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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隨著都市化的進步，對環境的保護需求也日益增加。瓦磘溝是條處在中永和交界的河

川，很容易被居民們忽略，我們上了有關瓦磘溝環境議題的課程，讓我們更想深入了解這

條河川，並透過自己的一份力量，讓它能有些許的改變。很少實地探訪的我們都忽略了我

們需要更關心的議題應該是對環境的改造和保護。我們相信，環境的好壞對於人們的居住

品質以及都市的發展都是不可小覷的。而我們就是那些人們，環境的好與壞，是我們可以

去改變的！我們透過參與式計畫的方式來執行是因為我們認為直接投入參與會讓我們清楚

的看見問題並且帶給我們更多的啟示。 

 

   二、研究目的 

 

       在時間洪流的沖刷下，瓦磘溝的昔日景觀已不復見，但地區過去的發展故事是如此動

人，因此，我們希望能夠讓周圍居民重新正視這條河川，促進居民共同參與，讓這個社區

變得更美好並讓居民知道河川的外表雖無異樣，但水質可能已被破壞。需長期注意政府對

於環境保育行為及政策的態度是否正確，更希望不只瓦磘溝附近的居民注意到環境的問

題，慢慢的讓這份保護環境的熱忱擴散開來，積沙成塔每份力量都是無限的可能。因此，

決定本研究目的為以下三項： 

（一）探討高中生以參與式計畫投入社區參與及營造的方法。 

（二）分析瓦磘溝參與式計畫有那些社區發展的資源能共同投入。 

（三）探討高中生以參與式計畫投入社區參與和營造的成效。 

 

三、研究方法 

 

我們透過文獻探討法、實地考察法、社區訪談及問卷調查法來完成此篇論文。透過研

讀文獻資料、到瓦磘溝沿岸觀察、與師長、店家及里長討論規劃活動的內容，並藉由問卷

結果及質性回饋意見來分析活動的成效。 

 

四、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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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瓦磘溝的環境概況與議題 

 

（一）瓦磘溝的今昔環境 

 

瓦磘溝由北起潭墘（今日復興美工）的北支流，以及南起尖山（今日秀朗橋附近）的

南支流匯聚而成，流經中永和地區，最後在新瓦磘溝抽水站流入新店溪，全長約 5 公里，

流域面積約 5 平方公里，僅屬於三級河的小型河川（林文生，2018）。瓦磘溝在不同時期

的命名有所不同，瓦磘溝以前又名為潭墘溝，「墘」是邊，而「溝」是盆地內的小水溝，

戰後改名為瓦磘溝，因昔日中和瓦磘里地區曾設磘燒製磚瓦而得名，而且瓦磘溝在早期主

要是負責排水，也常用來運送物資，下游還有渡口可以停泊通行小船（許明正等，2014）。

如今，因為都市化而使水量減少的瓦磘溝，已失去昔日航運及農業排水的功能，再加上汙

染的排入讓河道更顯髒汙，以及為了降低洪患風險，政府也將其整治成水泥排水溝，產生

的生態及環境破壞是不可被忽略，以上這些變化，都使得瓦磘溝漸漸被住戶忽視與遺忘。 

 
圖二：瓦磘溝流域古今地景變遷疊圖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以臺灣百年歷史地圖平台繪製） 

        

（二）瓦磘溝的環境議題  

 

要改善瓦磘溝環境惡化的情況，就需要具體了解當前瓦磘溝所面臨的問題，再來構想

可能的解決方案，根據文獻回顧及本研究實地探查，我們發現瓦磘溝目前環境議題如下： 

1.水質汙染：因為瓦磘溝流域面積小、流量小且水源不足，再加上家戶及市場污水

直接排入、民眾將垃圾倒入形成污染。根據徐曼綾（2010）水質調查研究，顯示瓦

磘溝的水質因為整治工程而變好，但仍屬於輕度污染。而本研究在 2018 年進行實地

探查後，也發現河水還是屬於汙濁狀態，也有許多的垃圾漂浮在水面上，部分河段

甚至可聞到異味（如圖三）。 

2.水源不足：因流域內都市化明顯，失去舊時農田排水的主要供應，柏油路面形成

不透水層阻礙水源下滲補充，下水道管線的接管也減少水源排入，使瓦磘溝水量明

顯下降，連帶造成汙染狀態更加嚴重（如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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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居民的關係遠離：目前功能主要為排廢水及防洪，河岸多以植栽、護欄或水泥

