也鼓勵社

區的參與使用；緣此，為達到上述目標，該組織有包括下列所示的近程河

岸規劃內容： 

（一）環境教育服務 

關心地方河流生態保育的 WREC 往往會提供多元化服務項目，供來訪民

眾參觀、模擬及學習關於哥倫比亞河的一切，其所提供項目內容多以教學

傳承為主，概略可分為動態的環境學習與生態遊戲，及靜態的保育瀏覽與

資源觀測；其內容如下所示： 

1.動態環境學習：如廢水淨化電腦模擬操作、親自動手操作相關監測儀器。 

2.動態生態遊戲：如以電腦遊戲機測試生態保育能力。 

3.靜態保育瀏覽：觀看哥倫比亞河特殊物種、水循環影片或藝術家水觀點。 

4.靜態資源觀測：如透過河岸濕地監測觀察季節性的鳥類變遷。 

地方居民與觀光客都喜歡可以親自動手模擬且可以互動的活動；因

此，透過活動舉辦讓哥倫比亞河的河川生態保育更靠近民眾真實生活。 

 

（二）資料庫建立 

其以監測河流本身、湖泊及各濕地的水質與動植物棲息地為前提，因

為與 Hewlett-Packard 的合作關係，WREC 組織一個由學生及志工組成的網

絡並建立一水質監測資料庫，負責監測哥倫比亞河流經華盛頓州克拉克郡

地區的湖水、濕地及河流的水質與生物棲息地。參與者在技術需求上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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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WREC 員工及志工的訓練，以完成九個水質測試及周圍的動植物棲息地

與產地的監看。 

（三）建立完善志工制度 

    WREC 之所以得成功扮演哥倫比亞河的生態守護者，在於其擁有健全的

「志工」制度。如同本研究於前述第二章提及志願工作者（volunteers）

是組織最大的動力來源，沒有志工的投入，許多非營利組織恐怕無法推動

業務；緣此，組織的運作需要「志工」的參與及配合，活動的舉辦更需要

「志工」熱情的付出。WREC 的「志工制度」可用志工類型與負責內容兩方

面一窺究竟。 

1.志工類型 

（1）地方藝文工作者 

許多當地的藝術家，貢獻他們的時間與才華給 WREC。一些他們為 WREC

所作的最精彩計畫包括製作絲質旗幟設置於中庭，一隻為了鱘魚節慶而高

掛於藝廊的鱘魚標誌，並且透過攝影作品展現濕地變遷。 

（2）計時工讀生 

需要時間承諾制度的方案志工，如水導覽方案、夏季服務及為舉辦特

定活動項目所需志工即為計時服務工讀生；配合特定活動的志工，能協助

WREC 舉辦吸引超過 4,000 人次的活動。 

（3）在學實習者 

提供扮演教育者的機會給在學大學生，練習承擔基本責任、協助學校

與團體參訪、維護水生動物並與 WREC 贊助者互動。這些實習工讀生有各式

各樣的教育背景：教育、生物、醫學院預科、政治科學及公共事務；除此

之外，更鍛鍊這些實習者隨機應變的能力如與未經預約即前來的參訪者交

流及互動，並協助相關計畫推動與例行營運事項。 

2.河川保育志工負責部分 

（1）水之導覽 

該組織會選定一群志工專責河川保育及河岸規劃的相關課程活動與解

說服務，在此之前必須先受訓 2至 3天；關於水的導覽部分，負責解說人

員必須同意承諾服務至少 40 個小時，之後其得以自撰草稿方式指引導覽。 

（2）年度活動 

志工協助 WREC 負責促進特定活動的遠距及現場任務之完成；WREC 每 

年舉辦至少三次特定活動（潑水節、誕辰日及鱘魚節等皆為年度活動），並

且參與其他合作的活動。在此之前，志工亦如前項水之導覽一樣，必需接

受相關的專業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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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案研究 

所謂的志工就是那種不想受到焦點矚目，但卻願意分享才能的人。這

些志工當中，有些人在委員會工作，負責策劃 WREC 的一些特殊活動，並且

或者分享他們在電腦、木工及藝術方面的專業知識。 

 

三、參與系統 

 

    綜上所述，本研究明顯地瞭解，位於美國華盛頓州溫哥華市的水資源 

教育中心（WREC）是守護哥倫比亞河的主導者，因為共同關心受到高度經 

濟發展而污染的哥倫比亞河及原本生活其中的魚類，進而投入同為守護行 

列之志工，則為該非營利機構運作的主要靈魂人物，WREC 的志工負責大部 

分的河川生態解說、導覽與監測的任務。 

 

參與（participation）可以用許多方式呈現，比如像是市民參與、企 

業參與及社區參與等型式，而志工是較為接近實務經驗，且成效較易見於

世人的參與型式。而此處於政策執行面較為偏向「由上而下」的水資源教

育中心，其所強調的參與是由鄰近民眾或來訪者藉由 WREC 的協助以親身體

驗河流生態；這種「指導性參與」，就生態保育觀點來看，對於受盡污染迫

害的哥倫比亞河流本身及其河岸棲息地的兩棲動物與水生植物減少干擾，

可視其為一種尊重自然的作法；然而就民間參與的角度來看，該市居民少

有參與改造哥倫比亞河岸環境的必要與機會。本研究藉由下列關係圖說明

WREC、河流與居民之間的參與關係： 

 

 

 

 

 

 

 

 

 

 

【圖 3-4】哥倫比亞河參與系統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1.志工 

2.地方藝文工作 水質監測專家 

非營利組織 

水資源教育中心

哥倫比亞河

之生態保育

居民 

參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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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的參與系統圖中來看，吾人可知在哥倫比亞河之河川保育及河

岸規劃體系中，民眾實際參與的強度不大，而志工的加入又是「民間參與」

的另一種呈現方式，故其主要參與者可概略分為下列主體項目： 

（一）學者專家：民間水質監測專家，負責哥倫比亞河水質水量監測情況。 

（二）非營利保育團體：水資源教育中心（WREC）。 

（三）地方參與者：志工、鄰近居民、觀光參訪者及地方藝文工作者。 

顯而易見的是，在此參與系統中，水資源教育中心與水質監測員負責主要

河水生態保育的維護工作，該機制的設計讓哥倫比亞河能得到真正的休養

生息，亦即恢復大自然循環的自我修復能力，或許此種半參與式的河岸規

劃方式，可為國內常以「封溪」行動來保育河川生態的極端措施提供一個

新的思維。 

    在美國華盛頓州溫哥華市的居民，其享有哥倫比亞河供應日常用水、

工業用水及農業灌溉用水等日常生活的便利之外，從上述關係圖中吾人可

知，居民必須透過當地的 WREC 及其志工的協助始得與河川有較為親近的景

觀視野接觸，可遠觀不可褻玩焉，更遑論參與該河川的河岸規劃；然以河

川保育的宏觀角度視之，這樣的約束與設計未嘗不為一種保育生態的手

法，應值得吾人深省。 

 

肆、淡水河快速道路興建 

一、計畫簡介12 

民國八十七年內政部台北第二辦公室（前台灣省政府住宅局都市行政

處）計畫沿淡水河南岸興建八里--新店線東西向快速道路（簡稱八新快速

道路），估計將花費新台幣 80-100 億元，此快速道路自關渡大橋至沙崙長

約七公里，沿著捷運淡水線與河岸間佈線，道路興建沿線並經過珍貴的淡

水紅樹林生長區之自然資源，此快速道路據開發單位說法，雖然將可使行

車時間減少十四分鐘，但將迫使紅樹林自然生態，淡水老街景觀及淡水落

日美景皆受到嚴重破壞。然而早在民國八十三年經建會及內政部規劃淡海

新市鎮交通之際，已放棄沿河路線而改採山線；山線雖然需要較多的人力

及財力，然此尚屬技術可克服之範圍，鑑於上述可知沿淡水河南岸興建之

八新快速道路不一定非得矗立於河邊不可。計畫中的快速道路若依計畫動

工後，將阻擋淡水鎮眺望淡水河及夕陽的景觀；地方人士亦提出環保、交

通壅塞等其他可能影響。 

                                                 
12 資料來源參考自：1. http://twstudy.sinica.edu.tw/~ngo/TRACE/4step/pali.htm；2. 
http://www.greenparty.org.tw/publication.php?itemid=151（高成炎，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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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省公路局副局長陳晉源在報告中指出，雙向出入淡水的交通量

近來增長迅速，僅以小客車的旅次而言，每天達五十八萬輛次；另外就運

具而言，出入淡水的交通量有 73.2％是透過小客車完成，大眾運輸工具僅

肩負 26％的運量。因此淡水地區的交通負荷量日漸增加，塞車已成常事。

快速道路工程的規劃係由亞聯顧問公司負責，該公司認為在技術上已盡量

減少對景觀的影響，例如將路堤高度降低到 2.5 公尺至 3公尺，寬度增加

為約 50 公尺。沿淡水河岸興建之八新快速道路雖然便捷，但將使紅樹林自

然生態，淡水老街景觀及淡水落日美景都將受到嚴重破壞，而開發單位卻

認定為了趕時間可以不必作環境影響評估，除環評法外，更違反包括水利

法、森林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法令。 

 

二、抗爭內容 

 

    在抗爭過程中，本研究根據前述參與理論之民眾參與要件得知，藉由

參與影響決策之成敗關鍵繫乎參與要素中的參與主體、參與內容、參與時

機及參與特徵等，以下分別就八新快速道路興建抗爭事件中之參與人員、

抗爭訴求、影響層面及政府回應等操作情形進一步分析探討： 

 

(一)參與人員 

     

1.當地居民 

八里居民代表何信鴻表示沿河居民在 83 年飽受洪汛之苦，記憶猶新，

深恐這座每隔 200 公尺便有一座巨大橋墩的高架道路，不僅會窄化河

床，且累積垃圾造成淤塞，三重、蘆洲、泰山等地淹水情況將更嚴重。 

 

2.立法委員 

立委王拓及朱惠良 87 年 2 月 24 日在立法院針對淡水河北側快速道路

將遮蔽淡水河景觀一事召開公聽會，與會政府部門首次公開承認，該

案對淡水鎮的人文景觀可能有負面影響。與會人士包含規劃該道路的

省政府公路局、內政部、環保署、交通部、台北市捷運局等公務部門，

及發起搶救淡水河聯盟的學者及淡水地方人士等。立委林重謨表示許

多立委對公路與環保建設並不瞭解，還拼命爭取建設。他指出有建設

就有工程，有工程就有利潤，呼籲不要以子孫的未來環境來謀求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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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者專家 

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表示，台北縣交通已很便捷，不必再興建一條

砂石車與垃圾車奔馳的道路，不僅影響生態環境，更將造成交通安全

上的顧慮。台大土木系交通組教授許添本表示民眾需要有更好的交

通，但興建道路必須以不要破壞環境為原則。 

 

立法委員陳景峻、林重謨及社會人士紀政、林懷民、台大教授與八里

鄉居民代表多人更曾於民國 88 年 7 月 12 日至內政部台北第二辦公室前抗

議淡水河快速道路的興建並呈交抗議書。 

 

（二）抗爭訴求 

 

八里居民代表抗議的訴求是希望政府交通建設應有更符合地區特性的

思考，不應一昧為建設而建設，以用地取得的方便性為考量，而忽略環境

與人文的特性；環保單位應在環境評估上應嚴格把關，呼籲台北地區民眾

一同關心淡水河生態保育。 

 

（三）影響層面 

 

在人文歷史上，八新快速道路可能損毀淡水河沿岸的「寶順洋行」遺

跡、「測候所遺跡」以及建於 1940 年代的台灣第一座水上飛機場遺跡。同

時會使淡水的「滬尾街」聚落之形成及發展，失去最重要的景觀。更重要

的是，淡水當地人擔心這條路影響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帶來市區更嚴重

的塞車及噪音、空氣污染。另外，淡水的觀光產業亦隨著河邊景觀被遮蔽

而消失，獨特的舢舨漁船也沒了生機。 

 

（四）政府回應 

 

接受「只要淡水河不要河上道路」為主題的抗議書後，內政部台北第

二辦公室道路組組長張俊吉表示快速道路是為疏解交通及配合台北商港--

八里的發展，所以興建是勢在必行的，可行性研究規劃還在評估階段，尚

未定案，他們是委託規劃，決定權還是在交通部。他強調快速道路興建儘

量減少影響民眾安全及不破壞生態環境為原則，不會破壞紅樹林、淡水河

等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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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內政部負責都市計畫的官員指出，內政部已發現這條路會影響淡

水鎮的人文景觀，且工程規劃單位一直沒有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內政部

認為從技術的角度上，似乎可以再發揮智慧，找出解決的辦法。台北市捷

運局當時也指出，目前淡水捷運每天的載客量約為八至九萬人次，距捷運

局規劃之 2001 目標年每日載客十六萬人次尚遠。 

 

三、未來展望13 

 

根據中國時報於近日報導指出，懸宕多年的淡水河北側環河快速道路

有機會起死回生，但以平面取代高架，未來配合芝投公路發包動工，可望

雙管齊下，根本紓解台二線的塞車亂象。縣長周錫瑋、副縣長李鴻源為了

改善淡水地區的交通動線，召集立委吳育昇、李顯榮、縣議員鄭戴麗香、

李文德、呂子昌，和淡水鎮長蔡葉偉、台北縣市交通局等實地勘查。淡水

河北側環快工程原計畫從淡江大橋淡水端，沿右岸高架跨越捷運紅樹林

站、竹圍，再銜接關渡橋、大度路和洲美快速道路，無奈民國八十九年間，

受限於紅樹林保護區，環境評估未過關，與會人士主張改為平面施工。淡

水河北側環快案重新研議此一腹案，將由公路總局帶回去研擬商議其可行

性，預定三周內提出具體報告；若尚有其他更理想的替代方案，也一併集

思廣益。 

 

伍、反水庫興建抗爭 

 

一、計畫簡介 

 

美濃水庫興建計畫於 1980 年，由主管台灣水利事業之經濟部與台灣省

政府二大主管機關決議，由經濟部水資會主辦。1990 年通過環保署辦理之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工作，於 1992 年由行政院核定「美濃水庫工程計畫」，

正式向台灣社會宣告「興建美濃水庫」此一公共政策。而美濃水庫興建的

政策理由如下所示： 

 

 （一）解決南台灣缺水危機 

    經濟部水資會於 1992 年提出「美濃水庫可行性規劃報告」指出，為因

應南部區域（台南、高雄及屏東）日益高昇之供水需求及壓力，現階段水

                                                 
13參自中國時報 95/06/22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602+112006062200096,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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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供給僅能符合 2001（民國 90 年）之公共給水需求，是故水資會乃積極

推動美濃水庫建設計畫，以供應 2021 年（民國 110 年）「一般用水」（生活

用水、特種用水及船舶用水）和「工業用水」之預期需水量。 

 

（二）水庫是解決缺水問題最佳方案 

    由於大高雄地區既有蓄水設施之容量有限（僅澄清湖水庫與鳳山水

庫），且地狹人稠及地形陡峻，使得豐水期河川逕流水多直流入海，造成大

高雄地區全年可用之地表水非常有限，枯水時期常遭受缺水之苦。近年來

更由於經濟發展快速，用水需求量大增，使得缺水問題亟待解決（經濟部

水資源局，1998）。基於大高雄地區水資源時間與空間分佈極不平均之特

性，為蓄存豐水期豐沛水量不使其直流入海，以供枯水期使用，則必需仰

賴水庫之蓄豐濟枯功能。 

 

二、抗爭內容 

 

    原本贊成多於反對的美濃居民，透過1992年12月10當地民眾舉辦「美

濃水庫公聽會」後，暴露出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的問題，公聽會結束後正式

掀開美濃返水庫運動的序幕。1993 年由反水庫人士組織「愛鄉協進會」帶

領反水庫抗爭行動，首要目標即「阻擋立法院通過美濃水庫工程預算」。於

是反水庫運動積極尋求外界支持，並展開細膩長遠的反水庫運動。直至

2000 年陳水扁於總統大選後宣布其任內不興建美濃水庫，前後長達八年的

抗爭歷程，更加證明民眾參與公共決策此一社會運動必需為一長期投入與

關注之集體行動。 

 

（一）參與人員 

    1992 年年底的「美濃水庫公聽會」後，反水庫的隊伍成立，暫時編組

「愛鄉協進會」，開始推展反水庫運動。在這支反水庫的運動隊伍中包含「長

期被忽視的受苦農民、地方政治領袖、回鄉知識青年，還有回歸鄉土的藝

術家」（鍾永豐，1994）。此後為將反水庫的力量更加組織化，並積極參與

美濃的文化、社會、教育等社區事務，正事向高雄縣政府登記為社會團體，

成立「美濃愛鄉協進會」。該工作團隊係由回鄉知識青年所組成，他們帶領

推展反水庫運動、組織反水庫隊伍、擬定行動策略，並且蒐集國內外相關

資訊，為組織融入新的水資源管理價值觀（鍾怡婷，2003：59）。 

 



第三章  案例比較與現況分析 

 3-18

（二）抗爭訴求 

    反對美濃水庫興建的陣營，對於政府此一公共政策勢在必行的強硬態

度之為一核心訴求即「終結水庫」，「不讓水庫出現在美濃當地」是愛鄉協

進會團隊希冀影響、扭轉甚至改變既定決策之最主要短程目標。 

 

（三）影響層面 

    如果美濃蓋水庫，其影響所及範圍之廣且深是當地居民強烈質疑與反

對的顧慮，其中包括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及生態等多面向所造成的負

面影響致使當地居民反彈；爰此，下列分別就行政程序不公、居民生命財

產受威脅、不符社會公平、不符經濟效益、衝擊在地文化及破壞生態資源

等面向於下列探討： 

1.行政程序不公 

    美濃水庫在民國 81 年以前，由當初的水資會在美濃進行長達 10 年以

上的規畫與環境影響評估，而規畫與環境影響評估均由中興工程顧問社包

辦，裁判兼選手令人費疑猜。規畫報告中之 120 份問卷，扣除鎮公所人員，

美濃民眾僅有幾十名，不具真實民意基礎；並且在規畫期間，水資會並未

於當地舉辦任何一場興建美濃水庫公聽會或說明會。如此問題重重之規

畫，未與地方充分溝通以前即宣佈興建水庫期限，無異是大開民主倒車。 

 

2.居民生命財產受威脅 

    美濃水庫壩高 147 公尺，距離最近的聚落九芎林庄僅僅 1,500 公尺，

且無天然疏洪道，世界上沒有一座水庫距離人民村落如此相近；再加上壩

址所在位址共有五條斷層通過，地質脆弱，日據時期即測量過不適合興建

水庫，且方圓五十公里內於近五十年曾發生兩次破壞性地震。水庫一建，

美濃將永無寧日，一旦崩壩，美濃只有淪為死域。 

 

3.不符社會公平 

    美濃水庫用水主要供作濱南工業區工業用水，而濱南工業是由燁隆大

煉鋼廠及東帝士七輕石化廠所組成，這兩種工業都是屬於高耗水、高耗能、

高污染的產業，將使吾人付出巨大社會成本，而水庫興建成本卻是來自全

台灣人民之納稅錢。美濃水庫的興建，將使美濃人成為財團與政客利益分

贓的犧牲品；濱南工業區決定了美濃水庫的興建與否，而吾人常聽聞「美

濃水庫不蓋，高雄市民沒水喝」這種栽贓說法，其實是製造美濃居民與高

雄市民之間的對立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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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不符經濟效益 

    台灣河川因為短而狹，所以壽命特短。而美濃水庫集水區兩側坡地主

要為易風化頁岩，與烏山頭水庫所在地質一樣，而烏山頭水庫也是離槽水

庫，淤積率目前在台灣各水庫中居第四，已超過百分之五十。所以美濃水

庫同樣無法逃避迅速淤積的命運。不如整治高屏溪以及開發屏東平原水

庫，更符合水資源永續利用的原則。 

 

5.衝擊在地文化 

    美濃是台灣最後一個客家原鄉，保存台灣現今最完整的客家文化。然

若於美濃蓋水庫，則自施工那一刻起，不僅外地觀光客因工程運輸車輛進

出而卻步14，就連美濃居民亦因擔憂治安問題而人人自危15，無疑強烈衝擊

在地客家文化之續存與發展。 

 

6.破壞生態資源 

    黃蝶翠谷是世界獨一無二的生態型蝴蝶谷，民國 75 年曾有大發生期產

生五千萬隻蝴蝶的世界記錄，連外國人都要千里迢迢來到這裡觀賞，美濃

水庫的興建將淹沒這座珍貴的生態型蝴蝶谷，不僅違反世界環保潮流，也

使台灣失去一個珍貴的生態資源。除此之外，水庫的興建亦將對河川生態

產生嚴重衝擊。 

（四）政府回應 

當時在高雄縣長表明任內不會同意興建美濃水庫，及當地民眾堅決反

對的情況下，當時水資局局長徐享崑表示，行政院裁示一年內儘速完成溝

通，因此將以一年時間做最後努力，若屆時仍無法化解民眾反對聲浪，美

濃水庫亦不會興建，只是屆時南部工業區將面臨無水可用之窘境。他並表

示將提出溝通對策以化解地方阻力，美濃水庫興建工程預算在 83 及 84 年

度連年遭立法院刪除，延宕六年的美濃水庫計畫，很難於短時間內將地方

阻力完全化解，與地方溝通「沒有交集」是必然的，不過水資局已規劃一

系列溝通計畫，把生態保育、地方回饋及防洪等視為溝通重點。 

                                                 
14根據水資會資料顯示，美濃水庫施工期間達八年；美濃地區運輸車次為 11 噸卡車，每

小時 200 車次（雙向），每日運輸時間八小時，則每日即將有 1,600 車次；趕工期間每日

運輸時間 16 小時，則每日即將有 3,200 車次重型卡車進出美濃。 
15水庫施工期間，尖峰時期將有各類技術及非技術工人達 4,000 人。於外地勞工的衝擊，

規劃單位亦承認：「計劃區之既有產業以一級產業為主，居民已習於日出而作，日落而息

之生活，終日與大自然為伍，休閒活動的需求並不高，亦因此當地可供休閒之場所不多，

今施工人員下班後，由於客居於此，無家的歸屬感及可供休閒之地，恐對其心理造成不

良影響，屆時此種心理若未經調整，對當地治安將有負面的影響。」 

上述資料來源：美濃愛鄉協進會（1997），「美濃鎮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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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望美濃未來 

位居南台灣的客家小鎮美濃，經由將近十年的「反建美濃水庫」運動，

「護土護水」觀念已深深滲進人民日常思維與行動，也拉抬民眾的政治效

能感；但也因為十年抗爭培養出民眾對於「水資源政策」的透視與省思能

力。過去美濃的運動往往與「反美濃水庫」緊緊扣結，但這並非美濃人奮

鬥的唯一議題；過去近十年來，美濃社會力的能量幾乎在反水庫運動中被

激發出來，但也因為高度地注視單一議題，幾乎是耗盡能量，間接地侷限

吾人關注美濃既存的各種社會議題，在「後水庫時代」裡，美濃居民將不

放棄繼續營造美濃為適宜人居的福地，盡心力於環境教育的研究與社區推

廣上。 

 

陸、案例之異同分析 

     

台灣福林社區、日本古川町、美國水資源教育中心、淡水河快速道路

及美濃水庫興建等五個案例之民眾參與機制雖不盡相同，但每個案例皆能

成功地啟發居民參與的初衷，進而完成參與的過程，使其於民眾參與政策

規劃機制之執行過程得以成為其他地區的典範；依據上述各個民眾參與方

式與內容之介紹，本研究發現彼此間共通處可概略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關鍵組織 

 

    前述案例當中皆有各自的關鍵地方組織，理所當然組織中的領導者則

成為社區參與河岸規劃或河川保育的重要因子；而在民眾參與萌芽階段的

不成熟之際，正需要這種登高一呼的穿針引線以成就後續河岸規劃機制的

推動。 

 

（一）台灣福林社區 

    由於該案例從理論到實踐的歷時較長，而民眾參與在當時來說亦為一

新穎觀念，相對地於摸索之際，其關鍵地方組織亦隨之轉變；從早期由學

者專家所帶領的規劃團隊到目前的福林社區發展協會，而老里長李日南先

生則為從一而終的關鍵媒介人物。規劃團隊為社區帶來關於參與河岸規劃

的專業知識與策略效益分析，而社區發展協會則代表居民向公部門爭取應

得權利甚至計畫補助，協調居間的里長在規劃團隊、居民與社區組織三者

之間扮演稱職的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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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古川町 

