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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韓國首爾清溪川整治研究個案分析 

許多世界著名名城會成為人類文明歷史遺跡，在於它有代表象徵

某種推動歷史向前的精神，而住在這城市的居民共同一起為這塊土地

努力奮鬥，共存共榮，這一切共同架構城市發展，也加深居民對這塊

土地的認同感，都市規劃專家、學者，均對於城市歷史興替交互辯證，

皆認為都市的更新，應依循城市歷史的軌跡脈絡，才能保有原自然人

文風貌特色，延續原有蓬勃的生機；反之，如果都市更新切斷了原歷

史源頭，等於斷了原有人文根基，不僅失去城市原有的歷史與記憶，

也失去該城市未來發展的方向，韓國首爾藉由復原清溪川，喚起居民

對這城市的認同感，也替該城市找回過去歷史的記憶以及未來發展的

方向。 

採用標竿學習的方法，分析韓國首爾整治清溪川成功經驗，藉以

典範移轉提高本研究計畫執行效率。而標竿學習的重點，不再僅是仿

效學習對象最終成功的結果，更是在於組織進行過程解決問題的方

法。 

參考韓國首爾清溪川整治經驗，作為本研究計畫借鏡。雖然，兩

個案例的基本條件並不相同，但是面臨的問題及處理過程十分類似。

藉由個案分析，了解清溪川整治的行政處理流程，探討公民參與是否

真能影響政策規劃，冀望能改善未來政策制定過程機制，提升未來整

體規劃的完整性。 

第一節  韓國首爾清溪川整治工程案例分析 

以韓國首爾清溪川整治工程成功案例分析探討，將整治過程資料

及遭遇的問題，例如民眾抗爭、攤販問題、交通阻塞，依時間一一排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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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韓國的奇蹟 

號稱韓國600年來最困難的工程，如同將台北市建國高架橋全面

拆除變成一條河川，並將當地舊建築和攤販般的市容大整修。花費

3600億韓元(約120億台幣) ，200萬人、1400個攤販、20萬戶商店、

一堆考古學家，沒有發放任何補償金。花了一年溝通，4200次說明會，

首爾市長李明博與民眾面對面743次。兩年三個月工程如期完成。沒

有加稅，沒有動用公共基金，不是BOT，並讓首爾市政府贏得威尼斯

國際雙年展-最佳行政機構獎。2006年5月15日《TIMES時代》周刊亞

洲版以“綠色之夢(Green Dream)＂為封面專輯，報導清溪川為一條

改變首爾命運的河流。Discovery頻道製作“人造奇景-首爾的城市改

造經驗專輯。2006年台灣出版“1%的可能：韓國首爾─李明博的夢想

奇蹟”。 

二、韓國首爾清溪川的地理與歷史背景 

清溪川是北面的北岳山、仁王山、東面的駱山及南面的南山流下

來的水匯流而成，穿越首爾市區的一條都市河流。自太宗遷都至此開

始了六百年的歷史，從此韓國的歷史便和清溪川結下不可分割的命

運。然而在朝鮮時代清溪川卻不是一條平順之河，經常發生氾濫，也

因此在當時便有人建議將它填平，然而這種違背大自然的建議，很快

被重新規劃整治清溪川的建議而取代。朝鮮時代在河上最多架設過八

十六座橋，但現在僅存廣橋及水標橋一部分的歷史遺跡。 

清溪川並不僅是扮演一條普通的河流，它更是首爾專用下水道，

清溪川也是首爾人的休閒場所，平時為婦女和孩子遊玩的地方，而且

每年節慶慶祝便在橋上進行各種民俗活動，舉辦踐踏、石戰和花燈等

活動。但是到了朝鮮末年，因為戰爭關係，清溪川附近住了許多難民，

清溪川兩旁充斥了臨時搭建的窩棚。清溪川紀錄這六百年來大韓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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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歷史、點點滴滴的百姓生活以及朝鮮人民的悲歡離合。 