牆隔絕，河濱也充滿雜草、碎石、垃圾，多數人視它為髒臭的大水溝，在生活中多

是路過而沒有多加關心和了解的意願。 

  

圖三：中游的雙江口水質汙染 圖四：北支流源頭水源不足 

二、社區參與、社區營造與參與式計畫 

 

(一)社區參與的內涵 

 

社區參與是指藉由參與社區活動，來表達對社區事務的關切，目標是在增進社區的

福祉，還有提升社區經濟，透過居民的投入和付出，也能激發居民對社區的認同（詹火

生、黃源協、陳小紅等，2014）。社區參與的主體，最重要的參與者為一般居民或由居

民組成的各種團體，有時也常會有專業人士或社教機構的加入。林研君（2002）將社區

參與的主體分為以下對象： 

1.社區民眾：最根本的參與者，但通常以少數積極的熱心人士為重要參與者。 

2.非營利組織：以公共利益為目標，例如志工組織等。 

3.專業人士：實務界及學術界的專業人士，例如景觀設計師、文化工作者、規劃團隊。 

4.社教機構：許多社教機構扮演積極參與角色，例如圖書館、公益基金會。 

  

展開社區參與可分為以下步驟：(1)問題產生、(2)尋求解決方法、(3)成立組織、(4)熱

心人士參與推動。前兩項是啟動與凝聚居民開始社區參與的契機，而後兩項則是讓社區

參與有長期效益及影響力的關鍵，才不會讓社區參與因問題解決就終止（劉慧月、李長

河，2013）。瓦磘溝參與式計畫，即是以「解決社區議題－瓦磘溝的汙染」為目標，以

永平學生團隊及指導教師為核心組織，再擴大串連社區民眾與組織、專業人士等，透過

設計瓦磘溝環境教育活動，號召大家一起關心社區環境議題，期盼能夠帶動社區參與。 

 

(二)社區營造與參與式計畫的內涵 

             

社區營造是根據社區特色，從不同角度切入，帶動其他項目，逐漸整合成一個總體的

營造計畫，包含社區的硬體建設及軟體經營，藉由社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

使社區的空間美化、生活品質提升、文化產業經濟再復甦等（陳亮全，2000）。社區營造

主要是希望「由下而上」的決策和行動。政府的規劃專業及當地居民的需求，要如何達到

平衡，一直都是都市更新與社區營造的首要問題，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社區希望自主改善

環境及規劃未來，由社區提出一個完整的計畫流程後，再由政府編列預算與輔導執行，這

種社區參與模式跳脫以往在政府專業化塑造出來的規格（陳天馨，2011），大家也更願意

一起參與讓社區走向美好的未來（王光旭、黃怡臻，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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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瓦磘溝參與式計畫，由新北市教育局新住民科提供的參與式預算執行，在地

學生透過觀察與了解社區環境特色及議題，再讓小組創意提案改善社區環境的計畫，最終

優勝的組別運用政府提供的 5 萬元圓夢金，在半年的時間內將提案實踐完成。雖然這個計

畫只是社區營造中的一個小項目，無法馬上帶動整個社區的總體營造，但具有社區營造

「由下而上」發掘問題、提案解決、計畫執行的特色，希望能提升社區意識，促進未來更

好的社區生活品質。 

 

(三)社區發展資源 

社區營造不是個人就能獨力完成的，需要運用許多社區資源共同投入，才能達成社區

總體的發展。社區資源是指社區內可以動員，並有助於完成社區目標的一切力量，包含有

形的物質資源及無形的精神資源（陳素珍，2012），大致可分為五大類： 

1.人力：志工、社區人士、專門職業人員等各類人士的知識、技能、經驗。 

2.物力：自然資源、人文資源、公共設施、場地、企業或商店等能提供教育所用的資源。 

3.財力：政府機構、民間單位、企業或者個人的金錢挹注。 

4.組織：社區機構、組織團體所提供之協助單位或服務。 

5.關係：透過人際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資源。 

 

三、瓦磘溝參與式計畫 

 

（一）計畫規劃歷程與執行成果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能夠喚醒瓦磘溝附近居民的社區意識，讓他們對瓦磘溝有更多關心、

