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邁向永續打造海綿城市，臺中市推動海綿城市政策，將都會區水環境帶入一個嶄新的階段。臺中是

水的城市，有大甲溪、大安溪、烏溪等水系流貫其中，臺中市政府著手河川整治改善，在防洪安全前提下

，改善水質、提供遊憩空間，包括柳川、筏子溪、綠川、軟埤仔溪⋯等。豐原也是因水而繁榮，葫蘆墩圳

各支幹線密佈，提供農業用水，大甲溪的水豐富了豐原這塊土地，葫蘆墩圳（東汴幹線）原為灌溉水路，

民國 69年因地方發展之需求，分期分段將三豐路至博愛街段加蓋為停車場，至今已三十餘年，豐原地方
人士成立「臺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多年致力於豐原地方文化的深耕暨葫蘆墩圳掀蓋整治理想的推動

，並經由市府培力計畫的努力推動進行「掀蓋」作業，讓民眾對未來願景充滿期待。故「以人為本，從水

開始」、「還河於民，還地於河」，在確保葫蘆墩圳確保防洪排水之機能下，水利機能、水域安全，維護水

質、水量，並以原生植栽強化自然生態品質，以水域掀蓋打造區域環境藍帶之美，串連周邊景觀特色、人

文歷史、生態環境等，達到遊憩之目標，重現水清魚現之美。

透過工程及管理相關策略，可減輕降雨沖刷地表、建物所產生之逕流污染對環境水體之衝擊，採降雨

逕流非點源污染最佳管理技術（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簡稱 BMPs），使開發完成之地區於降雨時所
產生之降雨逕流污染獲得控制，以削減非點源污染排放量，本工程採用透水磚步道、生態草溝、植生過濾

帶、雨水花園、透水混凝土鋪面及雨撲滿，增加入滲面積，減緩初期保育逕流，降低非點源污染，落實水

環境營造之海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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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葫蘆墩圳（東汴幹線）原為灌溉水路，民國 69年

因地方發展需求，分期分段將三豐路至博愛街段加蓋

為停車場，迄今已三十餘年，自 99年 10月 12日豐原

居民齊聚仁社，成立「臺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

並參考韓國清溪川發起「繁榮葫蘆墩水岸花都」的美

夢，重現葫蘆墩圳的「藍川綠岸」水岸花都幸福居。

另自發性辦理『水岸花都臺中市豐原區葫蘆墩圳流域

掀蓋再造景觀競圖』比賽，臺中市政府亦在民國 102

年提出「臺中市豐原區軟埤坑溪、葫蘆墩圳（東汴幹

線）及旱溪環境營造計畫」[1]，秉持開放政府、全民

參與以及公、私協力的原則，落實道路廣場鋪面透水

化、提高綠覆率、增加都市貯留滯洪能力、再生水多

元利用、復育保護水環境棲地、營造親水遊憩環境

等，使具備「再生水潔淨」、「韌性水安全」、「友善水

空間」等三大目標，勾勒出永續、安全、生態的豐原

地區水環境藍圖（圖 1），俾利實現水岸願景，還原給

豐原「母親之河」，讓文化與經濟得以重生！

河川整治工程
周廷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保育治理組  組長，前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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邇來我國社會極為重視環境保護、永續再生及都

市綠活之概念，當年河川加蓋的方式顯然非時勢所

趨，它使人與水關係疏離，亦降低對水之關心與感

情。世界上偉大的城市多伴隨著一條美麗的河川，因

而在盡可能降低對河防安全的影響，確保防洪排水之

機能目標下，以水域掀蓋打造區域環境藍帶之美，於

水資源能永續提供穩定多元之水源，建立成一個民眾

可親水且具有豐富多樣水環境生態之永續城市，串連

周邊景觀特色、人文歷史、生態環境等營造多樣化的

風貌，達到「親水觀賞」之目標，讓昔日糕餅、米食

之鄉的豐原重現「水漾、水聲、水清」三水風華之宜

居、宜遊的幸福城市。

海綿城市 三大目標

豐原地區（41.1845平方公里）地狹人稠寸土寸

金，根據臺中市政府 2018年 10月統計資料顯示，豐

原市人口（166,867人）密度已達每平方公里 4,050

人。由於都市擴張不透水鋪面增加，不僅涵養水源能

力降低，更可能使地表逕流增加；因都會區人口集中

所導致的土地使用改變（圖 2），於氣候變遷極端事件

的影響，於生態永續、防洪安全及都市發展各個層面

整體考量下，更使水環境政策推動日趨艱鉅。

近年來全球各大都會區飽受氣候變遷極端氣候威

脅挑戰，豐原地區高度開發人口密集，在氣候變遷旱

圖 1   葫蘆墩圳河川整治暨景觀營造工程目標圖

圖 2   土地開發之衝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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澇等極端事件挑戰下亦無法倖免，為解決都市保水透