清溪川為總長 13.7 公里的自然河川，春秋兩季降雨較少，加上

蒸發量大，大部分時間為低水位河川。夏季降雨多，汛期常有水患。  

日據時代，許多被剝奪土地的農民顛沛流離聚集在首爾，在清溪

川兩側搭建許多違章建築，但是因為貧民增多、污染也隨之增多，清

溪川蒙上了傳染病及犯罪土壤的罪名，同時洪水氾濫並沒有減少。因

此，日本佔領者將清溪川改成專用下水道，從 1913 年開始疏浚清溪

川及其他支流。解放之後，從 1937 年到 1942 年之間，完成了光化門

到廣橋之間清溪川覆蓋工程。 

1950 年韓戰之後，清溪川卻被各種污染和垃圾所覆蓋，流入的

大量流離失所的難民，定居溪邊，搭建簡易木板屋。清溪川各種生活

污水污染狀況日益嚴重，當地成為貧困地區。戰爭與財政困難因素停

擺了整治工作。 

直至 1958 年才又開始整治工程，整個工程用了 20 年，直至 1978

年才完成，而高架橋是從 1967 年才開始動工直至 1976 年完工。 

1958年都市計畫更新，清溪川覆蓋水泥蓋，從此成為首爾市的主

要交通幹道，之後增建高架快速道路，總長5.6 km、寬達16 m的清溪

高架道路，每日乘載12萬以上的交通量 。1960-70年代，清溪川成為

工業現代城市。1980-90年代首爾轉變成為巨型城市，清溪川卻因噪

音、交通混亂、空氣污染等問題成為都市發展的障礙。 

三、清溪川復原方案 

清溪川覆蓋道路寬約 50 公尺至 60 公尺，長約 6 公里，自 1984

年 11 月被公布成正式道路，而覆蓋的地面下有匯流管、電力管線、

電信、煤氣等，主要覆蓋範圍為清溪川兩旁人行道下。清溪川高架橋

在 2002 年平均車流量約 16 萬 8 千多輛，可稱為首爾主要的交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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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所以，清溪川說是為首爾主要動脈，不是沒有道理。然而交通流

量日益增加情況下，卻加速高架橋的結構老化以及腐蝕，經過專家評

估認為已經需要全面整修或是拆除，避免結構破壞。 

清溪川周邊的商家林立，許多市井小民都在附近謀生，甚至假日

臨時攤位都擺到車道上。清溪川是附近的市集集散地，牽動的不僅是

東大門的經濟命脈，更是首爾民眾生生不息的生活空間。然而，隨著

時間的飛逝、建物的老舊，韓國首爾面臨轉型的改變，首爾市長李明

博急於大刀闊斧將都市更新，徹底扭轉整個首爾形象，將這個攸關韓

國命脈的母親之河重新改頭換面。 

由學者組成的「清溪川復原研究會」，在2000至2002年期間舉辦

地方研討會提倡。2002年市長選舉，李明博以清溪川議題作為競選主

要政見，將清溪川復原計畫，視為首爾能否在未來東北亞城市競爭中

佔有ㄧ席之地的旗艦計畫。他的競選對手金閔石則批評復原計畫可能

帶來的交通、市政、商家的混亂等。2002年4月8日，大民族日報民意

調查結果，約74.6％的市民表示贊成。另中央日報則有高達93％的市

民支持復原清溪川。2002年6月13日市長選舉結果，李明博獲得54％

的支持率當選為市長。 

四、對民眾宣示復原理由 

（一）將首爾重建為以人為中心的生態型環境都市 

過去清溪川是經濟主導，強調開發建設的產物，漠視環境生

態自然，清溪川復原重視的是將灰色建築復原成綠帶，重新打造一個

以人為本的生活空間，將親水空間還給首爾民眾，藉此也將首爾推向

國際都市之林，提升首爾國際形象。 

（二）恢復首爾六百年的文化歷史、創造新的文化空間 

 清溪川有六百年的歷史回憶，大韓民族的歷史回憶佈滿在清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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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任何一個角落，清溪川復原工作對於歷史的銜接有重要意義，同時

