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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遊台江 

摘要 

    本文主要設計出一條綠道，可以提供居民、遊客休閒的地方，但是要成功

吸引遊客必須要知道綠道上的優缺點，我們不斷的透過學校、公部門、NGO 三

方面進行對話並實踐，將優點整合變成在地的特色，並且盡力改善缺點，可以

讓居民花一個早上或下午慢慢踏查欣賞台江，讓綠道變成一條具有永續性的生

態廊道。   

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台江是我們的故鄉，自小學就參與台江相關活動，比如種樹、淨堤、參與

社區踏查活動、關心廢棄漁塭、城西防風林等，師長教我們如何用自己的力量，

讓家鄉更美好。2017 年我們從台江走到玉山，目的建立一個步行綠道，可將海

邊至山區的人文、生態、歷史、特色連接起來。過程中我們帶著倡議旗，讓民

眾知道我們這群人為何而走？  

    那幾天，我們去拜訪當地原住民部落或學校，看到他們如何將自己特有的

文化轉變為行動、創意並介紹給我們，這讓我們非常感動，不禁聯想到其實我

們的家鄉｢台江」，它的生態與人文資源並不會輸給山區的原住民，自民國 98 年

更成立｢台江國家公園」，但大部份的民眾對台江國家公園的認知，僅局限在出

海口附近，比如搭船游台江綠色隧道、逛安平古堡附近小吃、看黑面琵鷺……

等，很可惜的，大家只看到台江的一小部份。這就好比當地原住民跟我們說：｢

許多人去逛我們的部落，都只願意花 1 小時來看我們跳舞與買買名產，然後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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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這就是我們生活的全部。」 

    回到故鄉後，我們很想讓大家認識不一樣的台江，它不是只有黑面琵鷺、

溼地、安平小吃。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即規劃出一條具有特色的台江綠道，將安

南區的台江人文、生態資源串聯起來，並且提倡利用｢步行」或｢騎腳踏車」的

方式｢慢遊」台江，如此才能真正體會台江的美。國際教育學者珍古德博士說過：

｢若你真的很想要一件事，你得準備好非常努力、善用機會，而最重要的是絕不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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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文獻探討 

一、綠道規劃相關研究 

在洪義翔，〈都市水岸的型塑-以高雄愛河整治為例〉提到對高雄愛河的河川治

理，一開始先匯集較常見的評估系統，一個工程，對於那個地方的生物棲息地

及生物會有甚麼影響?更考量水質的問題和汙染的程度及成因。所以很多東西皆

是千一髮而動全身，包含綠道樹木的死亡可能會連帶到整個食物鏈。 

   對於滯洪池它的功能包羅萬象，在枯水期時可以成為生態教學、保育與觀光

遊憩的景點公園，這邊可以應用在九份子濕地。在近年來高雄市政府更開始進

行景觀親水公園工程，更將原本水泥化的河道，改為自然河道形式，利用這樣

的生態工法技術，將原本受汙染的水質。 

    這篇論文利用問卷調查，發現 愛河之心步道的使用者以50歲以上的人口居

多，且在高達六種的交通方式，竟然是以【走路】為最多。是因為受訪者以當

地居民居多，更顯現出愛河之心為當地人平日休閒之處。利用這份問卷了解當

地人對愛河闢建前後的影響、環境概況、興建目的……。讓我們有一個參考設

計問卷的方式，調查當地居民的特色、喜好。 

二、觀光發展之研究 

1. 邱春英，〈台東縣池上鄉觀光發展之研究〉，從觀光行為、遊程設計兩大方

面去探討，分析當地觀光的優勢以及相關產業的發展，這對我們的研究非常有

幫助，首先我們得先考量大部分民眾來綠道玩所花的時間，去評估並規畫相關



4 
 

行程以及交通設備的動線。其次，要能找出吸引民眾的拉力，與民眾為何不來

的推力。 

2. 林玉婷，在〈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之研究〉討論到環境永續性、景觀

資源整合性、社區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是永續發展的最重要因素。用再

綠道也是合理的，比如要有一個乾淨的環境，舒服的空間才能長久吸引旅客的

到來，如再加上一個有特色的社區，更能吸引遠方的旅客來參觀。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首先綠道的範圍，起點為｢國安里」延著山海圳綠道往東行，終點為台灣