水不足熱島效應問題日趨嚴重、洪氾風險增加、長期

水資源供給日趨緊張、並提供民眾多元親水空間及復

育都會區水環境生態棲地，臺中市政府積極推動海綿

城市政策，以「再生水潔淨」、「韌性水安全」、「友善

水空間」勾勒出豐原地區水環境的三大目標，透過工

程面、管理面、法制面等相關措施，並納入開放政

府、民眾參與及公、私協力等理念，研訂相關推動策

略及執行計畫，由市政府各權責機關落實推動：

目標一「再生水潔淨」

被稱為「看不見的建設」的污水下水道，臺中市

政府水利局積極推動全市普及化，目前共規劃 19處

污水處理建設。豐原水資中心整體工程分 3期，經

費需要百億，處理量最大的「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

（圖 3）第一期工程完工後，每日可處理 1萬 8,000噸

生活污水，增加用戶接管數約 1萬 7,000戶，後續再

延續建設用戶接管及相關污水下水道工程。中心採多

樣性設計，除既有污水處理功能，基地內開放 2,600

坪的鄰里公園，設置休閒廣場、景觀池及綠地等設

施，供休憩空間，兼具美觀與功能性。臺中治水成果

已達到「不缺水、不淹水、喝好水、親近水」四項水

治理的最高境界。

而在打造豐原水岸花都，除豐原葫蘆墩圳軟埤仔

溪整治、葫蘆墩圳河川整治暨景觀營造工程，經過花

博園區的改造後，創造更多可利用的再生水循環利

用；再加上豐原水資中心三期整治完工後，可達到每

日處理量 5萬 4,000噸，接管戶數達 4萬 5,000戶，更

可提供中科等工業使用。

目標二「韌性水安全」

氣候變遷所引致的極端氣候事件於世界各地持續

地增加，未來極端氣候的挑戰不僅難以減緩並將更為

嚴峻。其較過去以工程治理手段為主的水環境政策，

更強調於都會區如何與水共存，以預防性的調適策

略，強化都市面對極端氣候的韌性，在提升都市面對

旱澇災害的容受度與回復力的同時，並能更進一步創

造長期都市發展與生態環境共存的雙贏價值。其中恢

復市區雨水入滲土地並蒸散於大氣的再生水循環，不

僅可改善都市微氣候降低熱島效應影響，減緩夏季空

調排熱所造成之負面循環，並可提供額外降低降雨地

表逕流、減少都市能源需求、以及恢復環境生態的附

加效益；同時調整公共建設施政理念，於一定程度上

採取工程手段持續提升防洪排水保護標準之外，更落

實災害風險管理，以開放政府理念公布災害潛勢資

訊，建立民眾知災避災離災觀念，更進一步透過立法

等措施促進公私協力防災，將災害可能造成的損害降

至最低，打造一個具韌性、水冷散熱並整體規劃打造

豐原地區成為韌性城市（圖 4）。

目標三「友善水空間」

由於都市持續擴張加上氣候變遷影響，都市及其

周邊水棲地環境遭受污染破壞日益嚴重，不僅使民眾

親近河川水域休閒遊憩場域減少，更造成了嚴重的生

態多樣性問題及濕地水棲地環境急遽消失。

配合我國濕地保育法施行，強化都市水環境保護

及水棲地復育，落實濕地功能分區及明智利用精神，

植栽配置及考量各分區之特色以及整體景觀美質，配

置開花、耐候性佳、原生植栽方便日後續維護管理。

圖 3   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規劃藍圖 圖 4   韌性水安全 — 海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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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道及廣場周邊設置優型喬木如青楓、樟樹、黃連