也藉由古物保存將首爾打造成文物之都。六百年的歷史、文化資源並

未妥善保存，都市開發過程將既有特色、人性的都市紋理消除。實質

環境品質低落與發展停滯，既有都市結構受限，都市更新冗長。 

（三）高架橋建物安全已亮起紅燈 

      清溪川覆蓋道路以及高架橋已經歷 30 年至 40 年歲月，過去的

技術加上建物的老化已經無法通過現在安全考驗，再加上覆蓋在清溪

川河底下的重度污染，產生沼氣不斷腐蝕清溪川高架橋，政府不得不

儘快整建清溪川。 

（四）平衡都市發展與促進都市更新 

江南江北的不均衡發展：公共服務設施之不足等因素下，江北

居住條件落後。都市發展、城市建設及各種活動的重心逐漸轉移江

南。1990 年代江南成為各種商業進駐的首要考量，1970 ~ 80 年代江

南開發以及市中心區限制等政策，抑制市中心區的成長。近十年，首

爾市中心居住工作人口逐漸降低。清溪川附近多為 30 年至 40 年老舊

建築，生活環境落後。復原後重新分配土利利用資源，許多附加值高

產業進駐帶動經濟發展。長期發展更可平衡江南、江北兩區域發展。

未來更多具國際競爭利的企業，可將韓國經濟帶到另一個顛峰。 

五、清溪川與市中心區的活化 

復原舊有城牆等歷史遺址，建置綠色廊道與步道。將韓國首爾文

化觀光據點的整合串聯，重新規劃整體土地使用。營造特色商店街，

有條件解除城市限高、增加容積。 

六、清溪川復原政策規劃 

（一）政策目標 

復原自然環境，提高都市生活性。復原歷史文化，促進當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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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增進經濟發展，成為東北亞的據點城市。 

（二）工程計畫 

計畫期限 : 2003年7月~2005年9月。其計畫範圍 : 清溪川路和三

一路及其周邊5.84公里。計畫時程 : 基準年為2003年、中期目標是到

2008年、長期目標是到2013年。工程經費 : 開工前費用預算為349,423

百萬元（台幣122億）。然而，由於工程設計變更、物價上漲、追加

預算等，所需費用高達台幣136億(2005年費率)。 

七、清溪川復原工程管理策略 

（一）清溪川的扮演角色與歷史定位 

從城市發展觀點重建都市更新，將生態環境的恢復。並排除了清

溪高架道路和覆蓋的危險因素。嘗試恢復將韓國首爾代表性歷史文化

及均衡地區間的發展。 

（二）工程衝突管理 

清溪川周圍林立許多商店，不管是店面或是攤販，一旦復原工作

進行，他們生意可能一落千丈，甚至未來整治成功，他們也無法負起

昂貴租金。為了減低商家的損失及反彈，辦了上千場說明會，提供商

圈未來發展計畫與減少經營不便的對策。 

同時引進最先進的施工技術，減少噪音和粉塵，降低施工影響及

生活品質破壞。對於清溪川的商人給予貸款補助，同時在松坡區、文

井洞的地區建立另一商場，提供商人另一個謀生的處所，也替首爾找

到傳統產業另一個出路。 

許多原本住點在清溪川附近的傳統產業與攤販，也因此再次重新

出發，不僅活絡附近的經濟發展，也解決原本沒落的商機。對於環境

整潔也提供了許多幫助，許多配套措施一再提出，例如對於老舊建築

提供近百分之八十的無償資助，整個都市更新，因為清溪川復原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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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重生契機。 

（三）交通難題 

韓國的交通並不比臺北好，尤其韓國的交通流量大而且摩托車量

比臺北少很多，因為冬天下雪摩托車使用並不方便。所以，韓國鼓勵

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系統，韓國的大眾捷運系統分佈廣泛十分方便，票

價合理。從仁川國際機場便可直達清溪川，地鐵、捷運配合子彈列車，

將韓國的大量交通運輸轉向地下化，不僅疏散了尖峰地平面擁擠的交

通量，也結省了許多運輸時間。 

但是在清溪川整治過程，如何改變民眾的交通工具使用習慣，成

為執政者最大的問題。復原過程中，車道減少造成車輛使用不便，儘

管有些不便，但是配合交通轉型而使用大眾運輸系統，例如限制自用

小客車使用率，使得民眾不用自己開車也能享有便利交通。重新規劃

檢討市中心交通運輸系統，建立公車專用道，試圖更加效率的管理，

針對特殊擁塞地段，提供接駁公車服務。準備清溪川沿岸的基礎交通

設施，全市實施新交通制度。首先倡導大眾交通使用，呼籲增加步行

及腳踏車使用，Ganbuk 域公共運輸設施的改善。 

八、行政團隊革新 

（一）三角推動組織：清溪川復原促進本部、清溪川復原市民委員會、

清溪川研究支援團 

清溪川復原促進本部：跨局室組成的任務小組，由副市長直接統

籌執行，鞏固推進體制。清溪川復原研究支援團：由首爾市政開發研

究院組成的臨時組織，結合產、官、學、研，舉辦各種討論會、專家

學術會議、宣傳活動。清溪川復原市民委員會：由市長與資深專家、

學者共同擔任委員長，其成員共約120人，包括市府官員、專業者，

具當地代表性的九個市民團體代表。該委員會依組織條例執行，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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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審議、直接調查與研究、透過公聽會收集市民意見等權力。 