歷史博務館。這段路總長約 6.7 公里，步行約 2 個小時，非常適合民眾在花半天

的時間透過步行或騎單車｢慢遊台江」。 

    研究方法第一步，我們先運用 google 地圖瞭解地景及路段，其次，為了更

完整收集資料和進一步認識綠道週遭的生態及人文，我們多次踏查、用紙筆和

相機去紀錄。第三，設計問卷進一步了解民眾的想法，第四，我們利用每周四

中午的討論將這些資料整理起來並且和老師討論。第五，為了增加可行性、吸

收他人的優點，我們主動去借閱有關書籍，了解並思考書中方案和例子。最後，

利用機會邀請在地居民，發表我們的方案，並與公部門及台江流域學校的學生

們交流，修正方案並實施。 

研究流程: 

1.網路搜尋資料、地圖地景查詢→2.實際踏查→3.設計問卷→4.查閱書籍→5.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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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公部門、流域師生發表方案→6.修正方案→7.實施方案。 

                        肆、結果與討論 

一、踏查發現 

    要吸引民眾來綠道運動，我們必須要知道這條綠道的優缺點，以下是我們

初部調查發現： 

(一)優點 

1.生態豐富，接近出海口(九份子滯洪池路段)的河堤佈滿了的紅樹林，也吸引多

很多鳥類棲息。 

2.部分綠道旁的樹蔭較多，提供運動遊客乘涼，。 

3.旁邊有大廟，可提供遊客休息、上廁所拜拜的地方 

4. 路段旁具有在地特色的小吃攤位，如吳家豆花、蚵嗲、藍白屋冰；部份路段

有商圈(如安中路與安通路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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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點 

1. 部份路段仍有較多的狗大便，尤其以安通路二段最為嚴重。 

2. 越往上游，會出現越多的布袋蓮，因為是漲退潮的交接處，以安通路二段是

最髒的部分，沿途上去可看見有一整包的垃圾及死魚 

3. 工業區，常趁著晚上或是下大雨時，把廢水偷排進大圳裡，或上游肉品市場

丟棄豬身體、器官。 

4. 越往臺灣歷史博務館走樹越少，夏天時容易讓人中暑，也會減低民眾遊綠道

的意願。 

5. 缺少樹牌 綠道解說牌，綠道上許多樹種是沒有介紹牌的。 

6.部份草皮綠道已變成水泥鋪面。 

7.不友善的砍伐樹木，可能原因是路燈被茂盛的樹木擋住或是樹長太高弄毀高壓

電線。 

8.部份公共設備已損毀，如倚子、涼亭 

 



7 
 

 

二、問卷調查與口頭訪問 

以上是我們的初步調查，但仍容易忽略一些細節，所以我們開始設計問卷並口

頭訪問在地居民，期望能進一步瞭解綠道上的問題，我們利用假日時間發放問

卷，總計發出 151 份有效問卷並將結果整理於下： 

 

問題 回應 

1.請問您是安南區的居民嗎 

 
是：142 否：9 

2.是什麼因素吸引你來運動休閒 

(可復選) 

樹木多 

81 

衛生 

53 

觀查生態 

2 

風景漂亮 

73 

住旁邊 

112 

其它 

 

3.在綠道散步時，你有發現什麼問題 

(可復選) 

蚊子多 

98 

狗大便 

91 

河川汙染 

64 

樹木修剪 

121 

其它 

 

4.最常在一天的哪個時段出來綠道運動 

(可復選) 

8 點前 

97 

8 點-17 點 

61 

17 點以後 

12 

5.一週內通常來幾次綠道進行休閒活動 

 

3 次以內 

82 

3-7 次 

        62 

7 次以上 

7 

6.您期望綠道增設哪些設施 

(可復選) 

涼亭 

121 

樹牌 

92 

廁所 

138 

T-BIKE 

113 

其它 

 

7.您知道附近有哪些特色小吃 

 
 

8.如果舉辦綠道相關活動，您會參加嗎 

(如踏查、淨堤、慢跑……等) 

            會 

            138 

不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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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第一項調查我們可以知道 94%左右來綠道運動休閒都是居住在安南區附

近的居民，比較少外地遊客，當中我們遇到從外地遊客有 4 位，是從高雄茄定

來找朋友，其它來自於台南市北區。 

 

 

   第二，居民來此運動休閒的原因主要是住在綠道附近，利用早上或傍晚的時

間來運動，主因綠道為人車分離，居民能在比較不被干擾的情況下運動，並且

可以延途欣賞美麗的河川景色，但比較可惜的是在衛生方面，僅有 35%認同，

換句話說環境衛生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最讓人婉惜的是幾乎沒人遊客是因

為當地生態環境豐富而來，九份子滯洪池附近充滿了豐富的生態資源，不時飛

來覓食的水鳥、退潮後滿地的招潮蟹以及不時跳上水面的魚……等。 

    第三，綠道上的問題首推不當修減的樹木，有 80%的居民認為不妥，首先

是美觀的問題，樹木直接被砍頭只剩下底層的枝葉，第二會影響到樹木的正常

生長，使樹木營養不良與變形，如遇到颱風很容易就被吹斷，影響到居民的生

命安全。其次是蚊子多，佔 65%，尤其是到傍晚時情況特別嚴重，我們在踏查

的時候也發現路面不平整，或是廢棄輪胎與塑膠袋都會因下雨積水，造成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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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蚊，第三是狗大便問題，部份路段特別嚴重。 

