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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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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全流域治理的老街溪計畫： 

生態美學下的老街溪流域整治之一環 
GOAL：生態多樣化景觀、特色親水綠帶、水岸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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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背景 

區位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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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背景 

老街溪河川整治及水理計畫(本區段)： 

RIVER：河防安全、生態景觀單調、中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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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背景 

老街溪河川生態及水質環境(本區段)： 

RIVER ：河防安全、生態景觀單調、中度污染 

領航南橋(往北) 公園橋(往北) 洽溪橋(往南) 

領航北橋(往南) 老街溪橋(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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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背景 

老街溪河川生態及水質環境(本區段)： 

RIVER ：河防安全、生態景觀單調、中度污染 

夜鷺 小白鷺 白鶺鴒 

東方黃鶺鴒 大白鷺 埃及聖䴉 

中度污染指標魚種：鯽魚、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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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背景 

老街溪周邊公園綠地特色： 

「青塘園」 
陂塘新生工程
示範點 

桃園市立 
美術館預定地 

公11 
水圳新生工程
示範點 

公4(右) 
青埔慢速
壘球場 

GREEN：文化.陂塘水圳教育.運動特色 

公12.13「青塘園」 

兒10 公4 

桃園市立美術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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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背景 

老街溪周邊自行車道規劃： 

1. 「中壢市區-高鐵站區通勤自行車道」 

2. 「桃園-青埔高鐵站自行車道」  

3. 「老街溪水岸自行車道」計畫 

BIKEWAY：串連+升級 

中壢市區-高鐵站區通勤自行車道 
使用1.5M人行道/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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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背景 

老街溪周邊自行車道及人行道現況： 
1. 溪側道路人行道
或自行車道為主。 

2. 大多不臨近水岸。 

3. 自行車道/人行
道寬度大部份為
1.5M或以下。 

洽溪路 

永興路 

致善路二段 

文發路 

永春路 

致善路一段 



二、計畫議題 
Q1.計畫河道斷面之安全性、生態性與水質污染： 

Q2.自行車/人行道寬度.遮陰不足及親水賞景性不佳 

Q3.河岸景觀遊憩及周邊公園綠地串連不足： 

Q4.河岸景觀遊憩特色及吸引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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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街溪河段拓寬及河道整理，
河床變得均一平坦，使得原本
河道內的潭瀨結構棲地消失。 

2. 水質中度污染更降低水域生態
多樣性。 

Q1.計畫河道斷面之安全性、生態性與水質污染： 

計畫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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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行車道/人行道共用寬度應
2.5m以上為宜，最小2.0m。
(現況均不足) 

2. 親水賞景性不佳。 

3. 整體自行車/人行道路網設施
及休憩賞景設施不足。 

Q2.自行車/人行道寬度.遮陰不足及親水賞景性不佳 

計畫議題 

文發路側1.5M人行兼自行車道 
(領航南路至公園路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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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河岸景觀遊憩及周邊公園綠地串連不足： 

計畫議題 

教育.運動 

 

水圳.文化 

 

生態.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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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河岸景觀遊憩特色及吸引力不足： 

計畫議題 

「青塘園
陂
示範

桃園
美術館預定

公
水
示範

公
青埔慢速
壘球場

領航南橋(往北) 領航北橋(往南) 

兒10(洽溪橋入口) 



三、計畫執行構想 
1. 河域潭瀨之河川生態復育 

2. 水岸自行車道--寬度.遮陰及賞景性 

3. 河岸景觀遊憩設施及周邊公園綠地串連 

4. 河岸景觀遊憩設施特色藝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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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域潭瀨之河川生態復育 

執行構想 

砌石水制工
(砌石丁壩) 
基腳保護工 

拱形帶狀
鋪石 

全斷面自然
式魚道 

圖例： 

銜接線 

銜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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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域潭瀨形態規劃設計 