    該案例為典型「由下往上」的參與規劃過程，而當地地方報社發起於

瀨戶川放養鯉魚計劃即成為最佳拋磚引玉的示範；而關於瀨戶川維護管理

的永續經營精神，則其「瀨戶川用水管理協會」擁有不可磨滅的功勞；因

瀨戶川而使得古川町變得家喻戶曉之後的社區參與營造規劃的推動，西村

幸夫教授則為不可或缺的靈魂人物。 

 

（三)美國 WREC 

    偏向「由上往下」規劃機制的哥倫比亞河川保育案例，主導監控河川

水質的非營利組織，水資源教育中心（WREC）即為關鍵的重要地方組織，

而形成該機構內部組織的志工人員，則成為河川整治、保育及規劃機制的

實務執行者。 

 

（四）淡水河快速道路 

    成立於民國 87 年的「搶救淡水河行動聯盟」展開行動，包括向捷運局

長作專案報告，於淡水鎮公所舉辦說明會，並於立法院透過公聽會及質詢

方式突顯問題，呼籲全民及媒體關注；由於該組織的努力串連與穿針引線，

搶救淡水河行動已由生態保育聯盟主導並擴大中。 

 

(五)反水庫興建 

    由在地居民與返鄉知識青年所共同組成的「美濃愛鄉協進會」此一地

方性非政府組織，無疑為整個反水庫興建運動中的靈魂主導角色。 

 

    蔡宏進（1991：64）認為，社區領袖常為環境行動的關鍵人物，所謂

社區領袖是泛指對社區事務及行動具有影響力的人，其型態可歸納為三大

類，第一類是自然發展的非正式領袖，亦稱為草根性領袖（grass root 

leaders）；第二類是制度性領袖（institutional leaders），指按組織規

則與制度而來；第三類是權力優秀分子（power elites），指少數不尋常的

權力人士，其手中握有充分權力資源。 

 

於本研究的五個案例當中，除卻美國水資源教育中心（WREC）並無明

顯的組織領袖型人物存在之外，台灣福林社區同時擁有兩種領袖型關鍵人

物，一為上述分類中的權力菁英，亦同時兼具該社區居民角色的台大城鄉

所陳亮全教授，另一為制度性領袖的里長；而在日本古川町的社區發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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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西村幸夫教授亦屬上述分類中握有相對較多資源背景的權力菁英型

領袖。而在淡水河快速道路興建案例中，居住於淡水河畔的著名藝術工作

者林懷民、政治人物羅文嘉與社會人士紀政皆為運動中的關鍵優秀份子；

歷時長久且牽涉廣泛的反美濃水庫興建事件中，則相對較無特殊明顯的關

鍵人物。 

 

二、濃厚共識 

 

林鎮洋與李佩珍（1999：57）認為，民眾參與河川保育的兩個基本精

神是：民眾對河川有認同與感情，以及社區利益與河川保育相結合。上述

案例中，雖然居民組成結構不盡相同，然其皆具有濃厚的社區意識。 

 

（一）台灣福林社區 

居民將共識落實為社區活動的舉辦，關心社區以實際行動表示，此則

為社區意識成熟的模範。 

 

（二）日本古川町 

居民將其社區意識轉化為社區環境改造的目標，「藉著在町中散步，認

識周圍環境的問題所在，讓誰都可以開始採取行動，使自己所居住的地區

變得更好」，社區意識盡在不言中。 

 

（三）美國水資源教育中心 

透過大量水導覽志工的努力，將河川生態保育觀念傳遞給地方民眾及

參訪者於無形，藉此建立河川與地方居民甚至全國民眾之互賴共識，社區

意識使得深植人們心中。 

 

（四）淡水河快速道路 

    沿淡水河岸居住之當地人民，因共同生活圈當中的歷史人文景觀、生

態自然資源及房價產業價值因快速道路之興建而遭受嚴重衝擊，進而衍生

與地方共榮共存之強烈歸屬感。 

 

（五）反水庫興建 

美濃反水庫運動雖可視為一項「反對錯誤公共工程」的抗爭過程，但

吾人最終希望還給人民居住權及環境權，著名的黃蝶翠谷在過去數年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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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水庫興建案」所帶來的戕害，財團密植果樹強奪數以萬計淡黃蝶賴以維

生的生態溪谷；當興建案停止後美濃人還要繼續努力，復育黃蝶翠谷原貌，

進而推動將這屬於全台灣生態之資產成為一生態教學園區或自然保護區。 

 

自發性的社會行動及結果，來自社區居民對生態環境保育的認同、參

與行動與產生成效（王鴻濬，2005：29）。上述案例當中，除了美國水資源

教育中心是以非營利組織型式有計畫性地保育哥倫比亞河之外，其餘皆屬

居民自發性組成民間團體後的社會行動，藉由行動過程凝聚彼此間對生態

環境保育的認同，維護成效足以說明團體成員間的共識發酵之重要性。 

 

三、跨部門參與 

 

    前述案例的河川整治計畫，皆不僅為公部門單方面的規劃執行，而是

經過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及學術單位等團體共同協調與決策。以上所提到

的案例中，除了美濃水庫興建抗爭係屬由地方與中央二元對立（愛鄉協進

會與經濟部水資局）之外，其餘案例皆由地方人士多樣化組合共同面對中

央數個政策相關部門之協調、溝通與談判。以下分別就案例情形探討： 

（一）台灣福林社區 

雙溪整治規劃的參與者即包括學術規劃團隊、臺北市政府公園處、社

區組織與工程包商之間的意見整合。 

（二）日本古川町 

瀨戶川的淨化運動則囊括町公所、北飛時報社、用水管理協會及瀨戶

川泥水匠公會等公私部門與地方性組織皆投入渠道規劃。 

（三）美國水資源教育中心 

哥倫比亞河的河川保育則有賴 WREC 此非營利組織、地方藝文工作者、

水質及棲息地監測單位與溫哥華市政府多方配合，始能成就哥倫比亞河的

美麗重現。 

（四）淡水河快速道路 

    快速道路的興建事宜牽涉廣泛，包含規劃該道路的省政府公路局、內

政部、環保署、交通部、台北市捷運局等公務部門，及發起搶救淡水河聯

盟的學者及淡水地方人士等。 

    於此五個案例當中，包括台北福林、日本古川町與美國 WREC 三者在內

之民眾參與河川保育係屬和平改善當地環境，而台北淡水與高雄美濃則以

相對激進之抗爭形式，以達成影響錯誤決策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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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店溪水岸空間現況研究 
 

    屬於淡水河系三大支流之一的新店溪名稱起於北勢溪與南勢溪匯流處

的龜山，迄於與大漢溪匯流處的板橋江子翠，全長約八十四公里，流域地

形多變。而本研究探討的新店溪河段位於福和橋至華江橋之間，此河段地

形係屬沖積平原，且為台北縣市兩大行政區的天然分界線，依據河流由上

而下的流向視之，本研究範圍新店溪右岸流經臺北市的大安區、中正區及

萬華區，而河流左岸流經台北縣的永和市、中和市及板橋市，流經之處皆

為大台北都會地區之菁華帶，人口稠密、居住行為及工商業活動鼎盛。 

 

考量與都市河岸規劃相關的課題有許多面向，各種課題之間環環相

扣，交互作用的影響深遠，故本研究參考並綜合整理文獻資料，輔以數次

實地勘查結果，茲以河川流量與河流生態等課題探討新店溪的自然環境面

向，並以水岸空間使用與河岸規劃等課題，分別探討新店溪右岸與左岸人

文環境面向的河岸空間；並以臺北市政府現行的河濱自行車專用道規劃路

線，與本研究範圍內生態最豐富的賞鳥淨土之華江雁鴨自然公園規劃內容

為河岸空間活化案例，進行現況勘查並整理分析其於生態保育作為上的優

劣利弊。 

 

壹、自然環境 

 

一、新店溪水量 

 

（一）流量與水位變化 

 

    淡水河流域平均年逕流量約 68.35 億立方公尺，支流中以新店溪平均

年逕流量約 26.90 億立方公尺為最大，約佔淡水河流域的年總逕流量的

39.4％；而一般來說，新店溪水位變化不大，然因流經 89％的山區地形，

新店溪的最高洪水位可達 10 公尺（台灣水文年報，2002），故位於本研究

河段內的新店溪中下游平原，每遇颱風豪雨常有氾濫成災的情形。而在淡

水河三條支流當中，新店溪下游距離臺北市區最近，坡度變化大，對臺北

市的影響也最大，大台北都會地區的住宅飲用水、工業及商業用水皆來自

新店溪上游翡翠水庫儲水之提供；緣此，大台北都會區人口對其依賴程度

之深可見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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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源及都市土壤水量涵養不足 

 

    都市化所帶來的都市蔓延，使得大台北都會區人們將都市化地區開發

建設擴張至新店溪上游水源區，過度開發後的山區失去具儲存雨水功能的

森林，土壤流失使得上游河川水源涵養不足。而都市化地區由於有大量的

不透水層，以及建物地下化結構阻斷地下水系的循環，使原得於自然水循

環體系的地下水涵養遭到破壞（連慧怡，2002：51），如此情形在人口稠密

的新店溪沿岸更加惡化；經濟起飛後期的台北逐漸將工商業重心往東遷

移，而在生活品質提高的需求下，人口住宅需求則逐漸往南擴張，新店溪

沿岸都市土地首當其衝。大量建築量體與充滿人工化硬體設施的開放空間

之興建，致使新店溪部分河段土地地表滲流量減少，滲透力減弱。 

 

二、新店溪生態 

    新店溪長期以來受都市化、工業及家庭廢水傾倒以及河川不當整治所

造成的各種影響，使得新店溪河流生態出現下列現象： 

（一）水質惡化 

    河川污染往往集中於都市密集開發中下游地區，都市化與工業發展所

排放的廢污水，夾帶大量污染物排入河川係造成河川水質惡化的主要元

兇。工廠林立的新店溪左岸福和橋至華中橋河段的工業廢污水，未經處理

便直接流入新店溪，現況惡化情形如下圖所示；新店溪河水自我淨化速率

不及工業污水排放速度，惡化的新店溪水質於焉產生。 

 

新店溪近光復橋下河段 

 

 

 

 

 

 

 

 

 

 

 

 

 

 

 

 

 

廢水來自工廠直接排出 廢水使新店溪烏黑未見底 從上游漂流而至的垃圾 

【圖 3-5】新店溪部分河段水質惡化情形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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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衡的河岸自然生態系 

    河川渠道化及水路加蓋行為，破壞河川動植物棲息地與產地，位於水

域和陸域銜接的交替區（Ectone），往往是兩棲類動物及特殊鳥類與昆蟲的

覓食與產卵處，敏感的河口濕地才有維持其生存的生態綠網系統，新店溪

華江橋河段的沙洲濕地即為此種特殊敏感地區；然而人類基於安全考量，

建築堤坊卻破壞河岸的原生生態系統。 

 

貳、人文環境 

一、水岸空間使用 

（一）新店溪右岸（臺北市） 

    新店溪的河川流域生態環境豐富多變，可開發利用之強度依其生態特

性而有所不同，甚至特殊生態區並不適合開發利用，而是需要特別的保護

管制，例如上游水源保護林區、中游曲流地形及與大漢溪匯流而生沙洲沼

澤地；但我國對於河川流域的管理未落實分區管理，新店溪右岸的生態環

境亦然，使得開發利用未依河域自然生態特性作區別，緣此經過實地走訪，

本研究發現新店溪中游尤其靠近上游河段沿岸，許多特殊生態區遭受破壞。 

（二）新店溪左岸（臺北縣） 

    本研究範圍的新店溪沿岸空間，民眾於私有河川地的不當利用，尤其

在永福橋與福和橋之間的河段，民眾沿著河岸空間逕自種植農作物的情形

如下圖所示，甚為嚴重，對於河岸生態及河岸景觀皆造成不良影響，但由

於未違反水利法等相關規定，台北縣政府相關單位亦無法可管。而新店溪

左岸係屬台北縣工業區集聚處所，工廠廢污水往往未經濾淨加工便直接排

放至河川，撲鼻惡臭與惡化水質更彰顯人類環境行為的掠奪。 

新店溪近福和橋下河岸土地 

 

 

 

 

 

 

 

 

 

 

 

 

 

 

 

 

 

 

 

 

 

 

 

 

私人植種根莖葉菜類土地 逕自種植農作物破壞景觀 福和橋下農作物種植情形

【圖 3-6】新店溪左岸河川地逕自不當利用現況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決策之研究 

 3-27

二、河川保育規劃課題 

 

    由於河岸規劃課題無論於新店溪右岸或左岸皆存在相同課題，故茲將

兩者一併納為探討。普遍視之，目前河岸規劃所遭遇的瓶頸為聚落與河流

關係薄弱，以及對於河川缺乏「尊重自然」的生態規劃概念；茲就此二面

向的河岸規劃困境說明如下： 

（一）聚落與河流關係薄弱 

    由於過去負責都市河岸規劃的工作團隊或工程顧問公司，專注於達成

委託機構所交付的規劃目標，通常以防洪、排水、親水甚至遊憩導向等為

目的，往往容易忽略河川本身與所在地的人們；對於過去在人文發展背景

與歷史演變上的關係未能深入瞭解，造成規劃設計無法融入當地人文生態

與凸顯河川特色都市開放空間規劃體系為將河岸空間融入使其未與都市生

態、都市風格及都市活動結合（連慧怡，2002：56）；台北盆地的運輸聯絡

從水運轉換為陸運之後，失去經濟利用目的的新店溪流逐漸被世人所遺

忘，以致聚落與河流之間的關係日漸薄弱；然而當經濟高度發展後的台北

盆地再度想起美好河岸空間之際，人類帶給自然的卻是廢棄物傾倒與廢污

水排放之破壞生態環境的對待。 

（二）對於河川缺乏「尊重自然」的生態規劃理念 

    規劃理念開始強調人類在利用自然界的天賦時，必須認清天然資源的

有限性與生態系的負荷能力（承載量），並且為了廣泛的利益及後代子孫的

永續利用，應該肩負託管環境資源的責任（施鴻志，1997：30）。目前河岸

空間之規劃，多以人文為主軸的硬體資源利用規劃，忽視河川自然生態間

平衡與人類環境行為相融的關係，常塑造成單調且人工化的河岸景觀。雖

然近幾年來，各界專家學者對於河川生態保育課題的討論不計其數，針對

河川環境的永續利用而舉辦過的論文研討會數量更是不在話下，但放眼政

府對於現行河岸空間規劃方向仍以築堤坊以防洪水，整平高灘地以為河濱

公園為主要走向。 

 

參、研究個案介紹 

 

    環河快速道路永和段位於台北縣永和市與中和市交界的環河東、西路

沿新店溪河岸一帶，以橋樑為區分，則全線約略介於新店溪上游至下游的

秀朗橋至華中橋間，西起福祥路（瓦窯溝抽水站），東迄環河東路四段，全

長綿延約 5.22 公里。因政府粗糙決策、興建高架勢在必行，故引起在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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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發性組成「愛河保家自救會」此一民間非政府組織，提出生態親水、

以人為本的理念，進行一系列理性訴求活動，希冀讓市井小民的心聲得以

由下而上，傳達至政府決策考量之內，提醒各面向決策者能於交通需求為

單一目標外，以更宏觀角度看待整體規劃考量之重要性。 

 

 

 

 

 

 

 

 

 

 

 

 

 

 

 

 

【圖 3-7】環河快速道路永和段示意圖 

資料來源：http://www.cpami.gov.tw/pwi/lw/lw_1.php  

 

    環快永和段係屬於「台北都會區環河快速道路台北縣側建設計畫」的

一部份，該計畫全線長約 21 公里，行經三重、板橋、中和、永和及新店等

五縣轄市，經費核定分擔原則為中央四分之三、地方配合款四分之一（包

含縣府六分之一、相關公所十二分之一）共分為十二標的施工時程分配，

永和段係屬環快第七～九標16工程，至今仍未發包施工。永和地區具備聚散

新店溪左岸車流的地理位置自然天成，鄰近地區對於永和市區道路的依賴

不容忽視。然而從民國 87 年計畫核定至今，景物依舊、人事已非，制定政

策當下的美意已不符現今時代的需求，而未因時制宜地修正計畫執行方

向，是永和地方民眾群起組成「愛河保家自救會」的重要因素之一。 

                                                 
16 環快第七標：中、永和市界至永和保安路；環快第八標：保安路至永福橋；環快第九

標：永福橋至中、永和市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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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和市簡介 

 

（一）人口面積 

永和市位於臺北盆地東南一隅，和臺北市以新店溪為界，地勢單純無

山脈、丘陵，是一片由東南向西北逐漸降低的平原，和臺北市以新店溪為

界，全市面積僅 5.599 平方公里，為全台面積最小之縣轄市。根據台北縣

永和戶政事務所統計資料顯示，至民國 95 年 4 月為止，永和市總人口數為

235,202 人，人口密度方面，永和市為全台灣人口密度最高之鄉鎮，由 79

年的每平方公里的 43,550.35 人，因人口的外移減少為 94 年的每平方公里

42,007.86 人，但仍為台北市人口密度的 4.36 倍，台北縣平均人口密度的

23.03 倍，永和市的地狹人稠無庸置疑，因此對都市發展與環境品質的降

低影響甚鉅。 

【表 3-2】永和市歷年人口成長表 

年度 人口數 男 女 性比例 戶量 人口密度 

84 233,082 115,089117,993 97.54% 3.21 40,820 

85 230,734 113,798116,936 97.32% 3.11 40,382 

86 228,909 112,915115,994 97.35% 3.05 40,089 

87 227,673 111,929115,744 96.70% 2.98 39,873 

88 227,700 111,645116,055 96.20% 2.92 39,877 

89 228,099 111,652116,447 95.88% 2.88 39,947 

90 229,383 112,147117,236 95.66% 2.85 40,145 

91 230,660 112,516118,144 95.24% 2.81 40,369 

92 231,816 112,897118,919 94.94% 2.77 40,571 

93 233,384 113,412119,972 94.53% 2.75 40,846 

資料來源：93 年台北縣統計要覽 

整體而言，由永和市的人口來看本市屬於過度發展的地區，人口過多；

公共設施及開放空間不足，使得環境品質與都市發展層級無法隨著時代變

遷而提昇，有待未來相關配套方案的推動改善，以提昇都市環境品質。 

 

（二）交通運輸 

    本研究個案因環河快速道路而起，故欲更加接近事件原貌，必先瞭解

永和市當地交通路網與聯外交通運輸系統之分配情況，以下即分別探討現

有當地交通路網與聯外交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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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交通路網 

（1）永和路：永和市南北向幹道，往北經中正橋聯絡台北市。 

（2）中正路：貫穿永和市的精華區。 

（3）中山路：為聯絡板橋之主要道路。 

（4）環河道路：環河東西路為永和市之外環道路系統。 

（5）竹林路：與永貞路貫穿永和市各主要幹道。 

（6）福和路：經永福橋可至台北市中正區。 

（7）林森路：福和橋通往公館地區。 

由上述幾條主要幹道形成永和市對外及內部之主要聯絡路網，其中以永貞

路及竹林路等形成永和市區環狀道路系統，配合次要道路及巷道系統溝通

永和市各處；然而整體路網架構因受限於都市密集發展，導致調整及拓寬

等不易。 

2.聯外交通系統 

（1）八新（八里-新店）東西向快速道路 

    為台灣地區西部走廊東西向十二條快速道路之一，在中和地區沿中山

路口及中正路景平路口佈設往返八里之上下匝道，於中和市成功南路前連

接平面道路。而永和市可由中和路連接景平路疏解東西向車流及交通旅次。 

（2）大眾捷運系統 

本市有中和捷運線由古亭站經永和市永和路至中和南勢角站。沿途設

置有頂溪站、永安市場站、景安站、南勢角站等四個車站及一個地下機廠，

全長 5.4 公里；通車後由南勢角站至台北車站僅需 14 分鐘，且可藉捷運路

網連接淡水、新店、台北市區；永和市內之捷運站為頂溪站及永安市場站。 

（3）聯外橋樑 

    永和市三面臨水，自古以來與台北市的聯絡維繫於橫越新店溪之上，

古時過河靠船，如今過河靠橋；故連接台北市區與永和市區的橋樑便成為

重要交通聯絡幹道，故沿著環河東、西路段上即分由福和橋、永福橋及中

正橋等三座橋樑橫跨其上，縮短台北縣市間有形的距離，消弭台北都會區

無形的隔閡。 

【表 3-3】永和市聯外橋樑一覽表 

永和市區道路 橋名 台北市行政區 台北市區道路 

永和路 中正橋 中正區 重慶南路 

福和路 永福橋 中正區 思源街→汀州路 

林森路 福和橋 大安區 基隆路四段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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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生態 

 

    流過永和市外圍的新店溪屬於淡水河系三大支流之一，新店溪水深在

中正橋附近約 4公尺，秀朗、福和里附近約 3.5 公尺；在經濟起飛初期的

1960 年代，永和市新店溪沿岸河堤尚為居民觀星賞月、捕捉螢火蟲及享受

垂釣樂趣的淨土，都市蔓延發展與經濟過度開發的後果使得流經地狹人稠

永和市區的新店溪不再湛藍清澈。驚覺綠地不足的永和人極力維護所剩無

幾的生態資源，包括民間組織自發性認養的生態園區，以及政府部門推行

的綠寶石計畫。 

 

1.生態教育園區 

 

    位於新店溪左岸、福和橋下的「永和社區大學生態教育園區」，又簡稱

「永和社大生態園」，本研究透過實地走訪與人員交談後瞭解其為一個跨越

社區大學、社大社團、社大課程及永和整個社區的組織，工作團隊的成立

讓園區假日運作無虞，在這塊園區裡可以參觀、學習進而認養每一吋土地，

原始生態樣貌的維持是園區的堅持，自然栽種減少農藥更是園區的共識。 

 

永和社大生態園地理區位 認養居民於假日採收農作 

 

 

 

 

 

 

 

 

 

資料來源：http://www.community-univ.org.tw 資料來源：本研究拍攝 95/04/29 

【圖 3-8】永和社大生態園現況圖 

 

    獲得福特百萬環保首獎的中正橋下溼地是每個永和人的榮耀，在福和

橋下持續經營「永和社大生態園」是永和人希冀找回過往抓蝦戲水記憶的

起點；開放式園區提供給每一位熱愛土地、關懷生態及傳承生命的環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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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者，結合社大學員認養及啟動社區成員的串連希冀讓更多人加入在地環

境維護的努力，從 2002 年到 2006 年因中正橋下地主另有他用的窘境，讓

園區存續就是見證危機即轉機的最佳鐵證，而與自然重新建立關係，也是

這樣的理念和熱情讓園區得以永續經營。 

 

2.綠寶石計畫17 

 

    永和市三面依傍新店溪畔，擁有視野極佳的環市綠野景觀，人口密度

全台最高但公園綠地卻非常之少，因此永和市公所積極開發河濱綠地以增

加活動空間。中正河濱公園又稱「綠寶石計畫」，總計開發 42 公頃的河川

高灘地，並採企業化經營理念，以分期施工方式逐步完成，並推出一系列

綠美化工程，目前已完成的有停車場、籃球場、溜冰場、網球場、行人徒

步區、休閒廣場區、觀光苗圃區、越野腳踏車道、青少年障礙賽跑場、垂

球場、景觀步道及低水護岸等等。另外將護岸造型與休閒景觀結合為一體、

創造一個適合全家共遊的「中正親水公園」，將使永和市的河川高灘地成為

最耀眼的帶狀綠化遊憩區。 

 

（四）愛河保家自救會 

 

    在本次個案當中，由地方住戶及周邊民眾集結而成一非政府組織「愛

河保家自救會」，該組織為整個反環快事件的民間代表團體，更是影響決策

轉變的關鍵因素，於瞭解組織運作模式與策略之前，應先對其背景具有初

步認識。 

 

1.成立緣起 

 