木，使步行空間更為舒適。種植灌木草花使整體空間

呈現多層次並增加誘蝶誘鳥之可能性，使圳道工程更

為自然友善。水岸、水生、浮水植栽選用台灣原生、

氣候適宜、鄉土植栽做為校園教學、提供底棲生物棲

息之功能，以強化都市水環境保護及水棲地復育，持

續推動河川水質監測與水污染違規污染稽察取締，期

能恢復葫蘆墩圳之生態多樣性；並持續推動河川溪溝

親水環境營造及服務品質提升工作，並評估提升臺中

市水環境教育中心能量，進一步透過河岸水域親水活

動、水環境教育宣導及在地志工培力推廣，活絡民眾

親水遊憩及愛川觀念，縫合大臺中河川水域與市區間

之文化歷史紋理，營造對民眾及生物皆親水生態的友

善水空間城市（圖 5）。

葫蘆墩圳工作執行成果

再生水潔淨

污水處理

臺中市污水下水道接管率超過 18%，豐原區為臺

中市北部重要核心，因應工商業的發展及人口逐漸增

加，有必要增設水資源中心，提升在地居民的生活品

質，市府水利局積極推動豐原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

其中兼具多樣性功能的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完工後，

將搭配後續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工程，能增加用戶接

管約 1萬 7,000戶，提升臺中市用戶接管率，經水資源

回收中心處理後，並可大幅提升河川水質，同時有效

改善居家環境衛生。

豐原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實施計畫之範圍為

鐵路以東至豐原大道，面積約 398公頃，工程內容

包括污水處理廠、污水主次幹管、分支管網及用戶

接管工程，其中主次幹管及分支管網總長約 23公里

（圖 6）。豐原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主次幹管工程

一、二、三標已陸續展開施工，水資中心也已完成，

未來可收集並淨化豐原大道內鐵路以東範圍生活污

水，讓 4萬 5,000人受益。

污水截流

依據「臺中市豐原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修正實

施計畫」報告，民國 105年 [2] 目前豐原區豐原大道內

鐵路以西區域之污水系統設置期程為民國 110年至 114

年，且計畫區周邊已規劃之污水管線沿三民路佈設，現

況葫蘆墩圳兩側晴天污水由側溝排入葫蘆墩圳，因灌溉

需求水量大，且周遭無閒置用地或多餘公有地可資利

用，計畫區水體分類介於乙 ∼ 丙類區間亦優於灌溉丁

類水體，能改善水質空間效益不大，短期佈設截流溝與

圖 5   友善水空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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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流井將污水截流後排放至分流箱涵，往下游圳路排

放，避免掀蓋後環境營造渠道有異味產生；中長期則視

三民路污水管線佈設後，新生北路施設污水管線後截流

晴天污水至三民路污水幹管；故計畫區段先設置截留溝

至分流箱涵，並預留污水下水道空間施設污水管線達到

雨、污分流，俾利水質維持如圖 8所示：

韌性水安全

防洪設計原則
依據台中市政府 105年 6月「葫蘆墩圳河川整治

暨景觀營造工程（細部設計報告）」[3]，本計畫葫蘆墩

圳之東汴幹線位於豐原區中心，平日為灌溉渠道，依

據水利會灌溉計畫配合放水，颱洪時期則關閉葫蘆墩

圖 6   推動豐原污水下水道系統圖

圖 7   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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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頂角潭制排水門，將灌溉水量排往軟埤仔溪後流回

