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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被視為生命之源，是發展國民經濟不可缺少的重要自然資源。隨著氣候變遷、都市快速發展與
人口劇增，在水資源取得日漸不易的情況下，水資源的永續發展已成為全球迫切課題。雨水花園（rain
garden）為一種下凹式的景觀綠地，能夠緩衝暴雨時無法從不透水鋪面下滲的地表逕流，減低道路淹水
的同時，亦淨化雨水來涵養地下水或補給景觀用水，為低衝擊開發中重要的一環。藉由雨水花園於城市
中的設立，除了能維持城市的綠化，亦兼顧生態、環保的效益。

雨水花園簡介

雨水花園一般由植物層、蓄水層、種植土層、填
料層、礫石排水層組成，由於較為特殊的功能和工程結

雨水花園緣起與效益

構，雨水花園內部形成了與一般綠地景觀不同的生態環

雨水花園為生物滯留池（Bioretenion basin）的一
種系統，起源於 20 世紀的 1990 年代美國馬里蘭州的

境（Liu et al. [7]）。在枯水期時，雨水花園就如同一般綠
地景觀的存在，而當滿水期時，便能發揮其特色。

喬治王子郡，一名建商在建住宅區時，為每棟住宅規
劃了一部分雨水花園，經過幾年的監測，發現雨水花
園能有效滯留並淨化雨水（Roy-Poirier et al.

[1]

），是一

種有效控制雨洪與雨水淨化再利用之生態永續淺凹綠
地（Dietz et al.

[2]

；Pataki et al. [3]）， 被 視 為 一 種 以 節

水、水資源再利用為目的的花園形式。
在 控 制 地 表 逕 流、 增 加 土 壤 含 水 量 的 同 時， 可
淨化水質與空氣收集並淨化後的雨水可涵養地下水
或補給景觀用水等，增加景觀美質亦可提供生物棲
息地、促進生物多樣性並改善微氣候（王等人 [4]；劉
[5]

）
，目前也被用於生產蔬果以增加雨水花園的經濟性

（Richards et a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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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雨水花園示意圖（Roy-Poirier et 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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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降雨豐沛，然因地形因素及降雨季節集中等

Dietz et al.

[2]

），如可將根系泌氧性強與弱的植物混

因素，造成大量地表徑流而無法妥善利用，雨水花園

合栽種，創造有氧區和缺氧區共同存在的環境，亦

正可作為解決之道。

可將草本植物與木本植物搭配種植，提高植物群
落的結構層次性和觀賞性。如蘆葦、千屈菜、黃菖

雨水花園植栽選擇

蒲、美人蕉等為皆常見的雨水花園植物（王等人

雨水花園除可收集和淨化水資源系統，更是可美

；劉 [5]）。

[4]

化環境的景觀型態，因此植物的選擇既須具淨化力又
要兼顧觀賞性。以下為雨水花園植栽選擇四大原則：
(1) 本土植物優先，適當搭配外來物種：本土植物對當
地的氣候及土壤條件等具較佳的適應能力（劉 [5]），
在人為建造的雨水花園中能發揮良好的淨化能力並
使花園景觀具有極強的地方特色，然而國外的相關
研究、建造和植物選擇已有豐富經驗，應可從中選
擇較具適應本地的植物種類。

臺北市雨水花園案例檢討
目前臺北市雨水花園案例的設置工法主要分為兩
大 類， 一 種 為 傳 統 型 的 植 生 溝 槽， 也 就 是 下 凹 式 綠
地；另一種則是以大型蓄水槽盛接雨水，再以雨水作
為灌溉水源，稱為雨撲滿的形式。

下凹式綠地（Bioretention basin）

(2) 具備耐淹又抗旱的特性：雨水花園中的水量與降雨

此 形 式 的 雨 水 花 園， 植 栽 選 擇 上 的 限 制 因 子 較

息息相關，會有滿水期與枯水期交替出現的現象，

多，滿水期時植物須能承受短暫淹水的逆境，枯水期

因此植物既要適應短暫水生環境又要有一定的抗旱

時則須具備一定的耐旱性，一般雨水花園入水口處會

能力（王等人 [4]；鄧 [8]；Dietz et al. [2]）。

鋪設礫石，目的是為了避免暴雨時水流過於強烈而沖

(3) 根系發達、枝葉繁茂且以具淨化能力者為佳（劉
[5]

；Payne et al. [9]）：植物對雨水中污染物質的降解

和去除機制主要有通過光合作用，吸收利用氮、磷
等物質，通過根系將氧氣傳輸到介質中，在根系周
邊形成好氧、厭氧菌皆可生存的有氧區和缺氧區的
混合區域，使之發揮相輔相成的降解作用（Allenet
et al.

