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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 由於台灣都市高度發展，造成過多的不透水面積，不僅剝奪土壤

內微生物的生存空間，同時也減弱滋養植物的能力。使得環境失

去原有的保水功能及土壤涵養水分的能力，導致地表逕流量暴

增，造成都市洪水氾濫。這些造成氾濫的雨水，如果能夠善加利

用，便將可以轉為另外一種契機，因此，雨水花園（Rain Garden）

的概念就此應運而生。 雨水花園是一種以碗型（bowl-shaped）為

概念的花園形式，藉由下挖的方式以及種植多年生的原生植物，

來吸收不透水鋪面所帶來的雨水逕流，一般可運用在屋頂、停車

場、街道、公園等都市空間。透過雨水花園的設置，可有助於減

緩都市地表逕流以及減輕排水的負擔，達到解決都市洪水氾濫問

題的功能。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雨水花園應用於新莊地區之可行

性，首先藉由水循環、都市水環境、生態滯留、暴雨管理及雨水

花園等相關理論文獻蒐集。並透過相關案例資料收集，從設計構

想、滯留型式、植栽選種及土壤深度等項目，交叉比對建構出雨

水花園設計原則。再針對新莊地區進行相關環境資料疊圖分析，

了解何處屬於洪水氾濫問題嚴重區域，並對該區進行設計改善操

作。 本研究最後設計基地為新莊北區思賢公園及周邊街道和停車

場，整體設計以微調設計手法為主，將擬定之設計原則引入設計



操作基地，並針對植栽帶型式、排水設計、雨水花園植物配置、

公園雨水花園、街道雨水花園和停車場雨水花園等項目進行設計

改善。 經由上述研究與設計，本研究所得結果如下:1.都市空間雨

水花園之植物選擇建議；2.都市空間雨水花園設計原則；3.雨水花

園應用於都市空間的啟發。雨水花園強調讓水回歸到自然入滲的

思維上，唯有將都市中現有的綠帶空間創造更多的自然循環，才

能有效改善都市水環境的現況。 

摘要(英) Rain garden is a bowl-shaped constructed garden with wet land perennials 

growing in the garden, which can retain the rainwater and surface runoff, ac

t as the filter of the rainwater, and can also improve the aesthetic value. The 

highly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of a city cause more impervious land 

cover, which not only decrease the water conservation of the soil, but also i

ncrease the surface runoff and cause the flooding of the city. In order to sol

ve such problems, the surface runoff needs to be retained while it is raining. 

Therefore, the rain garden is considered a good way to decrease the instant 

heavy surface runoff by retaining the rainwater, and also provide a beautiful 

garden at the same time. Moreover, rain garden provides ecosystem service

s for the benefit of people and city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area is at Xin

-zhuang District which has the worst flooding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li

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studies, the minimum adjusting approach concept 

was used in this research to design the urban spaces such as parking lot, pla

za, and sidewalks We summarized three conclusions after design project. Fi

rst, advising the plant selection for rain gardens in the urban space. Second, 

proposing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rain garden in urban spaces. Three, desig

ning the rain garden project in the urban space. Rain garden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improve the ecosystem in the city. This resear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urban design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aipe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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