    高架環河快速道路永河段興建消息披露後，未受告知的沿線社區大廈

住戶驚愕之餘，由許多熱心、理性且認真的民眾，在確認事實真相後自發

性集結成立臨時自救會，暫訂組織發言人與總幹事之後持續內部沿線社區

大廈消息傳遞，更積極從事外部陳情請願事宜。經過第一次中央、民間協

調會（92/04/01）未果後，社區民眾決議於 92 年 4 月 7 日正式成立「愛河

保家自救會」此一非政府組織，以表徵沿線居民理性反對興建高架環快永

和段的決心；除了原先的發言人兼主任委員與總幹事之外，另設置副總幹

                                                 
17 參考自永和市公所網站: http://www.yungho.tpc.gov.tw/s4_1_6.htm。 



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決策之研究 

 3-33

事、財務、文宣（攝影）、聯絡、美編及法務技術組等編制，希冀透過組織

化方式有效運作反對環快興建之推動事宜。以下為概略的組織架構圖示： 

 

 

 

 

 

 

 

 

 

【圖 3-9】自救會組織架構圖 

資料來源：愛河保家自救會提供，本研究整理 

 

    組織運作通常由主委提出願景計畫，經過分工合作的職務分配，每個

人各司其職，不計酬勞執行到底；隨著環快事件消息更新的進程而不定期

召開會議，會議列席成員除組織幹部外，更有環河東、西路沿線 14 個社區

大廈18之管委會主委共同參與，透過會議的召開更加凝聚內部共識與社區向

心力，自救會與社區大廈、各社區大廈間、自救會與周邊住戶甚至社區大

廈與周邊住戶之間良好且緊密的互動，更是促進後續民眾動員成效的關鍵

因素。 

 

 

 

 

 

                             環 河 東 路       環河西路 

 

 

     ：河川流向 

【圖 3-10】參與社區地理位置關係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8 自環河西路至環河東路沿線參與反高架環快興建之社區名稱依序為水築館、綠寶石、

長堤、台北菠爾、詠河、水漣莊、都市天地、大德名居、三豐翠堤、音悅河、台大綠灣、

福和賞、台北愛河、天琴等社區，及後期加入之銀河水都，共計 15 個社區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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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串連社區位置空照圖 

資料來源：底圖下載自 Google Earth，本研究整理 

 

2.宗旨理念 

 

    自救會參考許多國外「破堤親水」的成功案例如韓國首爾清溪川整治

計畫，認為其拆除高架道路還原河川昔日風貌之作法值得學習嚮往，注重

人性尺度的河岸步行空間才是都市規劃政策所應追尋的長程目標；為符合

世界各國已朝向以大眾運輸系統、人行空間規劃等目的為都市交通運輸規

劃發展導向之潮流，吾人實不應以不停地興建高架快速道路等供給開發導

向之手段開環保與民主的倒車。 

 

對於環河快速道路永和段的興建，自救會主委曾就上述理念方向，於

反環快事件後期19提出下列幾項具體訴求： 

(1)不反對政府的建設，但期望政府建設是為民眾「加分」。 

                                                 
19 參考自台北菠爾社區網站（94/06/11）：http://www.polonet.com.tw/modules/news/index.php?start=40&storytopic=0&storynu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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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對阻斷親水、惡化景觀、違反生態、破壞環境和降低房價的粗暴的水

泥高架計畫。 

(3)堅持有更好的替代方案 

a.環快弊多於利，能不建最好，採取分流到八新快速道路方式，將環

河東西路現況改善即可； 

b.永和路段局部地下化，減低視覺、噪音和親水衝擊，並於必要時兼 

作都會暴雨滯洪池； 

c.縮減車道、加強綠化，改為平面「健康社區園林大道」； 

d.福和橋至秀朗橋間（天琴大樓一帶）新生地應以保育休閒為主，開 

發建築不得影響現有住戶景觀與生活品質。 

 

    「走艱難但正確的路」是自救會想要推廣給每一個大地子民的共識，

自然環境資源維護本為「今天不去做，明天就後悔」的公共事務，新店溪

畔的河川生物多樣性資源之永續經營需要努力不懈、持之以恆的守護，反

對因環快興建而破壞當地新店溪畔生態景觀與自然環境的自救會，希冀留

住台北都會區中不可多得的一塊綠地開放空間，除了提升永和地區生活環

境品質外，更希望藉此機會打造永和水岸新都的國際視野。 

 

二、永和段環快興建規劃過程分析 

     

（一）計畫說明20 

 

1. 計畫緣起 

 

北縣環快建設計畫原係編於台灣省政府之台北生活圈道路系統建設計

畫內，前奉行政院 85 年 11 月 19 日臺 85 交字第 41099 號函核定辦理，並

奉行政院 91 年 11 月 25 日台院交字第 0910059792 號函核定第 1次修正計

畫。第一次修正計畫核定金額 342.741 億元，計畫期程為 95 年底完工。第

一次修正計畫因永和段道路型式爭議不斷進度執行緩慢，經台北縣政府 94

年 9 月 2 日及 9月 10 等兩次說明會溝通民意，確認以「平面景觀道路並保

留未來擴充可能性」進行規劃，與第一次修正計畫核定之永和段雙層高架

道路型式不同。 

                                                 
20 參考自台北縣交通局網站：http://www.traffic.tpc.gov.tw/build/build02.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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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延伸五重溪段因原規劃預算金額偏低，及施作過程配合沿線居民建

議新增內容，需追加工程費 6.493 億元等因素，故辦理第二次修正計畫。

第二次修正計畫報院審核，奉行政院95年1月23日院台建字第0950081332

號函核定延至 98 年底完工。 

 

2.計畫內容 

 

北縣環快自三重市龍門路起經板橋、中和、永和至新店安祥路止，全

長 21 公里。全線施工單位區分為營建署主辦之環快主線及新店市公所主辦

環快延伸五重溪段工程，預計 98 年底完工。第二次修正計畫核定經費 341

億元，經費分擔比例為中央負擔 3/4、縣府配合 1/6、各公所配合 1/12。 

 

3.辦理情形 

 

(1)三重市：龍門路至中興橋路段已於 94 年 1 月 1 日通車，二重疏洪道橋

於 95 年 2 月 9 日開標，重翠橋於 94 年 9 月 28 日開工，預計

98 年底完工。 

(2)板橋市：板橋路段 92 年 1 月 14 日開工，預計 97 年 2 月底完工。 

(3)中和市：華中橋路段配合永和段規劃進度尚未發包，秀朗橋路段 93 年

11 月 26 日開工，預計 95 年 12 月底完工。 

(4)永和市：永和段前因沿線民眾抗爭故尚未進入細部設計，94 年 9 月 2

日及 10 日辦理說明會確認採平面景觀道路規劃，目前辦理設

計中，配合預算編列逐年辦理發包施作。 

(5)新店市：93 年 8 月 14 日開工，預計 96 年 6 月底完工。 

(6)五重溪段：現由新店市公所分五標施作，其中第一標已四度招標流標，

目前檢討設計內容重辦招標，第二至五標預定 95 年 6 月底

可完工。 

 

（二）參與者及其互動 

 

    台北都會區環河快速道路永和段的興建營運過程中，所涉及的利害關

係人，亦即為環快的主要參與者，其中包括內政部營建署、台北縣政府、

永和市公所、經濟部水利署（第十河川局）、規劃顧問公司（亞新、鼎漢及

中華景觀學會）及當地居民（愛河保家自救會、永和市民）等相關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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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環快規劃、設計甚而興建過程順利與否繫於這些參與角色之間的互動

情形，此處本研究針對愛河保家自救會於環快興建規劃過程中與公部門各

部會之間的互動加以整理，敘述其參與立場與訴求。 

 

    雖然環快興建計畫早已於民國 87 年核定實施，經過冗長的土地徵收時

程後，根據自救會提供抗爭大事紀得知，全長 21 公里的環快道路興建進行

至永和段時，因居住於環河東路的中山大學邱文彥教授於 92 年 3 月 26 日

的中國時報發表「環快，就在我家窗前」一文始披露，該篇關鍵性文章如

下圖所示。 

 

 

 

 

 

 

 

 

 

 

 

【圖 3-12】揭露環快興建文章 

資料來源：邱文彥教授，2006 

 

該篇文章不僅是後續一系列愛河保家捍衛運動之引爆點，更進而引起

沿岸景觀住戶的關心重視，開啟自救會參與影響規劃設計決策的艱辛路，

事件經過無數次協調、說明及公聽會，於 94 年 9 月 2 日及 10 日的說明會

中暫時塵埃落定。 

 

肆、小結 

 

    綜觀新店溪河岸空間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使用現況課題之後，人類彌補

新店溪河岸生態環境的努力遠不及於其破壞河川生態平衡的速度。然而令

人擔憂的是大自然的生成係需用上好幾世代人類的光陰，但是耗盡珍貴自

然資源卻只消人類私心的一念之差；然而在環保永續嶄露頭角的近幾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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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對於河川資源的寶貴，人們往往僅知其然而不知其所以然，知道河川

保育的重要性，但不知道為什麼所保育的河川如此重要。透過廣泛文獻閱

讀與資料整理分析，對於新店溪河岸規劃使用，本研究提出幾項深值吾人

深省的發現如下所示： 

 

一、分區使用規劃 

 

    於台北新店溪下游的華江雁鴨自然公園裡內部，對於生態保育的考

量，公園環境被分為禁止干擾的核心區（Central zone）、部分干擾的緩衝

區（Buffer zone）及完全干擾的永續利用區（Sustainable Utilization 

Zone）等三區，涇渭分明的土地使用型態為臺北市沼澤生態守住最後一塊

淨土。實際上，在園內永續利用區的規劃已完全人工化建置，解說立牌、

步道指示及各式樣運動設施等，於此區幾乎見不到任何攸關生態保育的呈

現，頂多為教育民眾如何辨識雁鴨水鳥的說明看板。 

 

透過上述顯而易見，以生態保育角度觀之，此區完全係以人類使用為

優先考量之下的產區，干擾動植物棲息程度之大本應加以撻伐，然若從環

境永續的概念思考，藉由該區寓教於樂的各種深富教育意味之設施建置，

讓民眾能瞭解此處生態保育為何重要，並得以於此親自心領神會自然生態

的美好，則教育的傳承始能幫助吾人完成河岸空間生態保育之目的。然而

於往後本研究若欲師法類似分區方式作為生態保育觀點建構河岸規劃機制

的手段，唯一應加以考慮的是區塊劃分的原則與比例，以生態保育及環境

永續的角度觀之是否得當合宜。 

 

二、自行車專用道之設置 

 

    河濱腳踏車專用道是人們低度開發河岸土地的極致，以河岸生態保育

思考觀之，不製造空氣污染與馬達噪音的腳踏車，對環境生態的干擾程度

僅高於步行；換言之，只要是人類的過於親近與近距離接觸，對於敏感生

長環境的植物與易受驚嚇的動物來說，皆屬一種程度上的干擾。然而，於

河濱自行車道的腳踏車騎乘卻亦可促進民眾對於生態保育河岸規劃機制的

參與，本研究於前述章節曾提到 Miller＆Groot（1997：3）認為心靈層面

為構成環境規劃要素之一，由於個人情緒機制及行為決定其所想要及需

要，更決定人們與周遭環境發生交互作用的過程；自行車騎乘者藉由河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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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車專用道的使用去感受與河岸生態環境互動的美好，自然環境與人類

行為的交互作用之下，應可促使其做出對於生態保育河岸規劃機制正面積

極的參與。然於上述案例唯有缺憾即為新店溪左右兩岸的河濱腳踏車專用

道未能因生態保育目的（如生態調查、水質保護與動植物觀察）而串聯，

至少在新店溪騎乘範圍內未見連結。 

 

三、現況案例於生態保育的努力 

 

    新店溪河岸現況於上述章節中所提及無論是自然面向的水岸生態、人

文面向的河岸空間利用及河濱腳踏車道與自然生態公園建置中，可明顯看

出新店溪右岸於環境維護、保育措施與生態教育等等各方面皆稍微優於左

岸，初步推究應為新店溪左岸規劃為業務龐雜且資金短絀的台北縣政府所

管轄，基於行政效率及社會正義的考量下，對於河岸空間的重點式規劃未

如管轄新店溪右岸的臺北市政府那般細膩分工。 

 

而新店溪左右兩岸管理單位於河岸規劃與空間使用思維上，皆缺乏生

態保育的優先考量，以人為本的本位主義思緒致使新店溪河岸生態保育區

塊與工作內容破碎不連續。新店溪左岸的不連續現象較顯著，雖然沿著河

岸皆舖設自行車專用道，然而自然生態景觀卻無法對等維護，致使某些河

段的沿岸河川地除草皮外，同為新店溪與大漢溪匯流河口沼澤地的江子翠

河口景觀河濱公園，其設置重點即未如對岸臺北市華江雁鴨自然公園那般

以生態取向為管理原則，與臺北市華中河濱公園遙望的台北縣光復賞鳥河

濱公園亦罕見雁鴨水鳥蹤跡；敏感動植物的選擇，往往就是自然界裡最易

懂也最直言不諱的生態指標。按生態學理論而言，鄭先祐（2004：32）認

為保護區的規劃愈大愈好，盡可能集中而不要切割；緣此，未來本研究於

河岸規劃機制設計重點應側重於河岸空間的生態保育地區之整體規劃，而

非順著河岸形狀的線性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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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整理分析 
 

壹、國內外案例經驗 

 

    閱讀與瞭解前述幾個國內外案例在民眾參與河川保育決策經過，及生

態保育觀點於都市河岸規劃中的運用，結合新店溪生態保育、社區參與及

河岸規劃現況，綜合整理上述案例經驗、規劃內容及成功因素等方向，本

研究針對民眾參與及自然保育二方面整理、歸納幾點相似相異之處，茲將

各案例中之實際情況比較說明如下。 

 

【表 3-4】案例規劃內容比較表 

 台灣福林 日本古川町 美 WREC 環快淡水線 美濃水庫 

自然保育 雙溪 瀨戶川 哥倫比亞河 水筆仔生態 黃蝶翠谷 

導火線 

社區環境改

善及民眾參

與實驗計畫 

居民因懷舊

而自發改善 
守護河川 守護生態資源 

81.12.10 

美濃水庫公聽會

參與者 
居民、社區發

展協會、學者 

居民、地方

組織、學者 

NPO 成員、專

家、旅者 

居民、立委、 

環保組織、學者

居民、立委、環保

組織、學者 

參與訴求 
擁有自己的

社區公園 

河川恢復 

昔日清澈 

保留河川 

生態資源 

重視地區特性 

考量生態環境 

終結水庫，還 

好山好水於美濃

參與策略 和平參與 和平參與 由上而下 抗爭性參與 抗爭性參與 

媒體運作 無 無 無 有 有 

政府態度 指導輔助 配合 指導 強硬至協商 強硬 

起始時間 
約自 1991 年

迄今 

約自 1960

年代迄今 

約自1996年

迄今 
約自 1998 年迄今 約自 1992 年迄今

關鍵組織 
福林社區 

發展協會 
町公所 WREC 搶救淡水河聯盟 美濃愛鄉協進會

精神領袖 陳亮全 西村幸夫 不明 林懷民、羅文嘉 不明 

參與成效 

獲社區發展

工作評鑑優

等、甲等 

榮獲日本於

1993 年故

鄉營造大獎 

保留河川珍

貴迴游魚類

等自然資源

以平面代替高

架，間接促成八

里左岸風光 

決策執行暫緩 

未來展望 永續經營 永續經營 永續經營 改善左岸環境 持續推動社區營造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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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保育 

 

（一）河川保育技術 

    偏重居民自行發起的河岸規劃，往往「從小地方著手」，未受過專業訓

練或不具河川保育知識的社區居民參與其中，在進行河岸規劃比重通常側

重政策性規劃結果，致使無論是台灣福林社區或是日本古川町皆屬於河川

保育技術較為簡化的保育工程，唯以河川生態保育為首要目標的美國水資

源教育中心（WREC），當然相對地以高複雜性的河川保育工作為主要河川規

劃工程內容。 

 

（二）河川保育範疇 

    美國水資源中心所保育的範疇皆比台灣福林社區及日本古川町廣泛，

而淡水河快速道路與美濃水庫則分別著眼於紅樹林濕地與黃蝶翠谷等珍貴

生態資源，但上述所有案例對環境的衝擊共同點皆與當地賴以維生的河川

息息相關。 

 

（三）生態資源調查 

    生態資源調查的目的，在於取得相關的生態資訊，例如物種、分佈、

生態演替趨勢、優勢種、指標生物及環境品質等，以作為生態保育、教育

宣導、生態工法及生態管理等的重要參考依據（賴玉芳、廖學誠，2005：

61）。緣此，對於河川及河岸地進行基礎的生態資源調查應視為進行河岸規

劃工作的前置作業，然而由於調查工作需專業人員進行始較具資料與數據

的準度與信度，故除了擁有專業水質監測資料庫的水資源教育中心有進行

此項調查工作的優勢之外，其餘的福林社區與古川町皆缺乏當地河川生態

資料的掌握，故對於河川保育的程度僅能止於外在環境與人文面向的關懷。 

 

二、社區參與 

 

（一）居民對河川感情 

（二）居民參與公共事務範圍與型態 

（三）社區參與困境 

社區意識應該是普遍熟識及強烈共識，後者是建立在前者的基礎上。 

（四）參與組織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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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岸規劃側重模式 

 

（一）親水遊憩公園模式 

（二）歷史水邊再生化模式 

（三）區域風景化休憩模式 

 

貳、台灣河岸規劃現行課題 

 

一、生態保育事務缺乏專責機關 

 

負責水資源業務的政府機關單位中，並無任一機關單位將自然生態保

育列為其重點業務範圍內，多以細項說明被模糊涵蓋於其他以治水或利水

事業為主的範疇裡，即便是以專責全國河川水系之水利署為例，河川保育

仍於經濟部水利署組織條例21中輕描淡寫帶過，河川生態維護隻字未提，更

遑論「河川生態保育」事務得入行政機關部門之列。自然生態保護乃至河

川生態保育概念或觀點，雖散見於上述相關行政機關單位之業務執掌範疇

內，但上級政策制定若無下級執行實益，亦徒增枉然。 

 

以中央層級之農委會水保局來說，其於政策願景重視河川溪流的生態

保育工作，然於地方層級卻無專責機構負責，僅得交由直轄市之建設局協

助辦理，如此一來容易使得政策原意受到忽略或扭曲。基於上述，本研究

建議藉由修訂各原屬河川或水資源事務權責機關之組織法令，得整倂河川

保育事務並增添河川生態多樣性需求之維護內容，明確規範河川生態保育

權責事務項目、內容及單位，藉由強化法定性質提高政策推行正當性。 

 

 

                                                 
21 依據經濟部水利署組織條例第二條規定，本署掌理下列事項：1.水利與自來水政策、

法規之擬訂及執行事項。2.水利與自來水事業之調查、規劃及興辦之審議、協調與督導

事項。3.河川流域保育經理之整體調查規劃、治理計畫之擬訂及水土資源經理分工協調

事項。4.水道變更、防護與治理計畫之擬訂、執行及審議事項。5.水資源調查、開發、

利用、保育、經營管理及統籌調配事項。6.水權登記、管理及監督事項。7.水庫安全、

經營管理、水庫及水區保育治理及水源涵養保護事項。8.自來水事業及其他水利團體之

指導、監督事項。9.水文測驗調查、水利資訊系統建立、科技發展、技術合作、試驗研

究及資料處理服務事項。10.中央水、旱災之防救事項。11.執行農田水利事業興辦、管

理、審議、協調及接受委託督導農田水利事業團體事項。12.其他有關水利行政事項。 



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決策之研究 

 3-43

二、面對河岸課題未具整體考量遠見 

 

    雖然上述機關單位對於分內職務各司其職、克盡職守，然對於相似性

質之承辦內容若未具高度共識與默契，則為過於重視「分工」而忽略「合

作」之最終目的。河岸環境包括河川流水區及與其毗鄰連接河岸地，其所

面臨規劃課題不乏水源保護、防洪治水、水資源使用（如灌溉、事業及民

生用水等之規範分配）及水岸交會帶生態保育等目標，然這些河岸事務雖

屬上述各機關單位負責，但其面對客體卻是相同河川河岸地，則部門間協

調、溝通與合作能力，於此際更顯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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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與訪談分析 
 

    在前述章節陸續探討國內外非政府組織與當地民眾共同參與河川保育

的案例內容並進行分析後，進而瞭解新店溪右岸的現況分析，初步歸納非

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模式中的正面效益與遺珠之憾；由於前述所提案例

大部分係屬「由上而下」將民眾拉進參與的程序模式中，仍由公部門主導

與獎勵，為彌補公眾參與中「由下而上」文獻分析的不足，故本研究以實

務上新店溪左岸台北都會區環河快速道路台北縣側建設計畫永和段一案為

個案研究探討，期能深入瞭解實務運作面臨之相關問題，探求非政府組織

與公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過程作為研究目的，並歸納列為本研究綜合分析

相關問題之範疇。 

 

    在深入探討分析個案「由下而上」模式意涵之前，本研究透過書面文

獻、網路新聞與實地走訪等方法初步瞭解個案當地人文、自然與歷史等居

民與環境之間的紋理，作為本研究進一步深入訪談與研究分析之參考方

向；繼而透過陸續訪談當地住戶、NGO 菁英核心、永和市民代表及政府承

辦人員所得內容加以整理歸納，透過不同角度與思維分析非政府組織於此

次事件中之角色扮演、策略運用及參與模式，以供日後非政府組織與公部

門之間互動模式與參與方式的參考。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深入訪談法又稱做「非結構訪談法」（unstructured interviewing），

是由特定議題帶動的對話，其目的在於從受訪談者［interviewee，通常稱

做「資料提供者」（informant）］口中，導出豐富、詳盡、可以用在質性分

析中的材料（John Lofland & Lyn H. Lofland 著、任凱、王佳煌合譯，

2005：25）。深度訪談法係質性研究中蒐集資料的一種基本方法，是以不若

量的研究所強調的驗證假設、找出因果關係及建立通則，而是希望在實際

的場域中，發現一些事實真相（江明修，1994：38）。綜上所述，本研究認

為訪談法是一種人們瞭解社會，進而認識社會之基本方法。 

 

質性研究的訪談有好幾種類型，Patton (1990)指出開放性訪談的質性

研究有下列三種形式（黃文卿、林晏州，199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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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正式會話訪談（The Informal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 

    係指開放式、無結構性的訪談，如同日常生活閒聊，或向知情/通靈人

士訪談以取得資料，在雙方互動的過程中，讓問題自然的顯現。 

二、一般性、導引性的訪談（The Interview Guide Approach） 

    亦稱為半結構性訪談，由訪談者提供一組提綱挈領的論題，以引發訪

談情緒，使其自由的在有限時間內探索、調查與詢問。 

三、標準化開放式訪談（The Standardized Open-ended Interview） 

    即為結構式訪談，在訪談前，所有需要詢問的問題均被撰寫出，並小

心的考量每一問題的字組，再於訪談中適當的提出問題。 

 

針對上述分類，本研究於研究進行中所採用的即為一般性訪談，其又

被稱之為「訪談指引法」，意即事前決定好主題，再進行正式深入的訪談；

將訪問重點擺在事先設計好的提問上，同時維持對話式之自然訪問模式，

並且很自由的觀察周遭環境和受訪者的反應。本研究配合民眾參與主體、

參與時機、參與內容及參與特徵等民眾參與要件，考量民眾參與模式等因

素，研究設計並提出在事件過程中地方性非政府組織參與其中之人事時地

物等提問為訪談主題之面向，包括民眾得知環快興建此一消息之時間點與

管道、自救會對於高架環快興建之訴求、自救會動員沿岸居民的困境、自

救會與政府部門交涉過程及自救會回應民眾與官方之策略運作內容等五個

面向如下所示： 

 

一、環快興建資訊揭露及民眾參與動機 

 

    以受訪者身份區分，受計畫影響深遠的民眾又可分為首當其衝的沿岸

居民、組織幹部成員與社區大廈管委會主委及肩負官方與民間協調功能之

民意代表，資訊掌握與否、資訊得知之時間及管道，可提供模式建立之時

機與訊息傳遞方式。 

 

二、地方性非政府組織對於事件的訴求 

 

    針對環河快速道路興建事宜，理性且自利之沿岸居民各自有其在乎的

訴求，進而衍生出不同的看法、見解與觀點，而代表沿岸居民乃至於全永

和市民的地方性非政府組織整合過後之訴求，可供政府決策之際修正彼此

間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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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性非政府組織動員所遭遇難題 