九、復原工作進行過程 

   清溪川整治長度約 5.8 公里，分成三個工區由不同承包商承包，

但是為了有共同設計標準，成立聯合設計辦公室。 

（一）首先拆除舊有建築物工程，利用低震動鑽石線鋸，減少噪音振

動。 

（二）河川水利防洪頻率提升至 200 年防洪頻率，兩旁的建築物所排

放的污水，匯集至清溪川兩側污水幹管，河廊主體設計採用複

式斷面重建，提供人們親水空間。 

（三）在通水斷面最低要求下，保留兩旁道路最大空間，提供兩旁商

家最大使用空間，規劃卸貨上貨的動線。 

（四）連接兩側的 22 座橋樑，是居民參與建設最重要的一環，所有

橋樑形式均由居民票選出來，上游表現出過去歷史、中游為文

化都市特色、下游為自然空間，分段將清溪川串連起來。 

（五）公共藝術表現，在河岸兩側，居民利用馬賽克磁磚拼出了他們

對清溪川的期許，兩岸景觀配置加入清溪川歷史的介紹。 

（六）生態復原，清溪川添加許多自然的元素，清澈的河流裡游動許

多水生動物，並河川中擺置許多石頭當成生物廊道，避免棲地

生物因人為開發受限尋找棲息地。 

（七）歷史遺跡，許多歷史遺物都在清溪川覆蓋道路下被找出來，為

了讓清溪川有更多歷史回憶，整建工程的材料用新舊材料，讓

清溪川復舊工程不僅是單純工程建設，更添加了許多歷史文物

元素，恢復歷史記憶中的清溪川。 

十、整建後的清溪川 

首爾的形象煥然一新，躍升國際都市。原本老舊的都市，經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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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過，首爾新地標出現了。清溪川整治成功，不僅是首爾成功，更象

徵韓國大韓民族的團結向心力。過去六百年來從未有過的成功經驗，

在韓國經濟起飛時，在全民支持下做到了，清溪川周邊景觀改變了，

一個新的文化都市誕生了，帶著國際競爭力、帶著韓國，邁向二十一

世紀新的開始。 

為了記錄整個清溪川過去、整治過程以及未來展望，創建清溪川

文物館收藏點點滴滴過去，清溪川結合社區居民，也提供歷史、經濟、

文化、都市建設、環境改變、都市更新與社會學研究空間，同時清溪

川更為國際觀光的一個展點。 

 
圖 5.1  清溪川復原前景像（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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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清溪川復原後景象（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分析韓國首爾清溪川整治過程，標竿學習重點在於組織學習過

程，認真思考當今新莊中港大排遭遇議題，兩地文化背景皆不相同，

而且中港大排河廊改造計畫涵蓋的層面包括水利工程、環境保護與人

文教育及環境永續經營，而公私部門的對話與合作可以如何效率地開

展？ 

    擷取對於本研究有益流程，是分析清溪川整治過程主要目的。而

清溪川的工程結束後，管理與活化活動仍然繼續蓬勃發展。中港大排

的工程完工後，新莊當地社區居民該如何與未來中港大排軟硬體的互

動及使用，進而推展該地區整體社區營造，成為未來研究重點。 

第二節  中港大排整治計畫與韓國首爾清溪川案例比較 

韓國首爾清溪川整治成功，堪稱是一個奇蹟，足作為標竿學習。

藉此，回顧本計畫的施工困難及群眾抗爭問題並沒有比其複雜，然而

在首爾市長強勢領導的風格下，政府部門所有單位相互配合，構成一

個完整的施政團隊，探討成功最主要原因應是在於團隊花了很久時間

和所有利害關係人作了上千場座談會。雖然有部分商業團體反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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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部分的民眾是贊成的，因為規劃方案他們曾參與過。清溪川整治