大甲溪，此時東汴幹線則為匯集市區雨水下水道的排

水路，屬灌排兩用設計渠段，其近水觀賞與防洪保護

標準之設計原則說明如下：

(1) 上述報告之計畫用地範圍，除防洪安全設計並因地制

宜、整體考量，擬訂適當之灌排水路設計方案，在安

全前提下兼顧生態保育、環境景觀、近水休憩、水源

利用及配合圳路斷面設施佈設等附帶功能。

(2) 設計保護標準：頂角潭水門最大放水量 11.56 cms，

且市區同時發生 25年重現期距短延時降雨之流

量為 2.45 cms，合計流量 14.01 cms，計畫流量採

14.01 cms來模擬演算。

(3) 採重力排水為原則，計畫區掀蓋渠段將維持營造約

55 ~ 91 cm高之水體供圳路近水觀賞外，多餘洪峰

水量則利用左岸分流箱涵排放至下游。

(4) 攔水堰採固定堰施做，旁另增設傾倒式閘門，於颱

風期間可倒伏增加通洪斷面。

(5) 配合兩岸行車交通道路高程銜接，降低行車道路高

程俾利交通行車安全。

(6) 配合未來豐原區微笑單車（已完成豐原高商、豐原

地政事務所、豐原廟東夜市、豐原火車站及豐原高

中 ⋯ 等）建置，設計規劃保留其行人或自行車空

間與機能。

低衝擊工法（LID）
另透過道路及廣場等人行空間環境改善，採透水

高壓磚、多孔隙瀝青混凝土、生態草溝及雨水花園等

綠色公共工程（圖 9），取代既有都市高度開發所產生

之不透水鋪面等灰色公共工程，透水鋪面於降雨時雨

水可入滲土壤，減少地表逕流及路面積水，提升用路

安全，並於夏季晴天時，涵養於土壤或植栽之水份可

蒸散於大氣，調節都市環境微氣候。

另為減輕降雨沖刷地表所產生逕流污染對環境

水體之衝擊，本工程採用結構性最佳管理技術（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簡稱 BMPs）等降雨逕流控制措

施，供設計階段即將降雨逕流污染控制設施納入考量，

使開發完成之地區於降雨時所產生之降雨逕流污染獲得

控制，以削減非點源污染排放量（表 1 ~ 表 3），本工程

設置項目包括生態草溝、雨水花園、透水磚、透水混凝

土及雨撲滿等。經計算，收集面積約為 4,108 m2，降雨

圖 8   污水截流溝分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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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非點源污染控制圖

表 1   水質污染消減量表

表 2   降雨逕流污染物濃度表 表 3   結構性 BMPs設施污染物削減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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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體積（15 mm）約為 736.12 m3，逕流污染量，懸