 

    由民眾自發性組成的地方性非政府組織於動員過程中所面臨的困境，

也會是未來其他民間自發性團體於參與過程中所需面對的阻礙，更是政府

提供民眾參與管道之際所應處理的環節。 

 

四、地方性非政府組織與官方交流經驗 

 

    有鑑於決策權利移轉與再分配是民眾參與當中最重要的環節，過去由

民間從下往上與官方交涉的經驗與方式除透過民意代表的穿針引線之外，

目前透過地方自發性非政府組織的形式和政府部門進行交涉，是民眾參與

決策過程不可或缺的一部份，分別自民眾與政府不同面向瞭解二者互動模

式，供作本研究建立參與模式之參考。 

 

五、自救會回應民眾與官方之策略運作 

 

    由民眾所組成的自發性地方非政府組織雖代表沿岸居民，亦應具備向

上傳達民意與向下告知政府決策的居間協調角色，面對不同訴求的事件利

害關係人，本研究希冀透過訪談瞭解不同的應對策略，作為後續參與策略

研擬之參考。 

 

該種研究方法的目的在於讓接受訪談的受訪者能有較多的答覆自由，

其優點在於藉由訪談過程得以收集到受訪者對研究個案的感情、態度及價

值判斷；亦可讓受訪者在不受拘束情況下，充分與詳細地表達其內在經驗

與意見，而訪談者所提問題為特殊且具體的疑問，而非一般且抽象的問題。 

 

壹、訪談目的 

 

河川水源與都市大眾生活、生產息息相關，生態保育應為涵養水源之

根本；政府規劃作為使河岸公民變為成功或失靈之概括承受者。過去河川

保育多由政府委外進行，民間參與不足並偏重防洪治水目的或經濟建設考

量，缺乏自然生態手段的工程使河川生態棲地遭破壞殆盡；本研究欲自現

行政府委外進行河川保育規劃模式，思考現行 NGO 以其自然生態觀點參與

河川保育的可能性，以 NGO 為主的公私合作模式，共同為河岸環境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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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河川保育及規劃參與理念更趨完整，並契合自然生態需求，擬透

過此次訪談愛河保家自救會抗爭環快永和段興建一案相關人員，瞭解 NGO

參與河川保育之策動模式，以供作日後其他 NGO 從事參與河川保育之參

考，俾利於都市生活品質之提升。為瞭解 NGO 如何以實際行動捍衛共生共

存之河岸環境、參與其中並動員河岸公民過程，及其所產生的影響。 

 

於訪談過程中研究訪談者將針對受訪者的回答與看法作適當的回應或

說明，就自救會此一組織實際運作情形增加或去除題目內容。基於本研究

之研究目的考量，本研究希冀藉由深度訪談的方式，去瞭解自救會成員於

反環快事件過程中的理性訴求、遭遇困境及解決策略等內在經驗，透過整

理歸納各個面向受訪者之共通點，以供作後續參與運作模式建立之參考。 

 

貳、訪談對象與時間 

 

    一探反環快事件發生當時原貌可窺知，關心此事件發展的民眾多以為

環河東、西路沿線居民為主；而深究自救會組織成員，則以社區大樓住戶

的民眾為主要核心幹部成員；而每當於活動舉辦、陳情請願或拜會政府之

前的所召開內部不定期組織會議時，所參與串連的沿岸 14 座社區大樓管理

委員會主任委員亦參與討論，以構成消息傳遞與民眾動員的聯絡網。 

 

    綜上所述，本研究進行訪談的受訪者對象選取依據，主要以自救會核

心幹部成員為主，以當初擔任各大樓管委會主委與大樓住戶為輔，進行一

系列訪談；為尋求更多資料佐證以瞭解事件各個面向，永和市民代表與政

府部門亦列為訪談之列。受訪者對於該事件皆有相當程度的參與，而角度

不同，感受亦隨之多樣化。 

 

【表 4-1】受訪對象一覽表 

編號 受訪日 受訪者 身份職稱 資訊提供者 

001 950508 林素真 組織幹部（文宣）、水漣莊住戶 核心參與 

002 950508 黃智略 組織幹部（模具）、水漣莊住戶 核心參與 

003 950509 邱文彥 組織幹部（主委）、台北愛河住戶 領袖參與 

004 950514 張美英 組織幹部（副總幹）、大德名居住戶 核心參與 

005 950514 林鋒鏗 組織幹部（副總幹）、大德名居住戶 核心參與 

006 950515 楊鈺涵 組織幹部（攝影）、音悅河住戶 核心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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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950515 李霆理 組織幹部（總幹事）、水築館住戶 核心參與 

008 950502 P 先生 組織成員（大廈主委）、台北愛河住戶 民眾 

009 950511 黃敏捷 內政部營建署北工處副處長 政府代表 

010 950510 黃錫麟 永和市市民代表 協調參與 

011 950511 許昭興 永和市市民代表 協調參與 

012 950504 S 先生 長堤住戶 民眾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訪談進行日期從 95 年 5 月 2 日至 95 年 5 月 15 日止，受訪者共計 12

人，分別賦予編號 001～編號 012，以利於後續分析進行，訪談時間從每個

人半小時至二小時不等，視訪談面向與互動情形而定；其中訪談時間為半

小時的受訪者係因搭配以文字回應訪談大綱中之提問，始能縮短訪談時間

為半小時，其餘未搭配文字回應之受訪者則多以六十分鐘為完整訪談進行

時間；訪談過程皆以錄音方式記錄訪談內容，詳細內容本研究以逐字謄稿

方式置於附錄，詳情請見附錄所示；其中為尊重受訪者意願，不願具名部

分以英文代號表示，而訪談問題詳如後續附錄所示，訪談進行過程中，對

於題目的提出並依據各個受訪者加以調整。 

 

    誠如 Minichiello,Aroni,Timewell 和 Alexander（1996：61）等人對

深度訪談的定義：「有特定目的的會話－是研究者和資訊提供者

（informant）間的會話，會話的焦點是在資訊提供者對自己、生活及經驗

的感受，而用他/她自己的話表達。」由此可知，上述十二位受訪者皆為此

一反環快事件的資訊提供者（informant），研究訪談的操作即為使此 12

位事件關係之資訊提供者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表達對反環快事件的經驗感

受，Platt（2002）也認為在深度訪談中受訪者被視為是研究主題的資訊提

供者，而非被研究者；本研究試著以聆聽的態度從上述受訪者身上得到正

確而深入的資料。 

 

參、訪談內容整理 

 

    依據受訪對象分為非政府組織成員、大樓管委會主委及社區大廈民

眾、政府部門與地方民意代表等三大類，依其訪談意見加以歸類探討訪談

問題中關於反環快事件的訴求、困境與解決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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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愛河保家自救會幹部成員 

 

本研究對於組織成員之訪談對象包括自救會主任委員、總幹事、副總

幹事及文宣組負責人，歸納民間組織對於本研究所欲探討 NGO 參與決策策

略模式的回答與看法如下。 

 

（一）事件訴求 

 

    環快道路的高架高度高達 27 公尺，九層樓的水泥高牆有危害永和當地

生態環境、民眾親水與大樓景觀的可能，無疑破壞河岸住戶生活環境品質；

而建築量體距離沿岸民宅僅約 7～8公尺造成噪音、空氣與低頻震動污染而

連帶使得沿岸住宅與景觀大樓房價下跌。 

 

「牽手護河活動中，我們就會盡可能希望各社區都可以有標語海報， 

然後寫上我們要我們這條河流，我們希望這條河流可以保護下來， 

我們不要水泥牆，不要阻斷我們的親水空間，人類本來就是從河流 

發源出來，我們需要有優質的生活環境」（編號 008）。 

 

   「我們很單純的一個訴求就是要環保，不過這是比較屬於遠見的部分 

，但是我們最確切的就是景觀與生活環境品質的維護；其實最好的 

國外可學習的例子就是韓國清溪川的例子，那既然別人可以蓋完再 

拆除，那我們既然都還沒有做，那為何不能修正呢？為什麼只有考 

量交通因素，而沒有考慮其他的如環保面向呢？」（編號 005）。 

 

    由上述可見，雖然興建環快之後，可能受影響的是最直接現實面向的

房價跌幅，以及間接的新店溪河岸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然而就本研究所

接觸的自救會中每一個受訪者其對於永和地區深厚篤實的情感，才是驅動

其內心真正得以長久持續投入參與反對環快興建長期抗爭的原動力，只因

投入者皆認同其長久以來所立足的美好河川與河岸地，這樣的都市紋理與

人文情懷才是每個地域最彌足珍貴的地方資產，而透過良性無私的互動，

才能影響更多人前仆後繼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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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員方式 

 

    由民間組織自發性推動公共事務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就是要有人的響

應，即在地民眾的參與；如何動員、串連各社區大樓住戶的關心與參與，

是生活在冷漠都會地區最花費心力的參與關鍵。 

 

   「其實我們沒什麼把握，但是能做多少算多少；一開始我們社區比較 

沒有那麼熱衷地參與，只是剛開始知道他們（自救會）需要有人聲 

援，因為我們社區就正對著馬路，所以我們就派一位委員專責負責 

這個事情，每次自救會開會他一定到，帶回來的資訊就是需要經費 

，但是後來也沒撥出去，因為好像也不知道要撥給誰」（編號 008）。 

 

   「92 年我剛好擔任本社區管委會副主委，我本身也是錄影從業人員 

，於是積極印製宣傳單，召開委員會和住戶大會，配合愛河保家自 

救會的運作，積極展開各項動員，連署開會等事項的運作，擔任起 

自救會和社區住戶間的意見和決議的傳達工作，並依據自救會決議 

，自社區發展基金提撥一萬元挹注運作所需費用」（編號 006）。 

 

   「因為我是住在永和這條河川將近 40 年的人，所以對這條河有很深 

的感情在，所以我認為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不希望他被破壞；民 

眾都是比較盲目的，講環保意識可能太遠，但只要講切身的景觀視 

覺阻擋，大家就比較容易瞭解，所以才能比較容易形成串連，所以 

只要我們動員，他們就會很積極地參加」（編號 005）。 

 

    尋求民意的認同與參與，是支撐每個非政府組織往前邁進、實踐理想

之基本要件。就如同國內其他環保團體招募會員的道理一樣，大多數人都

贊同保護環境很重要，但在民主政治運作機制之下，人數還是更直接地代

表議題關注的力量。而自救會的想法亦不例外，當自救會核心成員在陳情、

請願之際，面對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提出「你們代表多少民意？」的質疑

時，雄厚的民意正是讓「少數刁民」與「部分抗爭居民」等說法不攻自破

的利器。 

 

    而自救會的動員方式很傳統、很務實也很策略，從最初的挨家挨戶分

發消息傳單，到後期建立有效的社區聯繫網絡，都是自救會從做中學、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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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到有的基礎聯絡功力，從來也沒有絕對把握的自救會成員，「沒有多想、

就是去做」是本研究進行訪談時，在其核心幹部身上所發現的共同人格特

質；然而自發性參與、協助及關心自救會反對高架環快興建的堅定意念才

是最令人欽佩的組織特色。 

 

（三）遭遇困境 

 

    在事件推動的過程中，自救會遇上許多各式各樣的困境，例如來自當

地住戶民眾、公部門以及自身意念等部分的質疑，且隨著抗爭事件愈演愈

烈，許多出乎意料的難題接踵而至。 

 

   「當社區居民得知要興建高架環快後的反應是兩極化，一派是積極參 

與希望能翻案成功，另一派則消極採取逃避的方式，將房屋變賣另 

覓居所；更有人認為此重大工程，其利益分配早已完成，既得利益 

者怎麼可能放棄既得利益而聽取民眾所提建議和看法…當我們把這 

件事情對外宣布之後，所有社區的住戶都產生了兩極化的反應，一 

個是我趕快賣房子，搬到別的地方去，這裡不適合人類居住了，你 

高架橋做起來後，你會帶來哪些災害，那些污染？第一個，光害， 

因為路燈、晚上車輛車燈、噪音污染、空氣污染還有震動污染，很 

多的污染隨著而來，景觀沒了而且又帶來這麼多的污染，大家當然 

不願意，既然你政府這東西都已經發包、招標了，表示說你要去翻 

案的機會是微乎其微，只剩 3％、5％成功機率可能都還不到，所以 

大家都開始好緊張，準備要賣房子，找仲介來賣房子，有很多住戶 

想說『我辛辛苦苦一輩子才買這一間，而且貸款還貸很多』，那你要 

叫我賣掉再搬到別的地方去，我有哪裡可以去，沒得跑的情況下大 

家就更團結更努力的把這個案子把他推翻掉，」（編號 006）。 

 

   「很明顯我們前棟的住戶就會比較關心，後棟的就又隔一層，會比較 

冷漠、不關心，所以投入的動機就不會那麼強烈，熱忱就比較不像我 

們這邊；因為我們覺得有時候有些人不是那麼熱情，而我們的力量 

也是有限，甚至有的人還在旁邊看你們這樣有用嗎?你們這樣子小蝦 

米對大鯨魚可能嗎？其實都很懷疑，我們自己也邊做邊懷疑，不過 

也就是沒有想那麼多，就是先做了再說」（編號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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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電話去問經建會副主委張景森瞭解一下狀況，感覺上他也擋不 

住，顯然這後面力量蠻大的，於是他建議如果我有興趣的話，可以 

參與營建署的會議，所以後來我就有參與營建署審議重翠橋、那個 

很大的斜張橋審查會議；那時候跟柯鄉黨署長談完後，看來好像很 

難擋得住啦，我也提到說整個計畫是否還有斟酌的餘地，所他並未 

接受我們的想法重新思考這條道路興建的必要性」（編號 003）。 

 

    自救會針對興建高架環河快速道路的抗爭路程，前後歷時近乎二年

半，每個階段皆曾遭遇不同的難題與困境，不被看好的質疑、政府慣性的

推託，初期對於毫無抗爭經驗的市井小民自救會來說，無疑是雪上加霜的

考驗。而動員河岸公民群起加入反對高架環快興建的行列若遭冷眼旁觀，

則符合 Olson 所提出集體行動的困境所在，往往不參與始為常態，自救會

所追求的優質河岸生活環境係屬大眾共同擁有之公共財（public goods），

既無法阻止未付出代價者享用，則搭便車（free rider）的情況則屢見不

鮮，也更加深團體中多數成員傾向不願貢獻一己之力的因素之一。 

 

（四）策略運用 

 

面臨困境的自救會雖然也有氣餒時，然而持續不斷嘗試、實驗與操作，

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寶貴經驗是自救會組織成員努力不懈的

意外收穫。於抗爭初期，自救會不免俗地也曾有過在相關政府機關門口舉

出白布條、表達強烈不滿的情緒性舉動，然而未獲有效承諾與回應的自救

會，學會結合柔性抗爭與理性訴求的民眾連署、社區聯誼活動舉辦及向相

關政府單位持續不斷地呈遞陳情書等方法，亦為該組織日後得以打動人

心、獲得回應的關鍵因素。 

 

「我們不希望也不想就這樣屈服於政府單位的蠻悍和短視的作法之下 

，於是更積極的投入，參與所有的說明會，並拍攝會議全程分送， 

所有公聽會、說明會的實況錄影 dvd 給管委會委員，並將所有最新 

的進度張貼於電梯間，告知全體住戶…我們管委會跟自救會一直保 

持密切聯繫，有新的訊息或新的需求他們馬上用 e-mail 或電話的方 

式通知我們，我們管委會馬上把他張貼在公告欄、電梯口，讓大家 

瞭解最新發展狀況，我們最近拜訪了誰，接下來要拜訪誰，要做怎 

樣的事情，讓大家知道自救會一直有在運作，不是說從去了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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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大型抗爭之後就沒了，我們又在河邊辦牽手護河活動，大家在 

上班的時候，自救會幹部還是很努力去拜訪，到處去解說我們的理 

念，讓大家知道整個流程是怎樣，未來我們要怎麼做，朝那個方向 

去做，讓大家有共同認知，讓希望之火不熄，因為一熄掉大家的心 

整個散掉要再凝聚是很難的。」（編號 006）。 

 

   「我覺得我們不是站在一味對立的立場，我們提出很多有建設性的意 

見，而且是可做到的目標，還有具體執行計畫，我們的小組還蠻不 

錯的都各司其職，我覺得永和社區這帶居民素質都還蠻高的，那邱 

教授就是我們的精神老師，他就先幫我們勾勒一個藍圖，然後我們 

會有工作分配，像黃老師會去找圖片、分析可行性並提出數據，去 

跟營建署、台北縣政府及民意代表說明，我們會從交通面、環保面 

及大環境生活品質提升等許多面向的考量，而非像公部門僅就交通 

因素去思考…所以我覺得我們會進行得還不錯是因為，我們會從交 

通面也好，從環保從整個大環境，就是為了整個河川的美，還有為 

了將來整個後代子孫保留一些綠地跟開放空間，anyway 就是生活品 

質方面的提升，我覺得我們從很多面向一起去思考，那變成政府只 

站在交通的思維，所以這一點我覺得他們提不出什麼比較最有力的 

反駁。」（編號 004）。 

 

   「我們在推動的過程中就明顯感覺到，有切身的利害才會比較關心， 

其他地方也不是講了沒有用，但就是會比較慢啦，我們就努力發傳 

單到後面的公寓去，他們還是願意聽，但就是要拿圖片、照片跟模 

型等有視覺化效果的東西去給她們解說跟讓他們瞭解引起他們的危 

機意識，並且讓他們看到興建前後的對照圖，那瞭解之後他們就會 

比較願意參與，雖然不會很多人，但就是漸進的影響」（編號 005）。 

 

    絕不硬碰硬、不衝撞政府體制及結合理性與感性的不滅熱情，是自救

會堅持到底的抗爭策略；Nick Wates（1996：10）認為行動策略不僅是依

賴個人觀點與制式規劃程序，而是藉由不同領域的獨立專家所組成之小組

協助下，透過謹慎組織為期四到五天的活動，由各利益團體共同合作提出

新的行動策略。綜合上述，正確的策略運用可以減少組織嘗試錯誤的機會，

而某些自救會成員的專才背景正可作為幫助組織與公部門溝通協調得以言

之有物的最佳後盾。策略早先本為軍事進攻退守之戰術用法，近年來崛起



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決策之研究 

 

 4-11

於公部門規劃與管理等基礎面向，然而自救會幹部成員深知若要引起公部

門承辦單位回應、各部會首長重視，則必需透過一系列持續不斷的方法與

手段，該方法與手段即為幫助自救會於反環快事件中獲取相對勝利的策略。 

 

二、大樓管委會主委及住戶民眾 

 

本研究對於組織成員之訪談對象包括社區大樓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

環河西路上的長堤住戶，針對反環快事件曾參與其中，但非長久關注其發

展的當地民眾，歸納其對於本研究所欲探討 NGO 參與決策模式的回答與看

法如下。 

 

（一）資訊不對稱 

 

    高架環快若真的興建完成，受影響最深的無疑是沿新店溪河岸的景觀

大樓住戶，然而根據訪談調查與實地走訪結果卻發現，諷刺的是最不知情

的居然就是這個歸類的民眾，而被蒙在鼓裡的不滿情緒正是觸動其參與抗

爭活動的關鍵要素，由於資訊不對稱的相對劣勢之下，沿岸居民無力也根

本沒有機會發聲。 

 

   「一開始我們社區並沒有介入，主要因為整個環快支線、高架路段衝 

擊比較大的部分是係屬中正橋以東，也就是環河東路這一帶，環河 

西路這邊已經有人行陸橋、也常舉辦放風箏及自行車活動啦，就這 

方面相對來講，我們會被衝擊的情況並無立即的影響……以我個人 

來說，我會知情且開始參與活動是因為我小朋友的保母那邊，她們 

有幾個家族是住在環河東路的景觀住宅帶，他那時候就是說如果只 

有單純幾戶去抗爭不會有效果的，也不會得到政府官方的回應或影 

響力，所以希望將其變成一個串連性的活動，所以我覺得會參與的 

因素可能有二，就是自己心裡潛在的評估以及有認識的人住在環河 

東路那區的人情連帶」(編號 012)。 

 

   「當初要興建高架的時候，其實民眾就已經有意見但他們不知道該怎 

麼發聲，剛好邱老師在報上發表一篇文章，他就對這件事情評論了 

一下，所以剛剛我說的那些老師們就去找他開始發聲；那時候我住 

在比較裡面的地方，所以我也是突然間有一天看到有布條，但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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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是沒有什麼感覺的，因為里長都沒有給我們這些資訊」（編號 008）。 

 

「環河西路的長堤社區這邊基本上是後期才開始加入的，其實覺得沒 

有立即影響的配角，何時被加入的始點其實沒有很清楚，當它成為 

很切身的問題時，就是有一些未被證實的事情在被流傳，比如前面 

答應，後面的支線延伸；再者就是房地產業者，對於房價下跌預期 

的告誡，在預期效果下，我們才去想到有可能會受影響」（編號 012）。 

 

    由上述可知，由於衝擊程度的不同，在高架環快永和段的環河東路與

環河西路民眾，就有不一樣的感受跟想法，而連帶民眾知情的時間點亦大

相逕庭；根據訪談瞭解，環河西路的大樓住戶，若非實際參與自救會的組

織運作的核心幹部（如居住於水築館的自救會總幹事、居住於台北菠爾的

李先生等），其知曉事情的發端，幾乎比環河東路的大樓住戶要晚近半年至

一年始知高架環快興建事宜的細節；擁有愈多的資訊，才能做出接近正確

的判斷。 

 

    在民眾凝聚共識的過程中，如何讓原本什麼都不瞭解的民眾得以知曉

事情原貌，進而認同自救會理念且願意參與其中，也是自救會所需克服的

難題；然而除了自救會親臨各社區住戶大會說明原委之外，負責消息傳遞

的媒介-各大樓管委會主委，亦扮演重要螺絲釘角色，先以「房價」可能波

動的預期心理，對各社區大樓住戶投其所在乎的實際層面，始能幫助民眾

進一步接受自救會對於環境資源公共財努力維護的理念，進而產生認同。 

 

（二）參與方式 

 

    許多民眾或許是希望參與其中，然卻可能礙於時間無法配合、分身乏

術或力不從心等因素而無法全程加入抗爭活動的進行；然而秉持「德不孤

必有鄰」意念的自救會成員亦考慮到同樣情境，所以除了發行「反環快愛

河保家」通訊以保持消息暢通與後續發展的告知之外，結合永和市公所、

永和藝協及永和社區大學等公私組織的資源與力量舉辦溫馨的社區聯誼活

動，讓參與民眾可攜家帶眷、寓教於樂在其中，潛移默化的環境教育力量

是不言而喻，經由訪談也證明這樣兼具柔性訴求的軟性活動，是自救會獲

得最多迴響與支持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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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自救會）舉辦活動選的日子大部分都是星期六、日，而這幾 

棟大樓的居住形式其實是一種『床鎮』（bed town），住的都是平常日 

到台北市上班的中產階級，故其所選時間讓民眾認為可以花一個早上 

或下午去瞭解，基本上星期假日是個比較好的動員時間；參與時我們 

都會帶小朋友去，所以形式上說是一種抗爭，不如說是一個假日家庭 

活動，所以我們也沒有很大的使命感或要達成抗爭的目的，就很平靜 

地去參與一個家庭聚會；然而，比較大規模的一次是有一個說明會， 

就像你講的那樣有參與的動作；另外有個『愛河保家自救會』的組織 

雖然我們沒有參與，但是後來我們社區決定要參與的時候，這個組織 

的案子曾經在我們管委會、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有討論，如果這也算 

活動的一部份，那就是管委會跟分區主委協調會的議題；因為我們就 

比較僅屬配合的狀況，像其他社區用到簽名連署、寫白布條等動作， 

在我們社區是沒有發生」（編號 012）。 

 

   「因為後來面臨快要選舉了，所以那時候我們歡迎各候選人來，而後 

選人也真的有來，但是我們是要表達我們的訴求，其實那時候有點 

衝突，因為政治都要分藍綠，所以有人會覺得這樣很危險，如果你 

今天是找綠的候選人來，那藍的候選人支持民眾怎麼辦，但那時候 

我們很清楚的表達說，誰支持我們，民眾自己去考慮要支持誰，我 

只是讓民眾知道哪個候選人支持我們的訴求，我們是針對這件事情 

發聲，並不針對選舉」（編號 008） 

 