 

    第四，大部份的居民選擇 8 點前來運動，主要原因是比較涼且太陽還不會

那麼強，而下午 5 點過後過後較少人的主因剛有提到為蚊子多，但如果樹木夠

多，相信民眾就可以較彈性的選擇運動時間，同時也可以提供鳥類、蟲類棲息。 

    第五，居民來綠道上運動的次數仍嫌不足，有 55%的居民每週來綠道少於 3

次。第六，綠道設施的增設，最多的民眾希望有公共廁所。的確，這麼長的綠

道旁竟然沒有半間公廁，如果居民或旅客來此遊玩一定會造成很多不方便。其

次居民希望能有較多的涼亭提供休息，也可坐著欣賞美麗的景色。最後是希望

有 T-BIKE 的設施，居民反應其實這不僅可以提供旅客使用，對我們當地居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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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方便，比如我們問到一個居民是從怡安果菜市場來運動，每天是用步行的方

式，但如果有便利的 T-BIKE 他可以到更遠的地方，就不用侷限在附近。 

    最後樹牌也蠻多民眾希望能設立，也都反應如果有樹牌，他們都為有意願

去觀察並且教導小孩這些樹木的名字和特性，這也是一場很棒的生態教育。 

    第七，關於在地小吃，我們尋問的結果，按照多至少的排名分別為：怡安

市場的滷味、北安路黃昏市場紅豆餅、海佃路上的小虎烤鴨(一鴨三吃)、國安里

的蝦仁飯、安通路上吳家豆花、安和路上的無名蔥油餅，這些都是在地居民常

買的小吃，但唯一的缺點是部份小吃店離綠道太遠，如果是用步行的方式，旅

客購買的意願降低。第八，92%的民眾對在綠道舉辦相關活動的態度表是肯定的。 

三、解決方案 

    1.宣傳綠道：我們發現綠道其實有很多優點沒有被民眾發現，更不用說是外

來客，所以我們利用各種方式來宣傳： 

(1)首先在學校我們利用社團及課餘的時間製作海報，貼於學校一樓川穿堂，並

且向學校端建議舉辦台江文化展覽，把以前珍貴的老照片或是風景攝影放於學

校穿堂，時間預定在今年 10 月中展出。 

(2)每年附近居民都會舉辦大型活動，比如台江音樂會，我們想利用此機會宣傳，

於是今年我們向主辦單位反應，沒想到主辦單位竟願意讓我們小小主持人，趁

機宣傳台江綠道，民眾也都有不錯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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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舉辦綠道相關活動 

    我們除了希望在地民眾來綠道運動，更希望外地客或來自遠方的朋友來欣

賞台江之美，和台江社區大學執行長討論完後，我們陸續規劃或參與下列活動 

(1)社區博物館日：今年總計舉辦兩次，我們設計一套台江專屬的大富翁以及九

宮格遊戲，多次與民眾透過遊戲，進一步的認識台江，可能是為了獎品，居民

的反應超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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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與芽國際交流：設計英文海報，把我們台江的特色介紹給外國朋友，並互

相分享環境保育的經驗，讓我們印象深刻。除了見到外國人的熱情外，也感受

到英文能力真的很重要，因為透過翻譯他們說看不懂我們設計的英文海報。 

 

 

(3)台江青春夜行：這是以往每年都會舉辦的活動，我們也都參與過 3 次以上，

但今年我們負責帶隊，向國小學弟妹解說沿途的風景、樹木……等，趁機宣傳

綠道。 

(4)水利青年營：主要成員為成功大學的學生與外國朋友，仍然還是需要用我們

最弱的英文跟他們介紹台江，不過還好有很多熱心的大學生幫忙翻譯，不然估

計外國朋友也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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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道公遊學行路：這活動也是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的活動，但今年我們額外的

任務就是要把我們學校的學生都拉過來，並且帶隊讓他們認識整個村莊的特色

店面以及舊時的玩具，比如碾米廠、豆花製作過程、鞋底的製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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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校內舉辦大規模的活動：包含請植物學家沈介文老師、在地歷史研究者吳茂

成老師，多次來學校分享經驗和知識，帶領學生觀察植物、認識在地文化、溪

圳的演變……等。 

 