成功不僅是工程成功，其背後更代表整個國家決策體制的轉型成功。   

政府不再是唯一決策者，公民參與決策提升了國家競爭力，推動南韓

整個國家躍升開發國家，國民所得也超越亞洲許多國家。這是推行新

公共行政，民主體制改革所未曾預見的效益，然而今日中港大排計畫

探討的背後，亦是整體決策機制的扭轉，影響層面不單是工程亦是公

民意識的喚醒。首先： 

一、針對中港大排和清溪川背景資料相互比較。 

二、面臨問題為何？韓國規劃單位如何解決？尤其是對於民眾反應的

聲音如何落實於政策規劃？公民如何參與整治計畫？ 

三、對於韓國所遭遇整治完後的問題？未來本整治計畫可能也會遭遇

同樣問題，我們未來規劃如何處理？ 

一、兩案背景資料分析 

（一）地理背景條件 

本研究計畫和韓國首爾清溪川地理背景比較，兩者皆為污染嚴重

都會型河川。流經地區有多數密集人口居住，新莊中港大排在七十年

代曾經整治過，當時的水泥封底面兩側護岸並未預埋污水管線。所以

污染排放造成沿岸臭氣沖天，清溪川在工業化過程也是飽受污染，而

且在 1958 年都市計畫更新，加封了水泥面。使得清溪川變成不見天

日的河川，四周的交通早已經成為該區的運輸動脈，如同今日台北市

建國南路高架橋建設，瑠公圳被埋沒在建國高架橋下。如果要整治需

要有很大雄心魄力面對民眾抗爭。 

（二）歷史文化背景 

新莊是一個有豐富文化的城市，但是有許多因素，讓這些文化產

業逐漸凋零沒落，當地的文史工作者，不斷積極呼籲保存僅存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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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相同首爾也是一個歷史古都，為了恢復歷史原貌，整治過程中，

還成立專職單位。 

所以本研究計畫推行時，針對這些文化的保存特別留心，多次座

談會均邀請文史工作者一同參與，未來整治工程完成後，需要播種的

便是文化歷史的傳承，而且這些並非是一蹴可幾，需要長時間培養。 

二、計畫推動過程的阻力 

首爾市長在推動本案時，曾遭遇許多問題， 

（一）利益團體不願意放棄原本既得利益，甚至想利用本工程獲得巨

額賠償金。這些阻力最大來源於當地商人組織、當地攤販等，

因為拆除破壞當地建設時，該地交通陷入黑暗期，這段施工

期，兩側原來擺攤的攤販何去何從？未來一旦工程完工後，他

們也可能無法再回到現地經營謀生。 

（二）另外工程計畫的費用，常使得政府原來就不好的財政更雪上加

霜，這也是民眾反對的主要原因之一。 

韓國首爾在推動計畫執行時，曾經和當地居居民辦過數百場說明

會，跟地方民眾說明計畫要點。透過公民參與方式和公民對話，將利

害關係人衝突降到最低，雖然未必全部的利害關係人都會同意政策規

劃，但是透過對話機制，讓公民參與政策規劃有助於政策推行。 

而且對於居民的看法與意見，政府成立專職單位因應。例如： 

1.市民委員會：處理利害關係人意見，政策意見整合。 

2.事業推進部：計畫執行及整合協調各機關。 

3.復原事業研究團：企劃調查研究相關計畫。 

前述困難也是中港大排整治計畫面臨問題 

1.沿岸有許多攤販未來朝向商圈整合，考量納入市場集中管理。 

2.交通黑暗期停車位不足的問題，除廣設附近臨時停車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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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增建永久停車位。民眾焦慮的問題常常是跟民生有關，停車