    由上述可知，由下往上傳達民意，尋求地方與中央民意代表的協助是

自古亙今不變的策略之一，而透過選舉活動的推波助瀾，尺度拿捏得宜始

能如虎添翼。 

 

三、政府代表與地方民代 

 

    在政府代表與地方民意代表方面，雖然當時攸關此環快興建事件的政

府部門有許多個，包括內政部營建署、台北縣政府及永和市公所等經費攤

提者，交通部與水利署等計畫核定執行者。由於當地民眾涉入的時間點為

計畫核定後，細部規劃設計審議核定前，故政府代表仍以專門負責規劃設

計的內政部營建署為主，本研究訪談對象鎖定為該署於北區工程處的副處

長，其自民國 87 年到職並接手環快興建承辦案件後，對整個事件發展從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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軔、抗爭、轉折到暫且塵埃落定皆以官方對應單位的角色參與其中並且嘹

若指掌，歸納其對於本研究所欲探討 NGO 參與決策模式的回答與看法如下。 

 

（一）政府代表 

 

1.官方的善意回應 

 

      在 Arnstein 的民眾參與階梯當中，若溝通得見成效，其基礎是建立

在進行溝通的雙方皆願意放下身段跟成見，真正傾聽對方的想法進

而就觀點落差的部分進行協商，始能達成合夥（Partnership）的高

度參與層級，反之則易流於告知（Informing）、諮詢（Consultation）

或安撫（Placation）等單向的象徵性參與。 

 

      「透過實務上之意見交換，不論政府與民眾都是再教育，溝通之成熟度均

成長甚多，由本案例看來，主辦機關與該組織仍然以開放心胸，就專業部

分進行溝通與相互瞭解，是相當好且可以說是進步的現象。如果是光以一

個道路建設的立場來看，其實我很單純啊，我是提高標準或降低設計標準

而已啦，可是我為什麼幫他們想那麼多…到後來我們全部都聽他們的，呵

呵…但是如果光從交通的立場來看的話，我們可以說全部的立場都讓掉

了…基本上我身為一個公務人員，民眾有什麼需求來我都會跟他好好談你

的希望是什麼，我能為你作的是什麼。其實環東這邊是比較激烈啦，像黃

智略老師就是住在環東這邊，他家我也有去過啦，我們也有同事去過比我

還多次」（編號 009） 

 

由上所述吾人不難看出，隨著民主政治的成熟發展，身為人民公僕

的公部門行政人員，已能有心態上真正的轉變，而非過往高高在上、

官僚作風的盛氣凌人；根據訪談瞭解，該名政府代表也因為環快事

件多次親臨自救會成員家中或永和市長辦公住所與其共商環快興建

事宜；經過多次交涉後的熟稔，亦果真為地方性非政府組織與權責

政府部門建立起公私合作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此端賴地方

民眾與官方的共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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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組織成功原因 

       

      抗爭事件在一般人的眼中看來總是抱持負面評價，雖然每每在抗爭

事件聲援的民眾數量總是讓人驚呼民意力量的可怕，正所謂「會吵

的孩子有糖吃」，人們往往容易因為「眼見為憑」而忽略背後未挺身

站上第一線之更多另一方民意的聲音；然而以本研究個案來說，背

負沿河岸居民期許與託付的自救會成員，其受到永和市民認可的關

鍵因素之一即菁英份子的參與、專家學者的協助及成員可被再教育

的潛力。 

 

      「本案例說明該組織能夠提出具體想法與建議，尤其針對專業顧問公司所

提方案，能夠及時在各種公開討論場合中，做出反映(含理性與非理性訴

求)，說服力強，可以獲得包括民意代表的支持為其最大著力點。他找很多

專業人員運作，如黃智略老師、邱教授等菁英份子，基本上他們好就是說

她們有很多專業人士…基本上我覺得永和這個案子，我覺得比較特殊的地

方就是他們找很多菁英，就是他們比較內行，跟一般我們所謂抗爭是找很

多老百姓來圍堵，雖然是他們也是人很多，但是他們就有很多人，有人還

拍錄影帶、朗誦詩歌啦或是還有作模型的啦，還有很多概念可以跟你討

論，不是隨便來跟你鬧一鬧，不過剛開始 87 年的時候是有人來拍桌子、

掀桌子的啦，後來可能比較瞭解之後就找很多菁英，不過剛開始的人可能

跟後來的人成員不太一樣。自救會的好處就是它找到很多專業，因為有建

築師、教授，並且拿很多國外案例，比如是韓國漢城、美國巴爾的摩，而

且他們（自救會）比較有組織，基本上就只是這樣而已。」（編號 009） 

 

      雖然民眾參與並不是社會菁英的參與，更不是社會上特定人士的參

與，而是關心公共事務的民眾於自主前提下，提出對公共事務適當

意見及政策方案。然而根據受訪者表示，此案例之所以特殊之處即

為參與人員多半擁有相當程度的社會地位，且本身擁有對交通、河

川及橋樑等相關知識有某種程度的專業；在官方眼中，他們是專業

菁英，然而在自救會成員心中，他們只是一群想留住身邊美好景致

的平凡百姓，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相對性，凸顯出本抗爭案例與眾不

同的原因，更成為該組織抗爭獲得公部門相當程度回應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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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民代 

       

地方民意代表即為地方民眾意見的風向球，為民喉舌的天職促使當

地市民代表在透過自救會理念告知之後，投入自救會一系列活動舉

辦、召開協調會與公聽會之協助合作，在抗爭事件過程中與自救會

的互動可謂相輔相成；面對政府行政機器的浩大，自救會成員需要

市民代表的引領帶路；面對民眾選舉政治的選票壓力，市民代表需

要自救會的抗爭議題為他們創造為民服務的舞台。 

 

「…我比較沒有什麼審美觀念，但是我跟林老師、邱教授他們慢慢接觸

之後，我認為他們這種方式也可以阿，所以我本來是從贊成要做高架

的轉而反對高架，然後我全力的去幫忙他們，也就是跟他們共襄盛舉

來參與這樣的活動，因為本身的話是這樣的，因為靠他們自救會的力

量也不夠，因為他這是要相輔相成的，因為一件事情的成功都是要靠

很多枝枝節節的地方大家合起來才有辦法，今天如果沒有他們很堅持

的他們理念後面的自救會來的話，靠我們這個民意代表也不行，因為

我們民意代表是說..沒錯..政府官員他會聽我們的，譬如我們一些意見

還怎樣，但是最主要是後面群眾的力量，是我們的靠山，我們最主要

是這樣，但是我們相輔相成配合的很厲害，配合的力量相當好，所以

我帶領他們到縣政府去抗議，陳情抗議，然後就是到內政部營建署呀、

立法院呀等等這些活動，甚至我們辦一些比較溫馨的活動…溫馨的活

動等等，把這個事情這個議題把他炒大…」（編號 010） 

 

「…因為自救會他們是民間團體，當然說他們要抗爭要有資源會尋求

民意代表的支持，民意代表的角色本來就是官方跟民間溝通的橋

樑，就是民意代表的角色本來就是這樣子阿！就是說他們如果民意

代表就是反映人民的心聲阿，如果他們認為這是不妥，那裡需要改

善我們就是儘量反應他們的心聲，希望公部門這邊能夠有所改進或

是說他可以比較聽到人民的聲音，他們的需求是什麼。我是覺得說

除了他們居民的力量，民意代表也很支持，那就形成地方的一股勢

力，這個東西是不妥的應該被停下來的，那我覺得這樣影響真的蠻

大的。站在我們的立場是..因為我們是中間協調的角色，就是協調居

民跟政府嘛！我是希望說他們能夠達到一個平衡點，我是覺得說你

不可能要求政府不蓋，因為政府不蓋的話我覺得也太過了，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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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各讓一步，達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標準，所我覺得說他們要

去想想怎樣跟政府妥協。」（編號 011） 

 

      都市社會中導入民眾參與的觀點包括都市行政機能擴大、都市社會

中民眾意識提升、補充代議民主之不足、對傳統官僚制度遲鈍的不

滿、社區意識提升、提高政府執行能力及提升政府形象等七點（陳

志輝，2002：14）；然而永和市民代表即為代議民主的代表，而永和

言新店溪河岸居民對傳統官僚制度遲鈍的不滿促使他們自發性組成

愛河保家自救會，誠如市民代表受訪者所談到的，他們希望藉由與

地方民意代表、地方文史工作室及社區大學等地方性非政府組織形

成一股地方勢力，進而使參與得以達成提高政府執行能力的目標。 

 

    本研究所進行的深度訪談當中，總共 12 位的受訪者當中，依據其涉入 

環快事件程度尚可區分為可分為四大類，茲分述如下： 

一、地方性非政府組織（NGO）：愛河保家自救會幹部成員。 

二、民眾：各社區管委會主委共同形成愛河保家自救回的組織成員、被動

式應邀參與抗爭活動的邊陲社區住戶。 

三、公部門（the public sector）：環快興建計畫負責人之政府代表。 

四、中介者（mediator）：扮演居中協調角色的永和市民代表。 

 

不同的角色扮演，就會有不同的思考觀點；為避免研究疏漏，本研究

儘可能搜尋每一個與高架環快興建抗爭事件相關的蛛絲馬跡，希望藉由多

元面向的傾聽與考量，一方面還原事件原貌，另一方面藉由多方蒐集的經

驗與資料，作為健全後續非政府組織參與政府政策規劃模式之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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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訪談分析 
 

本研究以自救會成立後第一次至政府機關進行硬性抗爭未獲回應做為

分界點，將其後續長期抗爭分為參與前期與參與後期二階段進行探討。 

 

壹、參與過程分析 

 

一、參與前期 

 

    此階段自事件披露時間點至動員抗爭未獲滿意回覆為止，亦即 92 年 3

月 26 日至 92 年 5 月，此時期環河東路沿岸住戶民眾從得知消息的懷疑、

錯愕至憤慨等心理變化，無不影響其後來所採取的激烈抗爭方式，人民不

知情的難受就像被一直以來所依賴、信任的政府所背叛般難堪；然而熱心

且無私的社區住戶與文章撰寫的邱教授取得聯繫並證實後，隨即展開一連

串消息傳布與尋求資源協助之反應動作。自救會正式成立與動員近 500 人

至內政部營建署陳情抗議，是此階段二件重大指標性反高架事務。 

 

自救會成立之前，熱心居民積極透過管道尋求協助資源的任何可能，

地方市民代表、中央立法委員甚至決策高層官員，都是居民不願放棄的一

絲希望；然而由立委邀請前述部分參與者之中央各部會相關人員召開協調

會未獲積極回應、於立法院召開公聽會卻換來安撫性質（高架道路高度降

為 11～18 米高，但離住宅僅 4米半）的替代方案之後，感受到政府對於「高

架」勢在必行的熱心居民，正式成立「愛河保家自救會」以嘗試與公部門

理性協調的溝通，面對正確但艱難之長期抗爭路；而組織透過動員住戶至

營建署的抗議陳情，則為其成立後第一個具體且大型硬性之抗爭活動，而

此期間亦曾由永和市公所召開「環快興建溝通會」，並獲得永和市長及民意

代表一致支持環快高架對景觀及環境皆不宜的共識。 

 

二、參與後期 

 

    此階段為 92 年 6 月至 94 年 9 月 2 日及 10 日召開（第三次）工程說明

會確認環快道路由高架走向平面景觀道路定案為止，長達二年多的協調過

程，若非有驚人的毅力及持之以恆的努力不懈，才能使組織成員與住戶民

眾即使面臨困境與阻礙，也能熱情不滅。而「軟硬兼施」的訴求實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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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會在定案前讓沿岸住戶更具信心、讓永和市全體市民體認河岸綠地保

留維護之生態重要性的策略，在社區活動中搭配反高架環快興建的連署、

在與公部門各部會首長交涉之理念訴求說明會中，輔以市井小民真性情的

詩歌創作；如此相輔相成的累積，竟也能轉化成影響決策的動能。二年多

內自救會與在位決策者的互動有些許變化如下所示： 

 

（一）公部門由堅持到傾聽 

 

在自救會核心幹部成員持續不斷地與中央立委、地方民代溝通協商、

尋求認同後，與當時台北縣林錫耀副縣長溝通後所獲得回應，雖不明確，

但亦未見壞消息；然就在民眾鬆懈之餘，卻傳來 16 米高之單層高架目標未

見轉圜跡象，內政部營建署副署長亦於言談間透露環快永和段早有定案，

僅為執行時間早晚之差。但自救會持續拜會台北縣政府主秘吳澤成、國土

永續委員會部分委員等，細說理念只求尋得相關資源協助。 

 

於 93 年 10 至 11 月間，負責規劃設計的內政部營建署北工處與亞新、

亞聯公司在雙和地區召開共四場公聽會，並且單獨對永和市全體市民代表

提供一場說明，考量永和市民的大眾福祉之下，永和市民代表會在預算表

決之際，展現為人民把關政府政策的有效監督。立委選舉過後，自救會持

續拜會雙和地區新科立委，熱忱不減地向其細細述說組織對環境永續的理

想及願景，受到雷倩立委肯定之餘，亦接收到民進黨不分區蔡立委認為已

定案而憂心不看好的資訊。 

 

預算遭緩撥或否決之後，由內政部營建署北工處北工組（當時稱道北

隊）主動提出邀請自救會核心幹部，共同協商幾個方案的可行性。此外，

自救會各社區代表與當時擔任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郭瑤琪、交

通博物館館長交流對環快的想法與願景，94 年 6 月 10 日一場由自救會核

心幹部與社區各代表向郭瑤琪主委與擁有相關反對快速道路興建於淡水的

台北縣長候選人羅文嘉說明反對環快理念與想法後，會中獲得由其與公部

門進行協調的希望。 

 

由於原先的規劃顧問公司認為平面式環河快速道路之規劃設計窒礙不

可行，而使得政府部門與住戶民眾陷入有共識但無替代方案的僵局；直至

鼎漢交通工程顧問公司提出環快走平面的可行方案，始為以交通需求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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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量則環快必高架的政府主辦單位與環境生態要兼顧則環快應平面的自

救會兩者之間，找到兩相權害取其輕的折衷方案，即於 94 年月 2日由台北

縣吳澤成副縣長所主持的環河快速道路永和段第七～九標工程規劃（第三

次）說明會中確認下列事項： 

 

1.環快永和段未來將以「平面景觀道路」為設計走向； 

2.發包施工前之規劃設計需經由自救會同意或共同參與其中； 

3.於環快道路之規劃設計上保留未來擴充可能性。 

會後更允諾會擇日（晚間或假日）再舉辦一次說明會，讓更多住戶民眾瞭

解環快興建型式的決議。 

 

（二）自救會由氣餒到不懈 

 

    動機純正是自救會一路走來最引以為傲的一點，然而在許多資訊不對

稱的情況下，造成不知實情的民眾反而質疑自救會係因「景觀」影響「房

價」之利己因素而阻礙利於大眾公益的道路建設；甚有面對政府強勢公權

力早習以為常的民眾對自救會的努力嗤之以鼻，認為既定政策絕無轉寰餘

地，豈容薄弱民意參與干預；然而面對如斯質疑與詰問，自救會成員也是

常人如你我，低潮期或氣餒時也曾自問反環快的未來該何去何從，但埋首

走艱難但正確的路，是每個投入自救會反對高架環河快速道路興建的成員

心中堅定的信念。 

 

    長期抗爭是自救會成立之初成員們彼此心照不宣的默契，緣此，除了

在參與前期曾有過一次較為硬性的抗爭活動之外，參與後期的自救會成員

們所凝聚的共識與經驗告訴他們，訴求不變的軟性社區聯誼活動始能讓當

地沿岸住戶和永和市民瞭解組織理念的來龍去脈，故於參與後期亦可稱之

為抗爭後期，自救會以反環快為名舉辦許多社區參與的軟性活動分述如下： 

 

【表 4-2】柔性訴求活動舉辦一覽表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主辦參與者 活動效益 

星光夜語 

仲夏之宴 

92.08.23 

19：00-20：00 

博愛街 

金甌校門前

永和市公所

永和藝協 

傳達永和的水岸都

市夢給永和市民 

永和萬人愛河 

連署音樂會 

93.05.02 

14：00-18：00 

金甌女中 

永和分部 

永和市公所

立委、民代

讓反環快理念廣為

非沿岸居民所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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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我永和 

水岸藝術季 

93.06～93.08 環河東西路

新店溪沿岸

永和市民 

立委、民代

讓永和市民瞭解街

道型態之無限可能

秋之宴 

拉丁風情 

93.09 博愛街 

金歐女中 

永和藝協 

永和市公所

以藝文活動驅動更

多民眾關心新店溪

牽手護河 

嘉年華會 

93.11.27 

10：00-12：00

環河東西路

新店溪沿岸

永和市民 

立委、民代

發表愛河宣言 

宣示護河決心 

資料來源：愛河保家自救會提供，本研究整理 

 

    由上述可知，自救會與永和社區大學、永和市藝術發展教育協會及博

愛街社區發展協會等在地藝文工作者進行理念交流與資源互助，希冀以優

質藝文水都之替代方案想法，成為規劃設計過程的參考方向之一；更以此

理念教化地方居民瞭解，其實擁有得天獨厚新店溪沿岸美景的永和市，也

可以是成為享譽全台、走向國際的水岸都市，只要每個人從關心自己所居

住環境的維護保持做起，居民間良性互動與回應是支持自救會持續不斷熱

心公益於反對環快興建初衷的原動力。 

 

貳、個案課題分析 

 

    在當地沿岸居民與自救會串連後，形成一股地方勢力，透過各種理性

或非理性方式表達其反對高架環河快速道路興建的態度；整個反環快抗爭

事件於 94 年 9 月 2 日及 10 日所舉辦工程說明會中敲定環快永和段未來將

以「平面景觀道路」為規劃設計目標為止，自救會的訴求與努力應算暫且

告一段落；然而規劃設計工作仍係屬正在進行式，而自救會的參與亦未曾

間斷；在此之前他們所提出的反對理由與具體建議可歸納分述如下所示： 

 

一、反對理由 

 

（一）決策過程粗糙 

 

一個動用國家納稅人血汗錢達 342.741 億元的重大公共建設工程，對

於依照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法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卻是草率未經細細思

量的，是否有確實針對環評法中民眾參與的要求而進行調查或協商等事宜

都是令人質疑的程序正義部分。而該計畫進行環境影響評估時程之動機不

免令人費疑猜，根據訪談資料證實，該計畫之環境影響評估確實於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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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之後始進行；而其他勢在必行的政府強勢作為，更是表現在計畫審議、

核定與變更時程上而一覽無遺22。 

 

高架環河快速道路的興建，該決策係屬過時的政策。政府部門因台北

縣交通流量負荷爬升的需求之因素而欲興建快速道路的事由，於民國 87

年捷運中和線全線通車與環河東、西路拆遷拓寬後，需求已顯得不再那麼

樣的迫切。公部門的建設計畫未能因時制宜地修正，即以不合時宜的決策

強加諸民眾寧靜生活，未免略顯粗糙；對於權益受損民眾，未以實情及早

相告並聽取民眾感受而欲悄然蠻幹，對於河岸自然環境生態正義有失公允。 

 

（二）缺乏整體考量 

 

由於建設計畫往往僅為達成某單一目的而未納入其他考量；以本案例

而言，公部門為重交通而輕環境，為紓緩城際運輸而蔑視城內現況，在生

態景觀愈受重視的今日，一味仰賴高架快速道路的舊思維實屬開了自然環

境維護保持的倒車。自救會的民眾多屬居住於當地的「老永和人」，當地擁

有什麼樣的資源與被開發潛能實屬他們最為瞭解，自救會幹部成員在與公

部門協商交涉的過程中，持續不斷地傳達希冀藉此機會整合永和地區地方

事務，配合商圈更新、透過交通串聯的方式連結景點，將永和地區長久以

來給人街道巷弄狹窄的印象藉由都市發展與更新再造的機會獲得重生；然

而在政府部門卻未能重視、採納如斯都市發展通盤考量之觀點，實屬可惜。 

 

（三）衝擊河岸景觀與房價 

 

    粗糙的環快設計使其距離沿岸民宅僅約 7～8公尺，而建築量體本身高

達 27 公尺，約九層樓高度，對於沿岸大樓住戶於河岸景觀及財產保值的影

響係屬直接衝擊，而新店溪沿岸之蜻蜓、魚蝦與水鳥的棲息覓食地，亦會

因工程污染、水泥護岸而對河川生態造成不可回復的自然資源流失；基於

政府應盡全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觀點視之，興建高架環河快速道路

致使首當其衝的沿岸居民其房屋價值隨之跌落，實屬違逆保障人民財產權

的作法。 

 

                                                 
22 中山海工所教授邱文彥認為，環快當年的決策由規劃後送行政院先予通過，再轉回內

政部進行都市計畫變更，這種決策程序實讓下屬機關很難說「不」，符不符合程序正義？

【2002.08.20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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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建議 

 

（一）槽化道路 

 

      應積極爭取遷移或不建中正二橋橋址，因為在橋樑已經很密集的環

河東路上興建中正二橋實屬沒有強烈迫切的必要，且替代中正橋的

改建亦不必利用中正二橋始能奏效，為高架銜接問題解套，建請政

府應可仿效大直橋興建模式，邊建新橋邊拆舊橋，才不會浪費金錢

之餘又破壞沿岸生態景觀。 

 

（二）堤頂步道 

 

      都市規劃應有「人性尺度」及「步行空間」為主的新思維，並加強

道路綠美化設計。考量居民休閒需求與新店溪生態景觀資源維護重

要性，環快道路走平面，並且加蓋美化為堤頂步道，使環快成為河

岸步行空間；讓堤頂成為民眾賞景之開放空間，不宜讓噪音廢氣污

染河岸生態，自救會理想願景圖如下所示。 

 

 

 

 

 

 

 

 

 

 

 

 

 

 

 

【圖 4-1】平面環快堤頂步道願景圖 

資料來源：愛河保家自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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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隊共識 

 

      為了讓河岸社區住戶能更快速瞭解自救會對於環快案的真正訴求，

組織成員達成下列團隊共識並提出於住戶大會及各說明會場合，以

正自救會「愛河保家反環快」之名： 

1.三個堅持 

（1）不障蔽視覺； 

（2）不阻礙親水動線； 

（3）不要噪音。 

2.四個希望 

（1）建設符合先進國家潮流； 

（2）官民同心打造雙贏； 

（3）為永和爭取永續發展空間； 

（4）為子孫留下優質生活環境。 

 

    現代政策規劃過程中，則已從過往的「為人民規劃」（planning for 

people），轉變為「與人民共同規劃」（planning with people），並將因民

主政治制度的健全而步向「由民眾規劃」（planning by people）的境界（吳

英明、曾憲郎，1994）。以往政策規劃過程大都只由政府決策單位中少數人

主導、決定，民眾的意見少有機會被採納，而在民眾意見無法向上傳遞的

情形下，決策者及規劃者只能憑想像來為民眾規劃出一些相關政策，因此

常出現許多不符合民眾所需之決策。隨著時代變遷、民主政治蓬勃發展之

際，於現代化民主政治制度下，隨著社會逐漸開放，民意高漲、民意表達

盛行，使得政策規劃從以往由規劃者操刀的方式，逐漸轉變為透過不同管

道、結合各種立場、專業背景的民眾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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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分析 
 

    John Forester（江明修、劉梅君譯，1995：135）認為，仔細審慎傾

聽的能力需要的條件是敏感（sensitivity）、自持（self-possession）和

判斷；這是留心他人及實質議題所需的最關鍵能力。規劃者需要傾聽，決

策者更是需要傾聽；身為中立的研究者，本研究透過深度訪談的研究方式，

學習如何傾聽他人聲音，過程辛苦，但卻值得；蒐集各面向的意見後，本

研究試將傾聽所得，轉譯為下列非政府組織在此反對高架環快興建事件中

的各種聲音。 

 

壹、參與課題 

     