執行構想 

1. 河域潭瀨之河川生態復育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9 

全斷面自然式魚道(斷面29-1：跌水工) 

執行構想 

日本福岡縣岩岳川施作的全斷面自然式魚道示意圖 

抵抗跌水工下游水流衝擊，提供魚類 
溯流階道 

1. 河域潭瀨之河川生態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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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形帶狀鋪石 

執行構想 

拱形帶狀鋪石 
資料來源：民國104年，田脇康信著 ，楊佳寧等譯，菊池川水系合志川における九州北部豪雨対応について

～多自然川づくりによる課題解決～ 

設於潭瀨週期水路河床的至高點，創造瀨區低水流，有增加河
川含氧量及降低流速之功能 

1. 河域潭瀨之河川生態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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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構想 

濕地/砌石丁壩解說棧台 
(與丹尼爾平台共構) 親水解說步道 砌石丁壩 增加河岸植栽 

1. 河域潭瀨之河川生態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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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岸自行車道--寬度.遮陰及賞景性 

執行構想 

無
濱
河 
休
憩
道 

近
河
處
有
道
路
人
行
道
‘ 

設2.5M 
自行車/人行共用道 

1.設2.5M 
自行車/人行共用道 
2.考量增設2~2.5M 
自行車/人行共用道 
與1.5M人行道分列共用 

獨立於護岸上設2.5M 
自行車/人行共用道 

現有人行道 

原則1：自行車道設置於近河之高灘地/堤岸區 + 加強堤岸植栽 
原則2：設置賞景台 +遮陰亭之立體化設施(五座立體.四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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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岸自行車道--寬度.遮陰及賞景性 

執行構想 

原則1：自行車道設置於近河之高灘地/堤岸區 + 加強堤岸植栽 
原則2：設置賞景台 +遮陰亭之立體化設施(五座立體.四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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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岸自行車道--寬度.遮陰及賞景性 

執行構想 

原則1：自行車道設置於近河之高灘地/堤岸區 + 加強堤岸植栽 
原則2：設置賞景台 +遮陰亭之立體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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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岸景觀遊憩設施及周邊公園綠地串連 

執行構想 

1.最北端二處(公4.兒10)更新建設 
2.公11.公9加強主題及串連 

公4—壘球公園 

兒10—星空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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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岸景觀遊憩設施及周邊公園綠地串連 

執行構想 

1.最北端二處(公4.兒10)更新建設 
2.公11.公9加強主題及串連 

公11—入口加強水岸景觀自行車道串連 
             並呼應兒10(星空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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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構想 

賞景解說設置原則1：河相、濕地及生態解說 
賞景解說設置原則2：特殊賞景點解說(水圳與河川) 

魚道解說平台 人口廣場 

2.5M新設自行車/人行共用道 水圳史說道 

兒10(星空公園)—領航北路入口+水岸景觀自行車道 

3. 河岸景觀遊憩設施及周邊公園綠地串連 
1.最北端二處(公4.兒10)更新建設 
2.公11.公9加強主題及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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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岸景觀遊憩設施特色藝術化(以周邊特色為主題) 

執行構想 

鳥(白鷺絲) 

運動(壘球) 

運動(星空) 

昆蟲(蝴蝶) 

植物(花) 

鳥(白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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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岸景觀遊憩設施特色藝術化(以周邊特色為主題) 

執行構想 

運動(壘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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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岸景觀遊憩設施特色藝術化(以周邊特色為主題) 

執行構想 

運動(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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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岸景觀遊憩設施特色藝術化(以周邊特色為主題) 

執行構想 

植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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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岸景觀遊憩設施特色藝術化(以周邊特色為主題) 

執行構想 

植物(花) 
昆蟲(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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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岸景觀遊憩設施特色藝術化(以周邊特色為主題) 

執行構想 

植物(花) 
昆蟲(蝴蝶) 

鳥(白鷺絲) 



謝謝聆聽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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