浮固體量可消減 24.78 kg（削減率 58.08%），總磷量：

0.0057 kg（削減率 51.18%），硝酸鹽：0.052 kg（削減率

18.06%）。

雨水貯留（雨撲滿）設施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降雨強度加大，為避免加劇

都市雨水下水道系統之負荷，故本工程參酌「臺中公

園日月湖清淤暨排淤設施規劃設計監造案」，導入逕流

分攤概念，構築「海綿城市」，將人造城市，轉化為

能夠吸存水體、過濾空氣及過濾污染物質之超級大海

綿，達到降溫、防洪、抗旱等效益，解決人造生態阻

絕水域與生態之問題，邁向真正的生態與低碳城市。

利用葫蘆墩圳灌溉水源，營造近水觀賞水域空間，

惟水利會於每年 11月至隔年 1月歲修期間，採「斷水 5

天，通水 5天」輪距供水方式影響，供水量較小且受上

游住家生活污水匯入恐影響水質，故工程採用雨撲滿設

施（貯流與入滲 2種形式）（圖 10），將降雨逕流透過地

表入滲至雨撲滿蓄積，另可供涵養水源、調整周邊氣候

並於葫蘆墩圳歲修期間供應水圳水量之備用水源。

於右岸通學道下方闢設（雨撲滿）貯留設施予以

蒐集、儲存，再利用，其位於計畫工區右側豐原國小

通學步道，汛期時由周邊截流溝蒐集雨水引導至雨撲

滿，以貯留雨水並減少地表逕流量，雨水貯留設施之

體積約佔 950立方公尺，雨撲滿有效蓄水量以蓄水率

95%計算，合計有效總蓄水量約為 902噸，可挹注歲

修斷水期水圳之水量之用，整體施工流程及施設位置

分別如圖 11至圖 12所示：

圖 10  雨水貯留（雨撲滿）圖

圖 11  雨水貯留設施（雨撲滿）施工流程圖

圖 12   雨水貯留設施（雨撲滿）區位圖



22

海綿城市低衝擊開發應用於河川整治工程 — 以葫蘆墩圳為例

Vol. 45, No. 6   December 2018  土木水利  第四十五卷  第六期

茲將雨撲滿效益說明如下：

(1) 澆灌效益

平時儲備水源可作為周遭植物及花木澆灌使用。

(2) 再利用效益

95%以上之空隙率使雨水再利用及基地保水。

(3) 節能減碳效益

每年可供計畫區景觀用水 9,020噸以上（以每年儲

水 10次計）；減少約 1,111公斤二氧化碳排放量（依據

台灣自來水公司統計資料，104年度每度（噸）用水

排放二氧化碳約相當於 0.154公斤；以每年儲水 9,020

噸，採 80%之運作效率計算，每年可蒐集再利用雨水

約為 7,216噸）。

(4) 綠色建材

使用再生環保素材（100%回收聚丙烯），減少炭

排放，資源有效利用。

友善水空間

河川加蓋的方式不僅使水圳與人們生活的距離漸

行漸遠，也同時泯滅了人們在地關懷的情感。今時，

經濟發展之餘，人們對於地方文化的重視以及兒時生

活印象的念想，轉而著重於當年擯棄的自然與生活。

也因此，各界針對各個都市的發展重新進行了通盤的

審視，在配合如今都市生活轉型以及提升良好生活品

質為前提下，將封蓋的水域再次打開，以自然水域的

藍帶之美串連周邊的地方特色、人文意象、景觀環境

等元素，創造出嶄新的城市風貌。

在配合河圳堤防安全考量的前提下，確保水域開

蓋後灌溉防洪排水等機能，並賦予水圳親水與近水的

原始意涵。因此從整條河圳之歷史廊道進行規劃，讓

昔日富春鄉、豐葦之原、葫蘆墩圳大溝的意象回歸豐

原人們的生活。配合花卉博覽會之進行，針對整體水

岸規劃出花卉廊道之意象。當水匯回了豐原、當豐原

遇上了花博、當花卉結合了水景，提出豐原、水岸、

花卉交會交織而成的景觀規劃概念。

景觀設計理念

民國 69年由於經濟日益成長，豐原車站地區停車

需求日漸增加。而將葫蘆墩圳水路加蓋為停車場（圖

13）。在近日環境保護、永續發展、都市綠活等想法日

益興盛之下，將三豐路至博愛街葫蘆墩圳分段分期進

圖 13   葫蘆墩圳未掀蓋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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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開蓋，將自然水岸景觀結合都市空間強化地方特色

與生活，採自然、懷舊的豐原老水圳臺中的起源，葫

蘆墩圳一路陪我們走過從長年的記憶一起，重現「百

年大圳母親之河」。

本工程意象將三個區段分別以豐富之源、幸福花

園、綠木之森之概念，配合各區區位、環境、以及使

用行為評估設計，在空間配置上強調特色性、空間之

轉變、亮點景觀之塑造，葫蘆墩圳掀蓋後景觀圖 14

所示。

全齡步道系統

通用設計係以滿足多數人使用需求為設計理念，

其以無障礙設計為基礎，考量各年齡層及多數使用者需

求。且通用設計是積極主動的，並非僅為了滿足特定人

士需求的設計技術。最常見 7大原則，如表 4。

因此本工程為提升友善通行使用之權益並增加通行

無礙休憩活動空間，故增設全線人行動線系統為全齡步

道路徑，將全區休憩廣場設置為無障礙活動空間。如圖

15所示。

使用的公平性 設計應適應許多不同種類使用者，對任何使用者都不會造成傷害或使其受窘。

適應性的使用方法 設計應涵蓋了多數人的喜好及能力，考慮不同使用者的使用步調及弱勢使用者的使用權利。

簡單易學、
符合人性直覺

減少不必要的複雜設計，並以符合使用者之期待與直覺為目標，避免不必要之曲折路線。考慮具
識字能力及不同語言程度的使用者，於指標系統及相關資訊指示牌加強圖示呈現方式。

提供多管道媒介的
訊息及明確的資訊

使用不同的溝通方法與模式（圖片，語音，觸覺）來表達必要的訊息，提供之訊息應該與周遭環
境產生適當對比，將必要訊息之「可辨識性」最大化。

容錯設計
（可回復功能）

設計應將意外發生率降至最低，安排適當的元素。

省力之設計 設施應讓使用者可以保持自然的身體姿勢，符合人體工學。

考量使用者適當的
尺寸與使用空間

應提供充足空間讓殘障者使用輔具或其他個人支援。設施可長久使用並具經濟性，且材料對人體
及環境無害。

圖 14   葫蘆墩圳掀蓋後景觀圖

表 4   全齡步道系統原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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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葫蘆墩圳掀蓋後全齡步道系統圖