「反對高架」本身就是一個主幹課題，然而詳究其事件之來龍去脈後，

可以慢慢探討分析出因為政者粗糙決策之下所衍生的議題，在遠古的公共

事務管理中，自救會的出現與抗爭，可謂「官逼民反」，然於現代則稱之為

「罔顧民意」。幸運的是處於現行民主政治體制下的台灣，政府部門已願意

敞開其權限之內的心房，稍微傾聽民眾意見，進而納入下次決策考量。而

就環快事件歷時二年半的抗爭過程，自救會因訴求而生的課題如下所示： 

 

一、絕不接受高架，改以平面替代 

 

高架快速道路是許多駕駛人最喜歡的選擇，不僅沒有紅綠燈，更可以

快速穿越到達目的地；然而就在我們享受行車速度與便利的快感同時，背

後也付出許多環境代價；為避免重蹈三重環快近逼民宅的覆轍，堅決提醒

政府部門不要再走危害人民財產安全的回頭路，在良好的規劃設計之下，

平面形式道路也可以很快速。 

 

二、多目標考量，不以交通需求為單一目的 

 

台北縣側環河快速道路主要是為連接三重與新店地區，沿著淡水河、

大漢溪、新店溪河岸興建，全長約 21 公里，沿線大部分採高架道路結構，

尤其是永和地區福和橋到中正橋的這段道路，為了還在規劃的中正二橋，

變更設計成高達 27 公尺、緊鄰住宅僅 7公尺的雙層高架，不僅破壞未來新

店溪河川生態，更取代人與河流的親水性；都市生活便利與品質是否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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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而高架道路是否真能夠解決塞車與交通的問題，都應進一步做整體規

劃考量。 

 

三、規劃發展新店溪左岸為台北都會區中央公園之心臟綠帶功能願景 

 

    以台北縣市整個淡水河流域與地形看來，被新店溪三面環繞的左岸永

和地區，恰為整個台北都會區的中央心臟地帶，參考國外中央公園案例經

驗，結合台北市兒童交通博物館、公館商圈、永和藝術博愛街及地方特色

中興（韓國）街等台北縣市二地之觀光景點，使永和沿新店溪地區成為台

北都會區首座水岸中央公園，讓地方特色之發展與珍貴的河川生態多樣性

資源得以永續經營，不僅帶動地方商圈發展，更得以藉此整合永和地區地

方事務，擺脫世人對永和市區街道巷弄狹窄之負面印象。 

 

貳、參與策略 

 

    「理性抗爭、柔性訴求」是自救會一路走來的中心思想，唯有平心靜

氣的溝通協調之前提存在，始能有聚焦對話的機會。前後歷時二年半的冗

長抗爭時程中，雖然策略手法皆有微幅修正，然始終以上述理念為最高指

導原則；透過美好願景的傳達（如永和水岸新都之理想），民眾是可以被教

化的，就連政府官員也不例外，只因這些美好意念本存人心深處，只是在

都市緊湊腳步的催促下被忙與盲將其淹沒；自救會即自許應扮演提醒者的

角色，希冀喚回新店溪河岸的美好，這也就是為何於該組織的公開活動中，

採用黃色布條的原因所在。而在面對政府部門與當地民眾時，因角度不同、

問題有異的情況下，自救會各有其不同的具體策略運用，概略分述如下： 

 

一、當地民眾 

 

（一）地毯式之挨家挨戶傳單分送 

（二）醒目理性的黃布條標語 

（三）建立社區聯絡網 

（四）親臨各社區之住戶大會現身說法 

（五）舉辦社區聯誼活動 

（六）結合地方社團資源與宣傳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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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部門 

 

（一）拜會相關部會首長 

（二）尋求地方民代與中央立委協助凍結預算 

（三）提出具體道路形式替代方案 

（四）搭乘選舉順風車獲取支援與宣傳機會 

（五）不屈不撓與中央立委及地方民代互動密切 

 

    理念很遠，現實很近，良好策略的運作應可拉近兩者之間的距離；然

而若欲在上述各式各樣的策略運用中擁有良好績效，媒體報導的催化不可

少；緣此，在自救會的抗爭過程裡，除了在地居民或是熱心民眾將自救會

的一舉一動投稿見報，並一抒己見之外，更有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節目

為自救會的歷史性時刻做紀錄，媒體張力和傳播效應不可限量，以其所扮

演潤滑與催化媒介的角色來說，對自救會抗爭過程的真實報導，讓議題持

續加溫，功不可沒。 

 

參、參與成效 

 

    對於自救會的努力，就連承辦此次建設計畫的內政部營建署北區工程

處副處長都忍不住稱許，以非政府組織的策動參與之訴求模式，最後環快

永和段定案為「平面景觀道路」之結果來看，「愛河保家自救會」的努力可

拿滿分；以本研究訪談結果亦得知，「高架」改為「平面」的成果為其次，

良好的理性抗爭過程所樹立地方發展公民與政府協商的典範，才是為其贏

得掌聲的關鍵要素。 

 

肆、訪談啟示 

    透過理論探討與文獻回顧，本研究得知 Olson（1965）集體行動邏輯

中認為理性自利的個人不會為了團體共同利益而努力，除非團體成員不

多、團體利益中具有特殊選擇性誘因或提供強迫機制等要件存在，始能促

使團體中理性自利的個人集體為團體共同利益而行動，否則團體中之個人

成員寧願選擇成為「搭便車者」（free rider）的一員，亦即個體之理性

往往會導致集體之不理性的結果，故集體行動所面對的困境即為組織規模

大小之掌控與特殊強烈誘因的尋找；然而在本研究個案當中之愛河保家自

救會也不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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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結果分析後，本研究瞭解在永和地區反對環河快速道路高架興

建的過程中，該地地方性非政府組織突破集體行動的困境，包括組織規模

的控制與成形、讓理性自利的個人為團體共同利益而付出，並且提供沿岸

民眾選擇性誘因以化解動員民眾所遭遇的困境；而地方居民與中央政府對

於政策規劃過程中所關心的議題不同，則決策角度亦隨之受到影響。爰此，

藉由訪談結果所得分析，本研究於後續章節欲建立非政府組織影響河川保

育決策參與模式之原因如下所示： 

 

一、政策規劃過程忽略整體性考量 

 

    由於政府決策往往因為單一目標考量而忽略將其他受影響層面併同納

入考量，以本研究個案來說，以交通功能目的為首要考量之內政部營建署、

台北縣政府於當初計畫擬定、審議及核定之際，皆著眼於單一項重大公共

工程建設目標之完成，忽略地方性整體景觀、河川生態保育及地方居民心

理反應等因素考量；訪談中為政府代表之受訪者表示，政府部門並非刻意

忽略，但是制度運作模式當中缺乏提醒決策者將上述層面納入整體性考量

之管道，爰此本研究所欲建立之地方性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決策模式

有其彌補制度缺漏上之必要性。 

 

二、決策過程缺乏健全民眾參與模式 

 

目前政府對於涉及河川生態保育政策或其他重大公共工程建設決策，

並無實質規範性之民眾參與措施，以本研究個案而言，政策規劃決策者不

僅無法立即針對民眾意見做出實質回應，更對規劃設計決策亦未提供實質

使用者意思表示的機會，參與溝通管道僅為形式單向而非實質雙向，讓真

正受計畫影響之沿岸居民未被賦予充分權限行使意見傳遞、想法表達及認

同與否等動作；基於上述本研究透過訪談瞭解該地方性非政府組織影響規

劃設計決策之內容與過程，作為本研究於後續章節建立非政府組織影響決

策之參與模式的參考。 

 

三、地方性非政府組織功能之發揮 

 

    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市場決策模式」與以「國家機關」為中心

的「政府統治模式」均無法有效解決公共問題後，提出以地方性非政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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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之民眾參與形式，希冀於市場與政府、民眾與國家之間搭起雙方溝通的

橋樑，此即為地方性組織之功能運作。爰此，基於地方人始知地方事的理

念，本研究認為應由地方性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或經濟建設之規劃設

計等細部計畫階段之決策過程，始能幫助政府於政策規劃之際，趨向地方

性事務整體考量，以更貼近民眾需求。 

 

本研究透過訪談與觀察後發現，從資訊獲取、團體訴求、動員過程、

困境生成及策略運用等訪談面向觀之，地方性非政府組織之成形、存在及

運作實為形成民眾參與過程中一重要環節；以本研究個案當中之愛河保家

自救會來說，由於是自發性集結成立之地方性非政府組織，其幹部成員未

超過 15 人，與本研究預期團結性、道德勸說及策略互動較適合於小團體中

發生作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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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非政府組織參與決策模式之探討 
 

    在行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當中的投資計畫之第 9項，

明列「水與綠建設計畫」將強化「生態治河親水建設」，其內容重點摘要如

下：「未來治河工作將兼顧生態與親水功能，優先辦理河川水岸近自然工法

整建、河道疏浚整理、親水設施、景觀規劃、相關排水系統改善及其他配

合項目等工作，透過生態工程與景觀復育措施，重建河川自然優美之風貌。」

如斯美意，往往被粗糙之經濟建設政策給抹煞。環快高架道路之興建不僅

為新店溪畔帶來噪音、空氣等工程污染，干擾生物棲息、覓食水陸之交替

區（Ectone），高聳矗立的水泥巨龍更切斷沿岸居民與溪水之來往互動；建

物橋樑蓋錯了可以拆，生生不息的河川生態沒了，卻再也喚不回。 

 

本章將以前述章節中個案研究分析與深度訪談分析結果為依據，配合

文獻理論之基礎，藉由歸納分析結果找出非政府組織如何影響地方民眾參

與公共事務決策過程之策動模式，於本章節中分別以民眾參與要件包括參

與主體、參與時機及參與策略為模式之主要架構，演繹出日後非政府組織

參與政府決策規劃過程之建議模式，以靠攏政府與非政府組織兩者之間對

於民眾參與共識的認同程度。 

 

第一節  參與模式架構之提出 
 

目前政府對於涉及河川生態保育之重大公共工程建設並無實質規範性

的參與措施，而且對於相關法規上要求的形式參與條文，如都市計畫案由

公部門舉行說明會時，該計畫案已核定完成，僅於送審前召開該純屬「告

知」意味濃厚的說明會之外，依法條所列示，並無法立即由規劃主體針對

民眾意見做出實質回應，或對於其他規劃設計過程亦未提供讓實質使用人

有意思表示的機會，參與溝通的管道僅為形式單向而非實質雙向，讓真正

受計畫案結果所影響的人反而未被賦予充分時間行使意見傳遞、想法表達

及認同與否之動作。 

 

為彌補此一闕漏，根據本研究相關文獻分析、實地調查與深度訪談後，

提出未來以非政府組織參與決策規劃過程之模式，在線性規劃時程之規劃

設計階段讓規劃主體多元化，讓非政府組織亦為規劃設計決策角色之一，

以其自然生態觀點為訴求，實質參與重大公共工程建設之規劃設計。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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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濕地，也是都市起死回生和豐富人文的命脈，文明國家莫不視為都

市瑰寶，傾盡全力維護保存（邱文彥，2002）。吾人更應於兼顧經濟建設與

環境保護的考量之下，建立民間參與公共議題規劃決策的模式，且讓自然

環境的維護得趨於制度化與系統化。 

綜上所述，於上述章節分析探出政府立場與受決策影響的直接使用者

之訴求與看法後，於本章節將以上述策略原則內容及參與者功能定位為骨

幹，將本研究欲以自然生態觀點建構之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架構分為

參與主體、參與時機及參與策略等面向，分別進行模式內容與意涵之分析，

以增進本研究模式運作之可行性。緣此，本研究所欲建立之以自然生態觀

影響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模式如下圖所示： 

 

 

 

 

 

 

 

 

 

 

 

 

【圖 5-1】非政府組織參與政策規劃模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圖可知，非政府組織參與決策規劃的過程中，其真正所得以發揮作

用、影響決策之關鍵層面包括參與主體、參與時機及參與策略；其中參與

主體即在於真正參與決策規劃之非政府組織，以本研究個案來講，其可視

為地方居民的代表，而其組織特質及成員特性始為實質影響決策之操作執

行者；而參與時機即在於民意此因素加入的時間點不同所產生的影響程度

亦有所差異，以本研究個案於規劃設計階段始起抗爭、爾後加入，雖其參

與時間點不及應於計畫案研擬期間所做環境影響評估中加入民意調查來得

完美，然以整體冗長之規劃參與時機來看，猶未晚矣。而參與策略則為非

政府組織影響決策之重點核心所在，多層面考量任何得以催化、促使決策

有所變遷的方法，都是參與策略面向中所需考量的部分。促成該參與模式

的關鍵層面應如何運作之內涵，本研究於後續章節詳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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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模式運作之分析 
 

    根據前述理論探討所歸納出民眾參與模式當中，上述所提出之模式架

構近似 McConnell 模式中將規劃過程分為調查分析、規劃、參與等三個工

作部門，技術分析方面，由規劃者透過專業的知識及技術進行分析；在政

策性層面，由民眾透過參與的過程充分表達其意見，使規劃者能在規劃過

程中，將民眾的意見納入考量。爰此，本研究前述理論探討章節歸納出民

眾參與要件為參與主客體、參與內容、參與時機與參與特徵等面向，下列

即以參與主體、參與時機及參與內容等三個面向分別探討本研究所提出參

與模式運作可行性因素分析，希望藉由要件成因瞭解非政府組織參與政府

政策規劃過程的重要性。 

 

壹、參與主體 

 

以公民參與的主體而言，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應該要讓受影響的民眾有

參與的機會；緣此，於台北縣永和市環河快速道路興建規劃過程中，本應

有當地民眾的代表，亦即永和市民應為參與主體之一，政府主辦單位更應

主動提供參與機會，使其具有表達意見與需求的管道，而政府決策者更應

對居民所提做出積極、有效的回應，視可行性程度納入最終決策的方案。 

 

    以本研究的環快案例來看，被蒙在鼓裡不知情的仍是一如往常受影響

最長遠之沿新店溪河岸住戶，更值得令人懷疑的是在該計畫核定前，究竟

有無經過嚴謹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有否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和相關法規

之規定，提出適當的民眾參與作業；政府並未給予當地民眾就「高架環河

快速道路」興建事宜發表意見的機會，更遑論由當地民眾選出代表參與決

策過程；即便是事件披露後的第一次說明會，企圖以「說明會」之名，行

「說服會」之實，更無真正納入考量民意的覺悟。 

    換言之，身為該決策影響的當事人，卻沒有機會就其切身相關的議題

表達意見與訴求；在自救會介入之前的整個興建規劃過程，當地居民僅為

被告知的角色而毫無參與性質可言。然而於本研究案例中顯而可見，在自

救會組織介入之後，始有真正的實質參與，透過理論與訪談的結合得知，

參與主體之組成成員及其成員特質，皆為本案例與眾不同之所在，亦可能

為該組織獲得政府較多回應的關鍵要素之一。本研究認為該自救會的組成

成員及組織特質決定非政府組織參與主體影響決策過程的關鍵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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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成成員 

 

    探究前述章節的案例分析，以及訪談並觀察個案研究中之自救會組織

成員得知，該組織運作繫於組織中靈魂人物與菁英份子之運籌帷幄。靈魂

人物的存在就像組織團隊的精神領袖，菁英份子的相互配合成就組織運作

之活絡。 

 

（一）靈魂人物 

 

    領導是團體發展的動態過程，是一團體或組織中某個人的行動激勵他

人更清楚的認識到他們本來的需求、願望與潛能而一起工作以求實。這個

人在團體中不論是否具有「領導人」的頭銜，只要能使團體充滿活力，即

是領導的運用（Denhardt，1993：139）。而鄭錫鍇（2003：30）將領導功

能視為力的表現，它經常以權力（power）、職權(authority)及影響力

（influence）三種型態表現，其中影響力的意義最為廣泛，其基礎主要來

自領導者個人散發的人格特質，而使他人產生自願性的順服。例如領導者

個人具有過人的道德操守、人格特質、領袖魅力、領導風範或學術地位等，

志工領導功能的發揮，首賴領導者「影響力」的塑造與發揮。而於本研究

個案中，受訪者口中的「邱教授」即為自救會這個組織的「精神老師」。 

 

John H. Zenger（1994）等人 認為團隊中領導人的角色將不再是部門

中最具技能的人，而是最能促進其部屬或其他人發揮其技術能力以貢獻於

組織運作的人（鄭瓊芳，1999：169）。在本研究個案中，當時任教於中山

大學的邱文彥教授，無疑就是整個反環快事件的靈魂人物，根據訪談結果

得知，不僅自救會成員公認邱教授為其精神領袖，即便為相關政府部會人

員，亦皆肯定邱教授在整個參與過程中居中斡旋、協調溝通及教化人心的

重要關鍵人物。 

 

    由前述章節中案例比較分析得知，許多社區參與或民眾參與的案例

中，必有靈魂人物的存在，誠如第三章的案例所見，福林社區的陳亮全副

教授、日本古川町的西村幸夫教授以及本研究個案永和高架環快的邱文彥

教授，他們在公共事務參與的策動中皆不遺餘力；而靈魂人物的共通點可

概略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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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皆擁有相關專業知能 

2.參與從自家門前做起 

3.大公無私的人文關懷 

追究其共通點而言，靈魂人物皆擁有其所投入公共事務中的部分專業長

才，而除了日本古川町的西村幸夫教授之外，陳、邱二位所致力的地域皆

與自身居住生活地息息相關，這樣的動機既單純又強烈，不僅可輕易獲取

認同，投入程度之深應是無庸置疑。而靈魂人物的毫無私心，則是最為人

所津津樂道的人格特質。 

 

（二）菁英份子 

 

    參與過程有靈魂人物的帶領固然重要，然而菁英份子的相互配合更是

不可或缺；縱然靈魂人物擁有三頭六臂，終究只有單打獨鬥的力量，缺少

菁英份子的輔佐後盾，再專業的靈魂人物也只能孤掌難鳴。以本研究個案

觀之，自救會的核心幹部個個是菁英，人人皆專才，透過訪談而進一步接

觸的過程中，本研究發現該組織裡的每個人皆可獨當一面，對外宣揚自救

會的理性訴求與原始理念，說起該組織對於未來的新店溪或是永和地方發

展所寄予之厚望，每個人眼中都閃爍著動人的光芒。 

 

（三）志工服務 

 

    志願服務理念已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國，聯合國將 2001 年訂為國際志工

年（International Year of Volunteers，簡稱 IYV），台灣亦於 2001 年 1

月 4 日，經立法院三讀通過「志願服務法」。制定該法除了跟上國際趨勢之

外，最重要是帶給實際從事志願服務志工鼓舞，而志願服務所強調的志願

性與公益性（利他精神）則是公民參與的重要基礎（陳定銘，2003：265）。 

 

本研究於文獻回顧章節亦曾提及志願工作者（volunteers）是組織最

大的來源，沒有志工的投入。本研究透過觀察、訪談亦發現民眾參與並非

純粹為了環境行為可帶來之集體利益，同時亦為了其他選擇性誘因如房屋

價值保存、個人自我實現、社區任同感與團體歸屬感，並且參與的同時亦

需兼顧家庭與事業。許多非營利組織或非政府組織恐怕無法推動業務（陳

金貴，199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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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也是一種承擔社會責任的表現，從事志願服務者大多具有理

想主意的色彩，認為改善社會、解決弱勢團體生活困境是個人責無旁貸的

義務（江明修，2003：1）。放眼所見，從不支薪的自救會成員，毫無疑問

的個個都是志工，擁有一顆大公無私的心是他們衝鋒陷陣的原動力，「志願

服務」在他們眼中看來，僅為理所當然。 

 

（四）小結 

 

    自救會幹部皆擁有高知識水準與高社會地位，其教育水準與人文素質

皆擁有相當程度的水平，成員當中人才濟濟，其中更是不乏專業建築師、

明星高中教師、專業攝影師、國小退休教師、都市計畫技師及資深保險從

業人員等。菁英份子於參與過程中的穿針引線，可減少許多彼此在觀念定

義上的時間成本與資源互通有無的搜尋成本。 

 

在此案例中，為了展現與公部門溝通協調的誠意，具體計畫之研擬與

替代方案的提出，更加說明菁英份子可再被教育的潛力，因為從做中學的

過程中，讓本來對環快興建、交通規劃甚至河川生態等專業領域不懂的組

織幹部，都成了半個專家。靈魂人物及菁英份子的相輔相成，能促進組織

事務的有效推動。而佛家亦有云：「你的願有多大，力就有多大」，志願服

務的使命感，正是驅策自救會幹部成員不停向前的原動力。 

 

二、組織特質 

 

    自救會的成立，雖然有點匆促，但絕非偶然。「愛河保家自救會」係屬

純粹因自發性而成立的非政府組織，雖然從來未經立案登記，但卻從未因

缺乏社會規範而有過脫軌、渙散不成軍的窘境；相反的是，該組織成員皆

擁有高標準環境倫理、道德操守與自律性，雖然從未具有一般 NGO 為有效

管理組織內部所制定的組織章程規範，然而一旦上緊發條動起來的自救會

內部組織管理，卻絲毫不輸給體制內受規範的其他 NGO 運作。雖然自救會

在沒有動員、開會或奔走的平常日看似鬆散，然擁有緊密且強大的聯絡網，

即為組織成員獨當一面之際最強力的後盾；成員之間更是鄰居關係的同

時，敦親睦鄰的功能便發揮得淋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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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在參與過程中，地方性非政府組織的特質是影

響參與推動順利與否的關係因素之一，茲將該組織之特質概述如下： 

 

（一）熱心無私 

 

    急公好義、熱心公益應該可以是對自救會成員恰到好處的形容與稱

許；這樣的付出在自救會抗爭初期最顯而易見，高架環快興建消息的傳布

處於事件發軔階段，自救會尚未成立，影印、分送傳單的成本皆由後來自

救會的中流砥柱成員自掏腰包；成立自救會後於各社區大樓密集召開說明

會之際的數位儀器設備，皆係由自救會成員二話不說地自備前往；如斯熱

忱，已在反環快理念宣揚之前，讓人不容懷疑其一顆炙熱的心。 

 

（二）持之以恆 

 

    自救會驚人的馬拉松式毅力，也是讓人不得不欽佩的一點；在一開始

的抗爭過程中，甫得知此一驚人消息的居民，難掩憤怒的激動情緒，雖也

曾採取激烈的拉白布條、集結民眾於公部門前示威抗議；然而激情過後，

自救會明白唯有持之以恆的理性爭取始能讓議題目標與理念永續經營、薪

火相傳；爰此，自救會成員皆有長期抗戰的心理準備，二年多的奔走努力，

不僅是財務、人力資源的消耗，更是自救會成員的意志力是否得以堅持之

最佳考驗；根據本研究訪談過程發現，組織以外的受訪者皆一致認為，自

救會的不屈不撓、絕不輕言放棄的堅定意念，非常值得其他 NGO 學習參考。 

 

（三）信任依賴（Trust） 

 

    當組織成員預期其他成員的行為都是誠實可信賴的，自然產生信任，

信任是讓任何團體或組織運作順暢的潤滑劑（Fukuyama，2000）。高度發展

的都市中之擁擠、緊湊、忙碌及功利掛帥等特色，往往造成人與人之間關

係的疏離與冷漠，社會互動的信任基礎逐漸在瓦解，而連帶社會秩序的規

範也在鬆動；缺乏信任依賴的社會關係，使得處於都市場域的人們面對公

共事務之際，往往變得事不關己、冷眼旁觀甚至沈默以對。然而上述情形

在自救會成員之間，遍尋不著，只因成員之間都是可以相互信任依賴的革

命夥伴。 



第五章 非政府組織參與決策模式之探討 

 

 5-8

貳、參與時機 

 

    以公民參與的時機而言，最適當的參與時機最早應於計畫核定之前，

最晚應於細部規劃設計之際；尤其越是重大的公共工程建設，更應越早納

入民眾參與作為，傾聽民眾意見，因為公共建設越是重大，言下之意其所

影響的自然、人文範圍越是廣大，故更應及早集思廣益、傾聽在地聲音。 

 

然於實務上往往反其道而行，以本案例來看，由於建設計畫核定時間

點早於河岸景觀大樓之興建、居住，當計畫範圍內現況有所變化時，當初

核准建商開發河岸土地的台北縣政府更應針對環河快速道路興建型態事宜

告知、徵詢當地民眾，亦即於規劃設計階段，就應給予當地居民參與的機

會，讓他們可就其需求與感受提出問題、反映意見。 

 