[10]

），以及利用根系對污染物質的攔截與吸附

作用，特別是對是重金屬。

刷植栽，同時亦可初步過濾汙染物。
以臺大校園的桃花心木道為例，其下凹式綠地設
置在道路兩側，穿插於腳踏車停車格間。應用的植物種
類約 14 種，包含銀紋沿階草、麥門冬、鳶尾、山蘇、
積水鳳梨、錦竹芋、箭羽竹芋、鵝掌藤、朱焦、斑葉
海桐等， 及原本即生長於此的桃花心木。生長表現較
佳的有銀紋沿階草、麥門冬、積水鳳梨、鵝掌藤，斑

(4) 考慮整體景觀性：選擇可相互搭配種植的喬木、

葉海桐和朱蕉亦有維持一定觀賞性，表現較差的有箭

灌木與草本植物，以提高淨化力和觀賞性（劉 [5]；

羽竹芋、鳶尾。臺大校園的景觀維護頻度高，生長較

圖 2 國立臺灣大學桃花心木道植生溝槽於大雨時蓄水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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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植株多直接被汰換，針對這點應在種植植栽前加

雨撲滿（Rainwater tank）

強評估整體生長環境的合適度，除了可降低人力維護

雨撲滿形式基本與一般景觀綠地相同，之所以稱

外亦不造成植株的浪費。以雨水花園的功能來看，從

為雨水花園，是取「以雨水灌溉」之意，利用大型容

圖 2 可看出在大雨時，這些下凹式的植穴確實發揮短

器盛裝雨水，在必要時候藉由架設的管道將雨水送至

暫蓄水效果，減少道路淹水的情況發生。

需灌溉的區域。雨撲滿的形式又可分成地上型雨撲滿

另一例子為南港區玉東公園裡設置的大型窪地，

及地下雨撲滿兩種。由於綠地本身並非呈現下凹狀，

主要的植栽構成為黃扇鳶尾、射干、山蘇、波士頓腎

因此不會發生大雨時短暫淹水的問題，所以在植栽種

蕨及銅錢草，以最低漥處之銅錢草生長最佳，生長勢

植上的限制較少。

過強已蔓延至其他植栽區，最高處的射干、鳶尾雖有

羅斯福路的雨水花園工法是屬於地上型雨撲滿，

部分缺肥的情況，但整體生長狀況佳，波士頓腎蕨及

於地面架設雨撲滿，雨撲滿有管線連接著出水口。根

山蘇則生長極差，兩者均有嚴重的黃化及葉燒情況。

據調查，該案例植栽種類有 29 種，例如朱蕉、唐竹、

一般雨水花園積水不應該超 3 天，然該雨水花園最低

紫薇、變葉木、蜘蛛百合、鳶尾、法國秋海棠、美人

漥處經常處於積水狀態，應加強改善排水。另外以本

蕉 與 翠 盧 莉 等， 植 物 多 樣 性 高。 植 物 生 長 尚 可 至 良

案例來看，窪地邊坡較陡有養分淋洗的問題，加上完

好，但較缺乏維護管理，有些區塊植栽稀疏而降低美

全無遮陰，因此植栽選擇除了對水分的考量外，尚須

觀性，此外，園區土壤含水量較低，因此公園的灌溉

考慮對強光的耐受性以及耐鹽性。

設施以及儲水桶的實用性皆有待進一步檢討。

圖 4 臺北市羅斯福路綠點 — 雨水花園

圖 3 臺北市南港區玉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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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臺北市大安區油杉社區 LID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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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則是地下型雨撲滿，將雨撲滿埋在植栽區

2. 雨水花園的植栽不能僅考量其耐淹或耐旱性，需依

底下，例如大安區油杉社區 LID 公園，收集地表雨水

施作地點、整體規劃設計做調整（如光度、土壤性質

淨流，將水涵養於水撲滿基地內，藉由基地的貯水層

等），找出適合當地生長之植栽，使其發揮最大效益。

保水，再透過滲透層適時向上補助基地水源。此區植

3. 文中提及的雨水花園案例效果未知，建議相關的政

栽生長表現良好，唯植物季相變化明顯，冬季觀賞性

府或學術單位能做長期的追蹤，以了解目前應用的

較差，建議除了喬木、灌木外，可依季節種植適當地

介質、植栽等對蓄水及水質淨化的影響，有利日後

被植物以增加景觀效果。

做規劃上的修正，建立較完善的雨水花園。
4. 未來可將再生水（reclaimed water）、可食地景（ed-

結論與建議（未來展望）

ible landscape）與雨水花園的概念結合，枯水期以再

1. 目前有些景觀綠地雖以雨水花園稱之，但其設計並不

生水作替代水源。再生水本身即有植物生長所需之

符合定義，如雨撲滿。建議架設雨撲滿的案例亦可將

營養元素，有利降低化學肥料使用率，落實環境友

部分綠地規劃為淺窪地，以更符合雨水花園之名此舉

善。雨水或再生水皆能藉由雨水花園做進一步的淨

好處在於當枯水期時，雨水花園便可利用雨撲滿儲存

化，以符合多元使用的水質標準，實現都市水資源

的雨水，如此一來植栽選擇的門檻又降低些。

的再利用，充分體現循環經濟理念。

Recycled
Water

Tap water +
Fertilizer

可食
地景

雨水
花園
中水
應用

圖 6 再生水灌溉示意圖（from: Ki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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