景觀設計理念

本案以圳道意象將三個區段分別以豐富之源、幸福

花園、綠木之森之概念，配合各區區位、環境、以及使

化，型塑校門夜間之入口意象。通學道路口及親水步道

之連結為主要照明區域，配合高燈及低線燈營造安全舒

適的入口感受，整體景觀設計配置如圖 16所示。

圖 16   葫蘆墩圳掀蓋後整體景觀圖

用行為評估進行設計。在空間配置上強調特色

性、空間之轉變、亮點景觀之塑造，並輔以照

明配置，以活動區域切分出高照度之通道及廣

場；考量植栽生長及生態穩定，水生植栽區以

自然照度為基準。橋梁及水景落瀑以投射燈及

地燈營造出特色照明。豐源廣場區域燈光照明

主要以迎客廣場照明為主，水景落瀑配合頭色

燈光營造水圳層次、及川流之美感。童趣水樂

園之照明集中於通學步道及入口廣場區域，緩

坡之高程轉換區域也是照明重點，配以高照度

之高燈以保持梯階及橋下空間之舒適度。校門

意象配合校園內大門照明及廣場地燈之鋪面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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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葫蘆墩圳是所有豐原人生命中，最深刻的記憶，

它像一條母親河，串連起每個住在這個城市的人們 ∼

驕傲與感情，然因都市化造成都市圳路加蓋為停車

場，迄今已三十餘年，造成人們疏離，豐原自先民入

墾，一路發展都與葫蘆墩圳有關，如果能恢復親水空

間，搭配特色產業，就能發展觀光文化，將為豐原經

濟注入活水，臺中市政府於民國 102年提出將三豐路

至博愛街葫蘆墩圳開蓋，回復原有水岸生態景觀，但

因鄰近居民對於開蓋後相關配套措施仍存疑慮的情況

下，開蓋計畫暫時停滯，豐原需要翻轉契機，而鐵路

高架化後停車問題已有替代方案，結合 2018「臺中世

界花卉博覽會」活動，因此調整葫蘆墩圳第一期工程

三豐路至三民路（約 300公尺）進行「掀蓋」作業，

並確保葫蘆墩圳確保防洪排水之機能下，水利機能、

水域安全，維護水質、水量，並以原生植栽強化自然

生態品質，以水域掀蓋打造區域環境藍帶之美，並以

歷史文化做為再出發利基，重現親水空間，使糕餅、

漆器等傳統特色產業、文化進駐圳路兩岸，展現文化

老街面貌，使豐原重新崛起的文化城市，達成文化復

興、經濟重生目標。

為減輕降雨沖刷地表、建物所產生之逕流污染對

環境水體之衝擊，採降雨逕流非點源污染最佳管理技

術（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以 下 簡 稱 BMPs），

使開發完成之地區於降雨時所產生之降雨逕流污染獲

得控制，以削減非點源污染排放量，本工程採用透水

磚步道、生態草溝、植生過濾帶、雨水花園、透水混

凝土鋪面及雨撲滿，增加入滲面積，減緩初期保育逕

流，降低非點源污染。

經調查民眾意見與地方說明顯示，計畫考量 (1) 採

「行人安全性」為主要考量，調整近水步道自廣場及

橋梁下方穿越，維持步道連續性；(2) 三民路橋改建俾

利縮減梁深，可增加通洪斷面，調整附掛纜線，增加

護欄安全美化設施；(3) 配合百年學校，採「豐原國

小、圳路景觀整體性」、「圍籬低矮化、可透視設計」

與「圍籬裝飾具當地意涵」等三方面進行細部設計；

(4) 活動廣場提供鄰近居民親子休閒娛樂的地方，亦

可依不同時令、季節做廣場變化，可定期舉行市集、

街頭藝人表演或戶外鄰里活動空間，俾利帶動觀光人

潮，吸引住民親近葫蘆墩圳，重新連結土地與居民的

情感記憶，逐步落實海綿永續城市理念，打造水太多

時能吸納涵養水源、水太少時能多元永續供給水源、

且能讓生物宜居民眾親水的優質海綿城市（圖 17）— 

豐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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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豐原海綿城市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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