    在本研究個案中，早在計畫核定之前、環境影響評估進行之際，即應

加入民眾意見同步考量；既已錯失民眾參與的黃金時段，公部門更應於後

續規劃設計階段，設法納入當地民眾想法；畢竟接受委託而負責規劃設計

之民間規劃工程顧問公司，其所需負責的對象最終還是公部門的委託業

主，再加上其係屬外來規劃團隊，難以真正瞭解何種規劃才是當地民眾心

之所向、何種設計才是當地自然生態與生活環境所能負荷。 

    以規劃時程來看，參與時機可被概略分為下列三個階段曾瓊瑤（2003：

2-4）： 

1.規劃前：進行資料蒐集與調查階段； 

2.規劃過程中：進行實質規劃、設計階段； 

3.規劃後：需要維護管理與可進行成效評估的階段。 

每一個階段民眾參與的項目與特徵都不甚相同，而研究個案之實際參與時

機應為「規劃過程中」，自救會始加入並產生影響。 

 

於本研究個案中，原本永和市民於計畫核定後、規劃設計階段之際，

也渾然不知環快高架興建之消息，因在計畫研擬階段的環境影響評估時

期，即應以實情告知當地居民並傾聽採納民眾意見，一旦等到發包施工階

段，民眾才有所警覺時，則政府部門揮灑公權力以強制執行既定政策，居

民抗爭可能往往回天乏術而徒勞無功。而後續階段的參與，也需視地方共

識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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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參與時機現況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有鑑於此，本研究個案中，雖然永和市民已錯失最佳參與時機，代表

永和民意的自救會當然不能再讓次佳參與時機溜走，故於 94 年 9 月由公部

門舉辦的說明會中，確認「高架」改為「平面景觀道路」定案後，自救會

成員仍持續不斷地與規劃設計公司保持聯繫；除了監督設計內容不得存有

保留往後高架橋墩興建的規劃之外，亦希冀經由協調溝通與意見交流讓規

劃工程顧問公司的設計，得以更貼近自救會對於平面景觀道路所預設理想

中之堤頂景觀步道。 

 

參、參與策略 

 

    參與策略即著重於組織所提出的參與內容能否提供雙向溝通的機會，

以化解歧見。於本研究個案中，在自救會成立之前，除了曾在民國 87 年於

永和市公所召開小型說明會之外，並無提供足夠的參與管道；根據公部門

受訪者表示，由於當初的說明會場上，有些民眾因為情緒激動，發生過推

擠與掀桌椅之情形，如斯說明會之舉辦並無法真正進行溝通，由於環快興

建採高架型態早已定案，且在其他路段亦如斯，甚已規劃設計、發包完工

並進行通車；緣此，這樣的說明會讓河岸民眾認為只是為符合法定程序而

不得不然的作法，並對說明會過程與正當性產生質疑。 

 

    根據民眾參與為「由下而上」（bottom-up）的理念，本研究藉由探討

研究個案之參與歷程，經過整理、歸納與分析可得出該自救會之參與內容

及其影響決策過程之策略繪如下圖 5-3 所示，主要分為參與前期的激烈反

動、參與中期之效應產生及參與後期之溫和理性等階段，其中激烈反動階

段為時很短，本研究個案係以理性溝通之抗爭形式為主，故該階段以虛線

表示，經由整個運作過程而達成民眾參與之效果。 

計
畫
核
定 

計畫研擬 規劃設計 工程施作 維護管理 

自救會持續參與

計

畫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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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組織參與策略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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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參與過程中，若得以於適當時機，隨著議題特性之不同，選擇適

當參與方法，並讓受影響的民眾有足夠的代表參與，發表其意見與需求，

最後對決策產生影響力，如此一來始稱得上為最適公民參與；而非讓公部

門認為，抗爭的聲浪僅由一小撮為反對而反對的刁民所為。綜上所述，本

研究認為有效的公民參與必需輔以一系列發聲策略，在抗爭初期，自救會

要得不多，只希望永和地方民眾的聲音能被聽見、進而上達中央，甚而影

響決策過程。以下就其抗爭過程所採取值得學習之有效策略，分析如下： 

 

一、理性溝通 

 

    台灣俗諺有云：「有理走遍天下，無理寸步難行」。為了避免被認為是

不可理喻的暴民，自救會成員從成立之初便有如斯共識，自始至終該組織

成員未曾因反環快而丟過一顆石頭、一粒雞蛋，然而此亦為該組織成員最

引以自豪之處，絕不衝撞政府體制，堅持以理性抗爭到底，也讓他們獲得

相對的回應。在此一抗爭過程中，永和市民展現其過人的人文素質水平，

不僅為他們自己獲得喝采，更為政府與人民溝通方式樹立良好典範。此外，

引起民眾關心的原因、民眾關心的焦點以及組織確實掌握多數人關注議

題，藉此向政府官員清楚敘明民眾需求，此亦為民眾參與成功與否之關鍵

所在。 

 

二、具體訴求 

 

    以理性思考應對進退之餘，自救會成員深知，面對政府這一部巨大機

器，若想有效地以小搏大，則於激情過後必需言之有物；循著願景理想而

逐步制定具體模型並提出替代方案為政府解套，是讓公部門深覺「可以坐

下來好好談」的關鍵要素，只因自救會與公部門找到促進雙方溝通的共同

語言。由臥虎藏龍的自救會人才中共同集思廣益，希冀以提出具體替代方

案的方式、能造成良性互動之具體訴求，扭轉政府官員對於民眾參與中屬

於抗爭這個部分之刻板印象，更讓政府與人民各退一步全盤思考，是抗爭

案例中邁向雙贏的關鍵。 

 

三、政治資源 

 

    自救會透過政治層面操作之策略可概略分為政治選舉文化與干擾現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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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二部分。在民主政治體制下，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之民意官員，立法

委員也好、地方民代也罷，為民喉舌是他們的天職，擔任中央政府與地方

民眾的溝通協調者，本為其職責所在。 

 

（一）與選舉相輔相成 

 

於本研究個案中，自救會成員深知「孤臣無力可回天」道理，故積極

尋求地方民意代表、中央立法委員的支持協助；於自救會抗爭期間，適逢

93 年總統大選、94 年底立委全面改選及 94 年底縣市長等三合一選舉，搭

上選舉順風車亦為自救會懂得借力使力、各取所需之議題營造。然而尺度

拿捏得宜，不因敏感選擇而弄巧成拙，是自救會純正動機過人之所在。 

 

（二）干擾現行體制 

 

自救會於尋求地方及中央民意官員協助之餘，更透過政府現有行政體

制的操縱，以延遲計畫案實現之時效性；除了阻擋預算過關，自救會更是

有系統地在立法院藉由召開多次公聽會表達居民心聲，以此技術性干擾作

為政治操作的策略；由於時值選舉敏感時期，為避免各黨各派為炒作新聞

而模糊自救會原始焦點，自救會於立法院首次召開公聽會之際，請來高雄

市無黨籍的蘇盈貴立委擔任會議主持人，不僅緊扣住台北地區各黨各派立

法委員的目光，更有效達成自救會發聲於公眾之目的。 

 

四、媒體效應 

 

    Forester（1995）認為規劃過程是否民主，是否為官僚技術取向，或

是否為既存勢力把持，常常取決於規劃者是否正視其中的權力因素。他們

通常不是權威性的問題解決者，而是公眾注意力的組織者-引導公眾正視某

些行動方案，他們之所以能發揮該影響力的主要關鍵，在於他們握有資訊，

而資訊是規劃過程中的一種權力來源（江明修、劉梅君譯，1995：34）。媒

體報導即產生相關資訊，而自救會懂得結合媒體報導所產生的資訊，以掌

握某種程度的權力籌碼。訪談中部分受訪者亦提出下列類似觀點，媒體可

以造成壓力，社會大眾的輿論可為自救會（地方性非政府組織）爭取較多

的時間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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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其實呴媒體多多少少是真的也有發揮一點效果啦，你不覺得我們政府長

也是看有沒有變成一種媒體的焦點、議題，他才會決定重不重視；幸好我們碰到那個

辦活動認識的聯合報記者，所以我們只要有一些活動就會透過關係去邀請他們……媒

體的關注多多少少都會對政府造成一定程度的壓力，他們會覺得這個議題是有媒體在

做關注的……」（編號 001）。 

 

「……那個時候我也開始請我的學生于立平，他是製作那個「我們的島」的節目記者，

我跟他說我們開始活動你就開始記錄，我希望把他最後變成一個完整的紀錄，將來作

為民眾參與，甚至高架道路變成比較生態化或示範性計畫一個完整的紀錄，所以我其

實看得蠻遠的……」（編號 003）。 

 

「……然後開始就有公視來探討這個問題，公視是用一個很客觀的角度在做記錄而

已，他沒有去評論，他只是在做紀錄，紀錄是很好，去記錄這個事情的演變，他也不

曉得後來變成怎樣，我們每次有活動他都會來做紀錄……」（編號 008）。 

 

    政府部門通常會在意民眾對於公共決策之抗爭事件有無成為媒體焦點

議題所在，雖然自救會於抗爭初期亦曾遭到部分報紙媒體質疑，但藉由媒

體報導的加持，或多或少都會引起政府的正視。媒體運作可分為平面、電

子媒體二種，除了聯合報、中國時報等平面媒體之外，公共電視「我們的

島」節目中，也都曾為此事件留下忠實記錄，更可為自救會對於事件訴求

獲得事半功倍的宣傳效果。 

 

（一）平面媒體 

 

    除邱文彥教授於 92/03/26 中國時報時論廣場喚醒中永和住於新店溪

沿岸居民的導火線文章之外，於緊接而來的抗爭活動中，有許多平面媒體

記者亦投注許多心力將其深入實境所見所聞忠實報導於地方新聞頭條，本

研究以事件揭露當時較具代表性報導整理如下所示。 

 

【表 5-1】報紙新聞整理一覽表 

內容概要 
報紙名稱 日期/版面 

主標題 副標題 

中國時報 
92/03/26 

時論廣場 

環快 

就在我家窗前 
無 

聯合報 92/03/31 環快興建27公尺高架橋 沿線住戶憂心破壞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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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縣焦點 17 雙和反彈 岸景觀，噪音污染也

會隨之而來，下月四

日將在立院辦公聽會

表達心聲。 

聯合報 
92/04/05 

北縣焦點 B1 

興建環快高架橋 

立委喊停 

立院公聽會雙和自救

會表達心聲，多位立

委抨擊要求停止招

標、提出替代方案  

否則杯葛預算。 

中國時報 
92/06/11 

北縣新聞 C2 

永和側環快高架道 

非建不可 

目前因居民反對而停

工，立委邀相關單位

協商並要求更改設計 

縣府稱必須盡快完工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電子媒體 

 

    堅持以多元視野、多樣風貌和高品質專業製作以服務公眾之公共電視

至目前為止已製播 364 集的『我們的島』自 87 年推出後，持續關注台灣生

態環境，看守台灣土地，是公視開播以來歷史最久的新聞性節目，亦為台

灣電視史上維持最久之環境議題節目。每週一晚上播出的『我們的島』自

開播之初，就以守護台灣環境、監督環境政策及投注人文關懷等三大理念

作為製作方向，以彰顯環境正義為製作理念。以下是該節目於公視官方網

站
23上之負責採訪之文字記者對此一事件之陳述。 

 

「高架快速道路是許多開車的人最喜歡的選擇，沒有紅綠燈，可以快速穿越到達目的地，

但是就在我們享受行車快速與便利的同時，背後也付出了許多環境代價，像目前正在興

建中的台北縣側環河快速道路，就因為對沿岸居民生活品質以及河川景觀造成衝擊，而

引發一連串的爭議。這條環河快速道路，主要是為了連接三重與新店地區，沿著淡水河、

大漢溪、新店溪河岸興建，全長約 21 公里，沿線大部分採取高架道路的結構，尤其是永

和地區福和橋到中正橋的這段道路，為了一座還在規劃中的中正二橋，變更設計成高達

27 公尺，約九層樓高的雙層高架，還緊鄰住宅只有 7 公尺，約一個車道的距離，由於在

民國 87 年所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中，只提到「高架道路」四個字，對於何種高架

道路卻完全沒有說明，除了居民權益受損，環評的程序正義有明顯的瑕疵之外，更重要

                                                 
23 資料來源：http://www.pts.org.tw/php/html/island/list_view.php?ITSET=207&K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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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來淡水河流域的河川景觀，人與河流的親水關係，將被快速穿越的車流與高架道路

所取代。究竟在都市中生活，生活便利與生活品質能不能並存，而高架道路是否真的能

夠解決塞車與交通的問題嗎?  」（摘自公視記者于立平） 

 

    該節目於 92 年 6 月 2 日第 207 集播出時，以長達 16 分鐘的影片忠實

記錄「台北都會區環河快速道路台北縣側建設計畫」在永和段當地所引起

的抗爭與紛擾，客觀角度的真實記錄手法讓自救會倍增信心，更引起社會

各界對此計畫案的關注，無形中進而促使政府相關單位正視此計畫之決策

過程與內容是否合乎公共事務之程序正義。地方性非政府組織更因有媒體

的協助，始能讓反高架環快興建議題加溫持久，此亦為值得其他 NGO 於推

動議題之際，可納入參考的策略方向。 

 

（三）功能發揮 

 

    在有效媒體運作之下，可以使得民眾參與之訴求有效獲得擴展，並且

得到相關回應（紀進雄，2005：135）。以公共利益為出發點之議題報導，

相對地較能引起廣泛的大眾討論，進而對執行規劃設計公部門形成輿論壓

力。本研究個案，由自救會結合媒體散播傳布資訊的效果反應於工程預算

在當下暫時於立法院核准與否審議之際遭受阻撓，更引起當時台北縣吳澤

成副縣長的關注，並親自主持 92/09/02（第三次）工程說明會，以行動表

示政府高層希望透過對話、溝通與協調等方式解決問題的誠意。透過媒體

有效運作之下，往往可以讓更多人知道更多訊息，同時得到更多人的回應，

甚而形成社會壓力，民選首長於選票考量之餘，不得不加以重視；有鑑於

此，媒體通常為推動民眾參與之關鍵助力，有效運用媒體始能幫助議題形

成一股勢力。 

 

五、組織管理 

 

    Ellis 和 Noyes（1990:4）於其合著的「民治」（By the People）中，

認為志願工作者是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態度，而不是以對金錢利益的關心，

來呈現個人需求所選擇的行動，此舉動遠超過個人基本的義務；然而志願

組織與志願服務人員為非營利部門與非政府組織的重要組成。非政府組織

的運作，無論是願景建立、目標設定或是對組織整體的領導、成員的溝通、

激勵、授權與決策的進行，乃至於整個服務品質的管理等，皆環環相扣、

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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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看似鬆散的自救會，一旦動員起來吾人可見其相輔相成的分工合

作，每個幹部各司其職，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電子郵件、電話聯絡，積極尋

求各社區內部相關專家支援等會務運作，看似獨立作業，實則環環相扣。

然而如同上述，像這樣不起眼的地方性非政府組織，其仍須接受組織管理

理論的實踐，而制度則為進行管理的最佳策略之一；由於係屬自發性成立

的小型地方性社團，雖然研究個案中的愛河保家自救會並未訂定所謂明文

條列的規範章程，然而自救會仍是具有組織分工合作的特徵，而本著志願

服務的心態，因為對共同公共事務理念的堅持，無形中形成彼此相互信任

依賴的社會網絡關係，此一社會網絡關係即為該組織維持在規範與制度之

內持續運作的原動力。 



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決策之研究 

 

 5-17

第三節  模式運作配套之建議 
 

    一套良好的參與模式設計，除了前述章節的各項基本要件外，還必需

有相關輔助模式的配合，使得以兼顧確定性與彈性，屆時無論政府或民間

主導，皆有一定路徑可遵循。基於上述，參與模式尚須提出政府政策、法

令制定、舉辦會議及團隊建立等面向操作相互配合，始能讓參與模式更加

完整並且順利執行。 

 

壹、政府政策 

 

    政策制定方向、過程與內容之嚴謹與否，皆與後續計畫執行息息相關；

以本研究個案來說，就是一個鮮明的例子；粗糙的決策引起民眾反感，進

而阻撓計畫執行，冗長的過程不僅擾民，更於無形中耗費許多行政資源與

社會成本，計畫被迫暫停，影響所及不僅為計畫本身進程，更牽制地方、

甚至國家整體發展。爰此，政策的制定，不論於中央或是地方，皆應同調。 

 

一、中央政府 

 

    台灣民主體制發展至今，政府不再漠視來自於社會的影響，因此其施

政的細緻程度需要大幅強化，以因應政治決策對計畫執行的衝擊。在重大

公共工程興建的處理上，因為地方民眾抗爭的可能性大增，中央政府應從

水泥建設思維中跳脫，轉向尋求自然生態永續等政治性較低但行政難度較

高的替代政策方案。此外，重視應提早「參與時程」的政策擬定，從由上

而下（top-down）的指導之姿，轉向由下而上（bottom-top）的協調合作。 

 

二、地方政府 

    合產（coproduction），是我們用來描述可能存在「常規」生產者（如

警察、老師或醫療人員等）以及享受到由上述服務所轉換而成更安全、得

到更好教育或更健康的「人民客戶」之間的潛在關係；合產是個可以讓政

府與人民所作的事情之間產生增效（synergy）作用的方法（Ostrom，1996：

1079）。如斯概念也可運用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合作上，May & Williams

（ 1986 ）即認為各層級政府間的「環境共治」（ environmental 

shared-governance）遂被視為二十世紀末環境保護體系的發展主軸（湯京

平，200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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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政策的權力應在最接近受決策影響者的（政府）層級運作，是謂

「權力從屬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是故地方政府的政策願

景除了要與中央政府同調之外，更應有屬於地方整體發展之規劃考量，使

中央建設為地方發展帶來不只是消耗地方環境資源的負外部性，更應具有

增效（synergy）效果的正外部性。 

 

貳、相關法令制定 

 

    計畫的推行有賴制度的建立，將政策轉變為明文規定之法令條文則為

政策理想實現之最具體方式，除了讓公部門得以依法行政之外，民間團體

或個人也才能按圖索驥，逐步執行參與河川保育之程序；基於上述，公部

門應當努力推動相關民間參與生態保育河岸規劃之法令制定，從現階段土

地法規中關於「土地利用法規」、「環境．資源保育法規」及「公物．公共

設施相關法規」等區分24裡有關河川及河岸地管理的法令執行情況觀之，本

研究建議擬應加強推動包括「生態保育」及「民間參與」兩項在內的法令： 

 

一、生態保育相關法令 

 

    近年來雖然生態保育之倡導推行甚囂層上，然而理論與實際仍具有一

定差距，檢視現行河川、水資源其使用、管理及維護相關母法如水利法及

其相關水利法令規章而言，通篇條文內容對於「生態」或「保育」等字詞

幾乎未提；其立法目的全然建立於水利安全基礎上，綠美化僅為配合水利

整治工程的附屬目的，對於生態保育精神仍稍嫌不足，不僅未符合趨勢與

潮流所衍生之河川保育工作執行需求，亦容易使得民眾接收偏差之河岸綠

美化觀念。 

 

目前執行河川生態保育工程規劃設施時，仍須遵循現行相關法規之規

範，本研究將其整理如下表所示： 

 

【表 5-2】河岸空間保育相關法令一覽表 

類別 相關法規 主管機關 

土地利用 區域計畫法（及其施行細則） 

都市計畫法（及其施行細則） 

內政部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24 該等區分參考陳立夫主編（2005），《土地法規》，第五版，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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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基本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其施行細則） 環保署、直轄市縣市政府

森林法（及其施行細則） 

水土保持法（及其施行細則） 

環境．資源保育 

山坡地保育條例 

農委會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水利法（及其施行細則） 經濟部、直轄市縣市政府公物．公共設施 

河川管理辦法 同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以生態學角度觀之，將河川主體與河岸空間之自然生態系統，進行整

體環境規劃並維護得當，則不僅河岸環境之完整生態系得以獲致妥善保

存，自然環境平衡使得綠美化效果亦隨之而來；粗糙決策不僅無法保全人

民之財產安全，更有可能成為災難製造的間接推手，每逢豪雨便暴漲的河

川溪水所帶來強大沖刷力之土石流，即自然環境失衡導致反撲之最佳證明。 

 

由上表相關生態保育法令之整理可知，台灣目前現行法律體系中僅對

於特殊敏感地區個別規範，尚未針對河川之生態保育部分獨自立法保障，

或以兩者之串聯做整體立法考量；有鑑於此，立法單位應以環境基本法第

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25規定，制定河川環境保護專門法規，台北縣市政府亦

得視轄區內新店溪流域基於該法第十八條26規定自然生態保育之需要，訂定

自治法規及環境保護計畫，以正河川生態保育之名。 

 

二、民間參與相關法令 

 

    多年來，政府部門推動獎勵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的法律依據，僅依賴民

國八十九年二月九日制定公布「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之規定，其所

針對的民間機構係指依公司法設立之公司或其他經主辦機關核定之私法人

而言，且公共建設興辦範疇條列並未及於亦屬公共財性質之河岸空間，且

                                                 
25
環境基本法第七條第一項：「中央政府應制（訂）定環境保護相關法規，策定國家環境

保護計畫，建立永續發展指標，並推動實施之。」同法同條第二項：「地方政府得視

轄區內自然及社會條件之需要，依據前項法規及國家環境保護計畫，訂定自治法規及

環境保護計畫，並推動實施之。」 

26
 環境基本法第十八條：「各級政府應積極保育野生生物，確保生物多樣性；保護森林、

潟湖、濕地環境，維護多樣化自然環境，並加強水資源保育、水土保持及植被綠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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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通建設為重點考量。綜上所述可知現有法令規定當中，並無任何有關

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規劃設計之適用。除此之外，立法目的為改善居

民生活環境之都市計畫法條文中，亦並未具體規範民眾參與之機制，僅有

象徵性的民眾意見形式提出，無法有效影響決策。本研究將中央制定有關

民間參與之法規名稱與主管機關加以區分，條列如下表所示： 

 

【表 5-3】具法律條例位階之民間參與相關法令一覽表 

類別 相關法規/條文 主管機關/辦理機關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及其細則）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產業發展 

獎勵民間參與交通建設條例（及其細則） 交通部、直轄市縣市政府 

土地利用 都市計畫法第十九條：「主要計畫擬定

後，送該管政府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局）政

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

天及舉行說明會，並應將公開展覽及說

明會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任何公民

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

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政府提出

意見，由該管政府都市計畫委員會予以

參考審議，連同審議結果及主要計畫一

併報請內政部核定之。 

內政部 

直轄市政府 

縣（市）（局）政府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上述可知，目前我國民間參與模式於法令制定方面仍相當薄弱，真

正以法律或條例位階立法規範的條文屈指可數，多以地方政府自治權限內

自訂相關「辦法」為立法主流，且內容更多以交通運輸、公共建設及大型

工程為主，導致實際參與環境保育規劃的民間團體皆處於摸索階段，基於

前車之鑑，並參考國外成功案例經驗分析得知，本研究建議應參照原有「促

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內文，長程目標以改善自然生態環境為目的制定

「獎勵民間參與環境維護法」，擴大「民間」定義為包括私機構、NPO 及 NGO

在內之團體參與河川保育，規範內容包括參與流程、申辦要件、獎勵及罰

則等條文，而短程目標則以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各自制定相關「辦法」之法

律位階先行試用，希冀提高民間參與之可行性，力求法令制定之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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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舉辦研討會及公聽會 

 

隨著規劃設計的進行，為確認規劃目標仍持續遵照應有之自然生態觀

點及河岸公民需求的考量之下，廣納研究機構與學術單位等各界專家學者

之意見以共同為重大計畫案把脈，公部門得視計畫進度情形而言，定期或

不定期舉辦與計畫案內容及性質相關之公聽會與研討會。而本研究所建議

舉辦之研討會與公聽會，可由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或二者聯合舉辦，其

差異如下表所示： 

 