問題在民眾座談會中第一個被反應出來。 

3.臺北縣政府的財源並不如台北市充裕，甚至負在已經達到舉債

的最高限度。 

另外面對不同利害關係人所關心不同的議題，應有不同對策跟解

決方案。縣府也因此成立了專職單位「新願景工作室」，負責協調不

同的利害關係人（例如各局、處、室及地方民眾等）及辦理地方說明

會，希望彙整所有問題，回饋至基本規劃設計方案，並且對於利害關

係人的意見能在第一時間回應，未來政策推動時就能減少阻礙。 

工程主體部分由水利局執行，目前除了不斷和地方溝通之外，也

將地方民眾關心部分落實於規劃案調整。這個對話機制運作成熟後，

未來的工程設計，必然會採用新的操作手法，規劃的結果是經過所有

利害關係人對話之後產出的，這也是韓國清溪川整治成功的重要因

素。 

冀望能打造一個屬於當地文化與地方所需的水岸城鄉，但受限本

研究時間僅列出規劃階段所遭遇問題，但仍參考韓國首爾清溪川整治

全面性經驗，將所有問題列出防範未然。 

表 5.1  賛成、反對理由 

贊成理由 反對理由 

都市環境 

美觀改善 

46.6％ 交通問題惡化  29.3% 

水質污染改善  28.2％ 龐大復原費用 29.3% 

舊有文化復原 15.0% 施工造成 

生活不便 

28.2% 

（引用清溪川願景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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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清溪川整治計畫推動小組（引用清溪川願景館資料） 

三、清溪川整治後所遭遇問題  

（一）經濟產業發展面 

過去清溪川附近多為市井小民所經營的傳統產業商店，但是有許

多是租賃的並非經營者本身所有，整治工程完成後，當地地價已經提

升，相對租金也相對提高。這些傳統產業商店無力負擔昂貴租金，最

後只能在選擇其他地方繼續營業。這個問題也是本府之前一直擔心之

處，整治計畫需要大家認同完成，但是完成後公共利益，應該是全民

共享，這也是當初追求環境正義社會公平的宗旨，如果結果只單獨獨

厚某一部分族群，這和原先計畫追求公平正義目標就相去甚遠。 

（二）生態復育及永續發展 

    清溪川和中港大排整治都標榜景觀美化及親水功能，但是清溪川

對於親水的供水系統不永續性，造成水資源浪費。清水來源地並非天

然來源，而是取自漢江水，所耗費一年電力、人力及物力，可以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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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漢江二十條支流費用。另截水設施、低水護岸等設計並不環保，

也非以生物棲息地為考量。所以本中港大排計畫採用親水方案是採用

循環系統，親水的來源以五股工業區的廢水為主，以達水資源永續利

用。而親水設施如溼地公園、鋪面都採透水設計，以達生態經營。 

（三）公共設施空間不足 

    清溪川親水步道太過於狹小，斜坡道不足，未來防汛期來時，可

能發生人員撤離困難。未來中港大排完工使用最主要多為附近老人婦

孺，所以設計以無殘障空間考量為主，但不以妨礙防洪功能。未來營

運管理除了監測水質、流量外，必須有整體防災應變措施。 

（四）原來都市中心城市主體精神消失 

    整體都市更新常常會過度開發，如何保存舊有傳統文化，又不影

響整體都市更新，是個兩難問題。清溪川附近的都市結構早已定型，

無法在短時間更改，所以造成都市更新無法達到整體一致功效。本研

究計畫都市規劃早已在基本設計規劃時就開始進行，未來不管是新舊

建築物改建新建，必須先通過都市審議，列為本計畫執行配套計畫之

一。 

四、標竿學習清溪川整治  

參考韓國首爾清溪川整治案例，必須截取其成功地方，但也要記

取其缺失。他山之石可以攻錯，兩地的人文、社會背景及民族性有所

差異，但透過這整治經驗轉移，可以防範未然，降低未來計畫執行的

阻礙。 

分析清溪川整治成功要點： 

（一）先和利害關係人溝通，收集關係議題，經過討論後再做政策修

正。 

（二）成立專職團隊，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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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而對於當地公民參與計畫的推動，證明改善政策規劃過程，即

可提升未來政策執行率。 

（四）推動環境正義，落實資訊透明化，極力推動社會公平正義。 

透過標竿學方式，本研究剖析韓國首爾清溪川案例並將擷取對本

計畫有助益整治過程。 

（一）面對不同族群利害關係人的分布，確認整治過程可能遭遇問

題。提升公民參與，改善政策規劃機制。 

（二）組織完整工作團隊（新願景工作室），協調跨領域業務，整合

工作平台。 

（三）蒐集分析各地水岸城鄉整治成功案例，回饋政策決策層級。定

期檢討工作內容及成果，重點在於組織進行過程，而非僅在於

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