(7)利用會考後的時間踏查台江：老師有說過每年學長姐在會考後都會經歷一段

沒有事做的時間，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時間與老師合力設計出踏查台江的相關課

程，課名叫做「畢業前的九堂課必修課」。 

 

3.解決綠道髒亂的問題： 

(1)向學校端建議：與學務主任溝通後，學務處同意同學可以借由打掃綠道獲得

志工時數，相信很多同學一開始是為了志工時數來打掃，但我們知道經過幾次

之後他們也會主動參與即使沒有志工時數，因為我們也是這樣，畢竟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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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從小成長的環境、我們的家鄉。 

(2)組成河川巡守隊：固定利用社團、放學時間觀察河川是否有被偷排廢水，如

果有異狀，會打 0800066666 協助通報。 

4.增設公共設施 

(1)T-BIKE：整個查詢安南區竟然只有一個點，就是史博館站，這樣就失去 T-BIKE

的優點，甲地借車乙地還是此設施最吸引遊客的地方，因為這樣就可以騎比較

遠的地方，不用再騎回來還，但安南區就僅有史博館站，代表遊客只會在史博

館附近遊玩，實在不可能會來到綠道上騎乘。  

    基於此，我們首先要在安南區規劃出適合的地點，使用率相對高的地點，

於是我先選擇大馬路旁，最好是有公車站的地方，和老師討論後我們初步規畫

出兩個站，第一個站為北安路與郡安路交叉口，第二個站為海佃路和海尾路交

叉口。主因這兩個交叉口都有公車站，方便外地客往來火車站，第二這些站附

近都有著名的名產或聚落，比如北安路段可以到達怡安市場、黃昏市場，海佃

路段可以到安南區發展較早的海尾聚落，裡面保存許多古厝、吃水崛……等在

地特色，而旁邊也有知名的小虎烤鴨。於是我們利用機會向代理市長李孟諺爭

取，如果評估可以，我們安南區就可以有更便捷的交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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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樹與建置樹牌：其實不僅綠道上兩旁樹木沒有樹牌，連我們學校的樹也沒

有，因為之前沒有製作過樹牌，所以想在學校內先嘗試，克服一些問題，包含

設計的格式、下雨天防水、不傷害樹木的問題，學校特別採購樹牌專用的彈簧，

避免妨礙樹木的生長；另外樹苗的培育我們請森林系沈介文老師教我們如何育

苗，目前植株已長到了 100 公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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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狗便清潔袋的製作：之前學長姐已有根政府反應過綠道上狗便的問題，所以

政府特別在綠道上設置狗便清潔袋，提供當地民眾遛狗使用，有不錯的效果，

但最近裡面的清潔袋已使用完畢並無補充，再考慮到環保議題，不能用再用塑

膠袋，於是我們打算自己做狗便清潔袋，首先我們先嘗試用大張考卷製作，但

使用時因材質與較大的關係，不方便使用，最後我們改用 A4 的紙張製作完成，

並放在狗便清潔站提供民眾使用。 

(5)向公部門反應：剩下部分我們學生無法處理的事項，如工業區廢水問題、水

泥鋪面太多、樹木因電線桿而被砍頭、椅子涼亭損毀、路面不平整引來的積水

與安全問題，只能求助於公部門或 NGO，將報告內容利用各大型活動的時間，

轉交給相關公部門處理或請台江文化促進會理事長翁裕民老師幫忙，目前有些

問題已獲得初步的改善。 



18 
 

 

伍、結論 

    我們的報告較少數字方面的統計與分析，而是偏向實際問題的解決與實

踐，雖然部分成果較難在短時間表現出來或是統計，但在這一年的努力，我們

已慢慢看到一些成果，首先每到假日我們都會看到大量的居民在九份子附近運

動；第二，今年五月政府已同意將我們規劃的綠道升格為國家級綠道；第三，

關於路面不平與水泥地路面太多，政府也已重新鋪面；第四，關於樹木擋到電

線桿而被過度修剪問題，政府已承諾要將綠道上的電線地下化；第五，我們有

越來越多的機會能到戶外上課，包含歷史、生物課程，明年 3 月亦規劃大型的

闖關路跑活動；第六，很多大學生(如台南大學、成功大學、全國童軍協會)都特

別過來觀賞河堤與淨堤活動；第七，河川比起以前乾淨多了，所以今年看到較

多人從事水上活動。 

    當然目前仍有上多問題仍未解決，比如河堤旁垃圾仍多、T-BIKE 尚未設立、

夏天蚊子仍然很多，但我們盡量想辦法解決，比如老師開始教我們培育防蚊草

或香茅，期望透過我們、公部門、NGO 合作，能在不久的將來打造一條知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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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綠色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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