【表 5-4】研討會與公聽會比較表 

 研討會 公聽會 

河岸公民、相關非政府組織、承辦公部門 
參與人員 

學術單位、研究機構之學者 意見人士、權利關係人之專家

舉辦目的 

接納各方建議以提高規劃案

可行性，並為規劃案之進行找

尋學術理論之支持。 

1.成果展示 

2.意見交流與需求增刪 

3.目標監督 

會議性質 學術交流、專題演講與探討 焦點討論、規劃程序之要件 

會議內容 

以進行中之規劃案為會議專

題公開舉辦，並以「生態保育」

及「民間參與」為子題徵求討

論文章；此外得以專題演講方

式促進參與人員間之交流。 

以進行中之規劃案內容作簡

報之前，將規劃簡報內容以電

子郵件送達參與人員，於簡報

過後便於提問；此外，應留設

規劃備詢及意見交流時間。 

舉辦次數 

視規劃案需求而定，但於規劃

進行期間以至少一次為最低

要求。 

視規劃案完成進度而定，但於

規劃案完成前以至少二次為

最低要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上表可知，研討會與公聽會雖於細項內容說明當中稍有差異，但兩

者最終目標皆著重於符合計畫案之自然生態觀點，藉由反覆的理論辯證與

意見交換以解決規劃案實際面臨的課題：除了河岸公民、相關非政府組織

與承辦公部門等基本參與者之外，研討會與公聽會各依照計畫案的期望與

目的分別邀請產、學專家與在地關係權利人共同參與意見與成果交流，唯

有溝通始能打開彼此心窗，讓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與地方河川環境維護能取

得開發與保育之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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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團隊建立 

 

    志工團體的績效往往依賴團隊（team）運作才能達成，團隊最大優點，

即其可以發揮「一加一大於二」之綜效（synergy）；團隊功能若得以發揮，

成員因凝聚力所產生的團體工作績效，會超過每個人各自努力的成效加總

（鄭錫鍇，2003：43）。團隊包括原先具有豐富經驗的規劃工程顧問公司，

以及對於地方發展與生態景觀有相當堅持與想法的非政府組織，由上述二

者共同就其該專業部分協調合作，於政府部門對於重大公共工程建設目標

（比如交通）要求之餘，應以河川生態保育目標為長遠利益之考量，達成

工程與保育並重的共識後，共同擬定各種可能之替代方案。 

 

為提高非政府組織實質參與程度，以符合中央政策目標並兼顧地方生

態景觀需求之願景，於規劃設計階段，本研究建議仍須以共同合作關係做

為彼此的協調牽制，團隊建立的目的並非要找出最佳結果，而是找到政府、

規劃工程顧問公司與非政府組織最能接受的方案。基於上述，藉由溝通找

出彼此認知差異後，應進一步建立某種程度的共識；緣此，非政府組織與

規劃工程顧問公司兩者之合作內容可概略分為環境調查、意見蒐集、建立

共識、擬定計畫及財源籌措等五大項工作方向，由其所衍生事務細項繁雜，

分別依照規劃者權責歸屬如下列所示： 

（一）非政府組織 

1.進行河川河岸環境調查 

2.結合永和藝術教育發展協會舉辦河川生態保育推廣活動 

3.結合永和社區大學提供環境教育課程 

（二）工程顧問公司 

1.擬定書圖確定工法 

2.提供專業備詢 

3.培養工程保育通才 

 

同時本研究亦發現民眾參與並非純粹為了環境行為可帶來之集體利

益，同時亦為了其他選擇性誘因如房屋價值保存、個人自我實現、社區認

同感與團體歸屬感，並且參與的同時亦需兼顧家庭與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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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結合都市河川整治的水岸發展（Water Development）是一個都市過度

成長之再生途徑，而水岸發展之成敗繫於河川保育之良窳。過去圍堵河川

的水泥思維，不僅切斷河川生物棲息地，更埋下自然環境反撲的遠因；然

而缺乏當地民意考量之重大公共工程建設，往往侷限於單一目標之達成，

忽略當地河川生態紋理與民眾需求，與河爭地種下水淹民宅的近因。隨著

社會變遷，都市居民對於生活品質要求提高，民眾參與（Citizen 

Participation）理念成為落實都市空間改造的重點，以地方性非政府組織

形式加入參與式規劃，係屬未來進行干擾自然、人文環境等重大公共工程

建設計畫之必然趨勢。爰此，本研究為建立民眾參與河川保育決策模式，

推動自然水岸都市規劃方向，於重大公共建設危害地方生態環境與生活品

質之際，研擬民眾藉由民間組織參與影響決策模式之目的，分別以文獻回

顧法、案例比較法及深度訪談法等研究方法進行分析，進而提出地方性非

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參與決策之模式運作，作為政

府採納民意於計畫之際可採用途徑之參考，並提供相關建議作為法令與配

套之修正與努力方向。本章節將歸納整理研究發現以提出結論，其次就本

研究所欲建構之參與模式應採取的措施提出建議，最後針對本研究因時

間、人力等因素未能深入探討的部分，提出後續研究建議，以供後續研究

之參考。 

 

第一節  結論 
 

中央政府興辦重大公共工程建設造成都市蔓延、入侵至河川生態系中

動植物重要棲息河岸地（Ectone），阻絕流域連續及其沿岸河川土地的生態

完整性，致使河岸空間的破碎不連續性，不僅切斷棲地動物遷徙廊道

（corridor），更造成人與人之間的冷漠隔閡。而過去台灣進行包括河川保

育規劃在內的重大公共工程建設之際，往往將規劃設計權利的執行委由規

劃工程顧問公司進行，如斯規劃模式雖得以達成河岸綠美化的視覺景觀效

果或單一目標（如交通）的完成，但難以貼近當地居民真正需求。過去凡

事講求經濟效率與考究立竿見影的台灣，政府部門因忽視自然生態重要性

而讓遭受污染的地域性溪流面臨草率加蓋的命運，不僅導致河川生態失衡

情形日益惡化，不見天日的河流更剝奪了都市居民享受河川環境機能所帶

來的寧適性（amenity）。強調政治民主的今日，隨著社會變遷，都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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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生活品質的要求，民眾參與（Citizen Participation）的理念成為落

實都市空間改造中的一個重點，社區意識逐漸抬頭，生活環境的改造和社

區事務的規劃可謂息息相關。 

 

過去缺乏民眾參與管道之河川保育規劃係由政府監督、市場運作之規

劃完成即抽離的模式，業者基於委託關係謹遵於官方業主交付之單一規劃

目的，對於地方民眾之意見傳遞持虛應故事心態，促使河川保育政策規劃

過程的參與管道不足、參與意義薄弱，象徵性參與多過於實質性參與。本

研究體認西方先進國亦觀察到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市場決策模式」

與以「國家機關」為中心的「政府統治模式」均無法有效解決公共問題後，

提出以地方性非政府組織之民眾參與形式，希冀於市場與政府、民眾與國

家之間搭起雙方溝通的橋樑。本研究擬以自民眾參與及水岸發展等相關論

述，建立以地方性非政府組織為規劃設計自然水岸都市主力之參與模式。 

 

    過去政府部門所進行包括河川保育在內之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畫，往

往只考慮單一工程性目標之達成，容易流於為達成單一目的而疏漏其他層

面之整合性考量；以本研究個案之永和市環河高架快速道路興建計畫來

說，政府僅就交通功能為目的考量，而忽略其他包括當地之河岸景觀、生

態保育及都市發展之全盤考量；爰此，基於地方人始知地方事的理念，本

研究認為應由地方性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或經濟建設之規劃設計等細

部計畫階段決策，始能幫助政府於政策規劃之際，趨向地方性事務整體考

量，以更貼近民眾需求。以本研究對課題產生之動機與目的之分述，經過

本研究於各章節分以理論與文獻、文獻與案例及訪談與觀察分別進行分

析、比較與探討，以回應本研究為瞭解民眾參與理論模式、實務經驗並建

構非政府組織參與河川保育決策模式之目的，以下將歸納提出本研究所得

出之研究結論。 

 

一、現況課題分析摘述 

 

    由於目前河川保育決策或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畫的形成過程中，除了

環境影響評估法有強制規定外，其餘環境與工程相衝突政策中之民眾參與

元素鮮少被納入考量或形同虛設，象徵性的程序參與往往大過於實質性內

容參與；本研究以民眾參與理論之參與定義、要件與模式為主軸，以 Olson

（1965）所認為理性自利的個人不會為共同利益努力，除非團體成員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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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殊強烈性誘因始能驅使之觀點；初步研究發現於研究個案中非政府組

織得以突破集體行動困境原因係以人數稀少的組織成員與攸關切身利益之

房價漲跌等誘因，克服因公共財而生搭便車之河川保育與重大計畫決策參

與經驗。基於上述，民眾參與定義為以非特定民眾高度自發性參與為前提，

就自身權益休戚與共之公共事務的決策（decision-making）過程，透過各

種策略達成其需求，民眾與決策者之間建立共同目標與認知，進而決策共

享、責任分擔之民主政治運作方式。 

 

二、案例比較分析 

 

    由於「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理念，本研究從台灣福林社區、日本

古川町及美國溫哥華水資源教育中心等地之民眾，以各式樣民間組織型態

參與河川保育決策過程的經驗，對照比較台灣目前現行新店溪畔因沿岸住

宅、工廠林立或經濟建設等開發行為對河川帶來的負面影響，以民眾參與

決策模式角度觀之，本研究歸納發現於台灣現行政策規劃過程當中，有下

列政府政策決策過程中值得吾人重視的議題如下所示： 

 

(一)「開發」與「保育」仍未能兼顧 

 

    近幾年來，涉及生態環境規劃、經營及管理議題之時，政府部門所秉

持的策略不外乎嘗試透過政策擬定與法令增修，以規範水源、河川或其他

自然生態敏感地區之人類行為與土地使用，以降低人為活動對自然環境所

造成的負面衝擊；而由目前各種社會現象、全球氣候怪異變遷及政府各機

關單位推動生態保育活動的過程觀之，阻力與難題的根源應來自於觀念，

無論是政府官員抑或普世大眾，皆缺乏「尊重自然」概念作為思考的出發

點；於講究行政效率的民主體制之下，因為考慮自然生態保育及其維護是

十分長遠的尺度，相關政策之推行成效往往不及於經濟建設開發來得立竿

見影；爰此對決策者或民間組織來說，如何誘發人們心底對於大自然飲水

思源的原始道德倫理感，則為制度或機制建構最根本的問題。 

 

（二）河川生態保育仍是政策考量的相對弱勢 

 

    每當大雨來襲，溪河暴漲以致水淹民宅之際，政府官員與河岸居民的

共識即認為，解決水患、讓淹水不再復發始為當務之急，相較於維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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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財產安全，保育河川生態之需求似乎不是那麼迫切；雖然河川生態之

重要性應屬普世價值、不言而喻，然當經濟發展、重大建設等其他政策考

量與生態保育無法同時兼顧之際，無疑的，河川生態保育需求必為角力之

下的犧牲者。然而龐雜浩大的河川生態系孕育萬物，自詡萬物之靈的人類

也需依靠河川的庇護使得生存；河流生態的自然資源與土地資源同樣具有

不可恢復性特質，一旦經人類因不當土地開發而遭受破壞，便難以回復原

有的生態多樣性。 

 

三、地方性非政府組織參與決策模式 

 

最適的公民參與模式，是參與主體具有代表性，而能於適當的參與時

機，透過適當參與策略表達意見，並對最終決策造成影響；易言之，即從

政策計畫研擬階段至計畫核定後的規劃設計階段，受計畫影響的民眾具有

足夠代表，透過適當的參與方式，對其切身相關的政策發表意見並提出訴

求，最後並對決策發揮影響力，形成政策上的變革。以下就本研究經由對

研究個案之參與觀察、深度訪談與探討分析後，而提出影響民眾參與決策

模式及參與成效重要因素如下所示： 

 

（一）民眾參與決策模式 

     

1、參與模式架構 

 

根據理論文獻分析與深度訪談結果的啟發後，本研究提出非政府組織

參與決策模式包括影響決策關鍵層面之參與主體、時機及策略。其中參與

主體係屬地方居民代表且真正參與政策規劃決策之地方性非政府組織，而

參與時機在於民意此因素加入的時間點不同所產生的影響程度亦有所差

異，而參與內容則為地方性非政府組織影響決策之重點核心所在。 

 

（1）參與主體 

    以受決策影響之民眾為參與主體角度來看，本研究個案中即以受到環

河高架快速道路興建所帶來衝擊的第一線沿岸居民為參與主體，並以取得

沿岸社區大廈住戶認同之愛河保家自救會為具代表性之參與主體，該地方

性非政府組織適時反應居民心聲與提出替代方案；並以組織成員內團隊領

袖與菁英份子二部分，視為影響事件轉折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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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參與時機 

 

    以公民參與時機而言，最適參與時機應於計畫核定之前；以本研究個

案當中自救會介入參與的時間點看來，已超過計畫核定時間，而是在主要

計畫進入細部計畫之規劃設計階段，亦即政策規劃決策之際，雖然無法改

變重要道路建設計畫之興建在永和帶來對河川環境、河岸景觀之衝擊與破

壞，但藉由持續參與可確保永和市民於後續工程施作、維護管理等階段中

未來之生活寧適性。 

 

（3）參與內容 

 

    影響民眾權益的決策與計畫即為民眾參與之主要內容，而參與的特徵

在於決策權力之移轉與再分配；以本研究個案觀之，由於高架形式之環河

快速道路興建計畫嚴重影響民眾之不動產價值保存、河岸景觀欣賞與生活

品質維持等權益面向，故自救會積極地以各種策略手段參與、涉入政策規

劃決策過程，希冀以各式各樣不同的機會讓決策者聽見地方民眾的心聲、

瞭解地方民眾的實質需求進而真正獲得參與政策規劃決策之權力。 

 

2、模式運作配套 

 

本研究並提出相關配套措施，以強化前述參與決策模式之架構，希冀

得以兼顧模式執行之定性與彈性，屆時無論由政府或民間主導政策規劃、

設計決策過程，皆有路徑可循。爰此，本研究於政府政策、法令制定、舉

辦會議及團隊建立等四個面向提出相關配套措施，如政府政策制定之際應

由中央與地方政府進行共同協商研擬相互配合政策方案，以避免中央與地

方步調不同的窘境，此外應制定相關民眾參與河川保育決策方式、形式與

內容之法令，除舉辦公聽會與研討會之外，亦應適時由地方性非政府組織

與規劃工程顧問公司組成符合地方需求的規劃團隊等措施，皆可做為未來

政府與民間團體因應民眾參與具體方式之參考。 

 

（二）影響參與成效之重要因素 

 

以本研究當中的研究個案，台北都會地區環河快速道路台北縣側建設

計畫之永和段抗爭事件來看，雖然地方居民得以參與快速道路的規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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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但這也是自救會及其地方民眾歷時二年半夙夜匪懈的抗爭成效，而非

政府部門主動提供的參與模式；本研究發現，探究其獲得公部門相當程度

回應之重要因素如下： 

 

1、菁英核心領導 

 

    目前台灣的非政府組織缺乏相互集結力量或民眾參與管道，而人民的

參與意願即為關鍵因素。本研究個案中的「愛河保家自救會」即由人民自

動自發，以高度自律性所成立之地方性民間組織，機動性相對較高的自救

會，其會務推行與抗爭事宜之成效不在於內部組織章程規範，而繫於人與

人之間高度信任依賴，該組織內部幹部成員之間的強大社會網絡關係，以

及菁英團隊式領導，根據本研究參與觀察瞭解，該組織幹部成員皆擁有相

當程度的社經地位與教育水平，由此可知其可被再教育的潛力無可限量、

不容忽視，菁英團隊夥伴當中個個臥虎藏龍，皆能獨立作業也能團隊合作，

是值得國內其他以河川保育為訴求之非政府組織學習效法的對象。 

 

2、公部門回應態度積極 

 

非政府組織的努力也需要政府部門的支持，始能永續經營。尤其在民

眾參與的互動中，公部門態度是參與模式成功與否的關鍵。就算民眾再如

何有心，地方性非政府組織再怎麼樣有策略，若遇上不願意敞開心房、傾

聽民意的政府單位，那麼民眾所努力的參與亦只好付諸東流。在本研究個

案中，自救會有幸遇上願意停下規劃的腳步，願意接受多目標思考的雙贏

設計，而非堅持其職責所在的專業領域而罔顧自然生態環境之維護保持。

相關部會有許多，那怕只有一個政府單位願意傾聽，對努力不懈的非政府

組織來說，都會是莫大的鼓舞。 

 

3、理性策略運作 

 

    自救會一系列抗爭過程，其實可視為一種策略管理的規劃運作；自救

會透過願景的建立、凝聚共識以及內部優勢與外部資源，豐富並驅策組織

成員的行動能力。在無形中已達成彼此間的默契，但對自救會的成員來說，

或許他們不懂何謂策略，因為他們只知道如果能克盡己力，就能留住並找

回生存與共的新店溪河岸生態與景觀，因自發性而組成的自救會就只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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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不想太多。除此之外，理性非暴力的訴求方式，則為組織策略研擬的

概念主軸。 

 

4、非政府組織主導 

 

今日的台灣已有許多非營利組織、非政府組織及第三部門的力量不斷

成長，對社會變遷的影響與日遽增。大台北都會地區有絕對合適的條件，

讓民間參與成為主要的改造與監督力量，非政府組織可以透過環境變遷的

影響教化民眾，使其瞭解自己就是環境問題的因與果。所以非政府組織的

存在，就是希望提醒無論是民眾也好，政府官員也罷，應以自然生態的永

續經營為各項公共建設之前提考量。本研究之研究發現得知，於研究個案

中非政府組織突破集體行動困境，克服因公共財而生搭便車之河川保育參

與經驗。 

 

5.操作媒體 

 

    任何媒體內容皆有其「生命週期」（TTL，Time to Live），剛誕生的媒

體內容是最有價值的，隨著時間流逝，其將因為不再被需要而失去存在價

值；媒體力量在非政府組織進行社會運動或群眾運動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

重的角色，尤其在本研究個案中，自救會充分運用媒體以掌握資訊並擁有

籌碼之特性，一方面對內產生團隊成員彼此對內外環境的認識，促使抗爭

訴求逐漸於團體中形成共識，另一方面對外爭取同情與支持。 

 

 

 

 

【圖 6-1】媒體操作影響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如上圖 6-1 所示，包括電視及報章雜誌在內的電子、平面媒體的報導，

除了讓更多人知悉此一資訊（information）之外，更可以藉此造成社會大

眾之輿論壓力，進而影響政府決策之考量。以本研究個案來說，愛河保家

自救會反對高架環河快速道路興建此一議題以形成一股地方勢力；然而可

惜的是，媒體運作無可避免地會使人聯想為如政客般之人為操弄媒體，爰

此，議題能否形塑良好形象之效應繫於媒體報導之公正性。 

媒體
報導 

輿論壓力

資訊傳播

影響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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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基於上述研究發現，為讓自然生態觀更趨近於實務運作，並且順利推

行民眾參與模式，提出下列建議。而於研究過程中，因受限於時間、人力

資源之限制，尚有許多闕漏之處未能納入研究之中；本小節鑑於研究成果

之適當檢討，於此對未來研究方向提出建議，以供後續研究者斟酌參考。 

 

壹、本研究建議 

 

一、公部門事務應統整成立專責單位 

 

    政府部門與河岸公民有初步接觸與基本交流，便得以此互動結果為

基礎，依據河岸公民及當地非政府組織之建議增刪重大公共工程在不影

響當地生態景觀之餘所應包含內容，涉及河岸生態敏感地區的工程施作

或整治規劃，則盡量以自然放任代替人工干預。以永和市而言，生態景

觀固然重要，然而舊市區街道巷弄狹窄，若欲進行大規劃更新應可利用

環快建設此一不可多得的機會，提出配套措施並爭取相關部門經費，規

劃市區商圈，提升民眾（不僅沿河大樓，連同巷弄景觀、行人空間與交

通配置併同考量）生活品質，才是地方政府應有的胸襟與眼光。 

為使政府部門提早將地方民眾及非政府組織納入實質計畫研擬、規劃

設計階段，以瞭解地方人文與環境真實需求，得以中央水利單位為首、與

新店溪河岸相關重大公共工程建設之台北縣市政府機關單位，各派代表成

立非常設性之「河川保育規劃專案小組」，負責綜理工程計畫研擬、規劃設

計、發包施工及維護管理等各階段之新店溪河岸生態保育業務。 

 

二、致力於人才培養 

 

    由於在目前國內教育訓練與人才培養的體系中，「工程施作」與「生態

保育」係分屬相去甚遠之專門學科，導致工程類科專業人員相對在生態與

生物學門知識上較為缺乏瞭解與吸收的機會，而專攻生態或生物學領域的

專業人力則傾全力專注於靜態觀察與描述的研究上，亦相對較少有提供動

態解決途徑的機會。 

有鑑於此，該專案小組遇有規劃案涉及河川生物多樣性、及河川生態

完整性及河川生態系統規劃等「工程」與「保育」相衝突的專門知識論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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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得依據研究計畫案實務需求，聘請與這兩方面相關或由其延伸之景

觀、地政、建築及都計等領域之專家學者為顧問，以輔助河岸規劃提案之

順利進行。 

 

三、地方政府應有遠見 

 

    於本研究個案中的地方政府，就是被忽略的環境政策共治者；於環快

興建經費上也必須分擔 1/12 的永和市公所，對於是否以環快間接帶動地方

發展、都市更新之串連等面向並無具體想法，錯失良機未免可惜。由於本

研究個案係屬由上而下的計畫，地方事務未加以整合，因地方首長未知優

先發展順序為何，而使得最後定案雖獲得政府主辦機關回應與配合，但卻

非全民福祉考量上之最佳方案。爰此，地方政府應著重於地方整體都市成

長、交通及生態景觀等相互影響（trade off）之發展，以更宏觀的視野，

進行地方都市發展事務規劃。 

 

四、非政府組織管理 

 

     第三部門蓬勃發展已成為社會網絡互動模式的趨勢，政府應重視協助

其內部組織管理運作情形。本研究個案中的非政府組織，愛河保家自救會

在人力動員、觀念宣導方面稍嫌不足，若能健全組織結構，定期召開幹部

會議，並利用里民活動中心不定期舉辦小型說明會議，以及借用地方性開

放空間（如寺廟廣場）對公寓住戶及商家進行觀念宣導，應能得到更多的

支持與回應。爰此，資料蒐集和解說就變得相對重要，需要培訓一批解說

志工，使用具代表性的道具與共同解說方式，以進行理念的闡述，避免多

頭馬車以訛傳訛，造成負面宣傳的反效果。 

 

五、重視河川自然本質價值 

 

    透過本研究個案於開發和環境政策兩造對峙之考量因素探討後，顯而

易見社會階層中，無論上至政府官員，下至地方居民皆缺乏與自然環境共

存共榮之概念；從古至今河流除了提供運輸、飲用及洗滌等幫助生活之機

能，河流自然本質所提供寧適美意常因經濟發展需求而相對地遭受忽略、

甚至破壞而不自知；建議後續工程設計出發點應以河川自然價值為首要考

量，居民也好、決策者也罷，皆應接受重視河川自然價值之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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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續研究建議 

 

一、多面向剖析個案內容 

 

    於本研究個案當中，雖然內政部營建署為負責工程規劃設計之公部門

代表，然實際進行規劃設計操作的係委託由民間規劃工程顧問公司進行，

故於許多觀念、想法及方案的溝通協調，實由當地非政府組織與其進行交

涉，故以規劃工程顧問公司此一私部門的角度切入，應可獲取更多、更深

入的研究分析。而且由於公部門與民間私機構二者之間係屬「案主」與「受

託人」之間的權利義務關係，然而面對地方民眾或非政府組織，接受政府

委託而進行規劃設計的私機構與其之間應屬何種連帶關係、私與私二者之

間，甚至是公與私、私三者之間的互動為何，是否也會影響決策內容，皆

值得一探究竟。 

 

二、接續計畫進行階段 

 

    由於研究個案目前仍為現在進行式，在環快建設計畫案永和段目前處

於規劃設計階段，緣此尚餘後續營造時期的發包施工階段與完工後之維護

管理階段，而後序階段的民眾參與也是一樣重要。因為民眾參與式一項長

時間進行的工作，而每個階段的民眾參與項目、目標與方式亦隨之微幅修

正，唯有持續不斷的參與計畫流程進行，始能讓民眾參與的成果有效且完

整地呈現；而在完工後的維護管理階段更需仰賴地方民眾的認養協助，才

能真正落實計畫案的永續性。基於上述，本研究建議應持續加入該計畫案

之參與研究，以窺計畫整體發展所帶來的效應與非政府組織的因應策略，

可作為研究的完整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