更深入認識，並瞭解到環境保護的重要。參考劉慧月、李長河（2013）的社區參與步驟，

進行瓦磘溝參與式計畫的內容規劃，如下表整理： 

 

表一：瓦磘溝參與式計畫的社區參與執行流程 

階段 步驟 方式 說明 

準備

規劃

期 

問題

產生 

進行社區

實察 

實地考察更能夠體察到它目前所面臨的環境問題。小組討論

後，我們決定以「瓦磘溝的汙染與被忽視」作為核心問題。 

尋求

解方 

多種增能

培訓課程 

為提升問題解決能力，我們上了許多專業課程，如環境議題、

社區溝通等。最終決定以「提升居民對瓦磘溝的關心與瞭解」

作為解決方法，我們構思一個有趣的瓦磘溝巡禮集點遊戲。 

     
     瓦磘溝流域考察課程              專業人士到校指導              小組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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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拜訪

期 

社區

溝通 

拜訪里長

及店家 

第一次社區溝通走訪，我們詢問里長、店家及居民對此集點活

動的想法，在廣納意見及不斷討論後讓計畫架構逐漸成形。 

邀請

參與 

第二次拜

訪里長及

店家 

集點活動設計完成後，我們邀請瓦磘溝附近四間人氣店家成為

集點關卡，讓民眾透過店內展板及路過的河景，對瓦磘溝有更

深的認識。我們也請里長協助宣傳讓里民一同踴躍參與。 

   
     社區走訪行前討論                    拜訪里長會談                      拜訪店家商談 

集點

成果

期 

活動

籌辦 

集點卡、

展板、文

創品設計 

為了增加集點活動吸引力，讓參與者能走訪整個瓦磘溝流域，

集點規則設計為：活動期間到夥伴店家消費並看完展板介紹，

可獲得 1 枚貼紙，集滿 4 點或 2 點以上，可兌換我們精心設計

的瓦磘溝文創禮品。文創品選擇實用的杯墊和束口袋，並以瓦

磘溝沿岸能夠見到的動物作為造型。 

執行

與成

果 

活動集點

期、兌獎

與成發日 

居民對於我們的活動都相當喜愛與支持，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家人，他們完整收集四張集點貼紙並詳細觀看展板，充滿

喜悅來到會場兌換贈品。 

 
         本團隊設計的禮品               到社區公園向民眾宣傳        來校兌獎的居民一家 

 

（二）瓦磘溝的社區發展資源 

 

在社區營造的過程中，了解社區內擁有的發展資源很重要，才能妥善組織安排，提

升社區營造的動能與影響範圍。瓦磘溝的周遭有許多願意為了這條河川而參與其中的居

民們，例如在走訪時居民便是我們認識環境故事的老師，陳天馨（2011）在社區參與的

方式中提出一種方式「關鍵接觸（key contacts）」，在對社區人事物還不熟悉時，最簡

單的方式就是和社區中關鍵的重要人物作接觸，因此，我們在初次社區走訪時就前往拜

訪里長，透過里長的幫助使我們更有效率認識當地環境。我們也拜訪了許多瓦磘溝流域

附近的店家，他們與居民往來關係密切，能夠成為我們與居民聯繫的社區擴散點。另外

像是永和社區大學、瓦磘溝願景促進聯盟、經典工程顧問公司等專業組織，對於改善瓦

磘溝或其他專門領域有豐富經驗的老師們，快速帶領我們認識環境並提升專業技巧能力。 



 

                   為瓦磘「溝」勒出美麗色彩，高中生投入社區參與和營造之研究－以參與式計畫為例 

 

 

6 

 

許多成功的壯舉背後，往往都會有著最支持他們的人群，有著眾人的同心協力，未

來的光景才能提早實現，我們參考陳素珍（2012）、林妍君（2002）的社區資源分類，

將曾經幫助過我們，並在未來能持續協助推動瓦磘溝社區發展的社區資源整理如下表： 

 

表二：瓦磘溝參與式計畫運用的相關社區資源 

類別 名稱 對本研究提供的支援 

人

力 

社區民眾 活動參與及兌獎民眾 活動參與的主體，了解民眾對瓦磘溝的看

法與其對活動的熱情參與。 

專業人士 後溪里莊銘淵里長、指導老

師、研習講師 

提供計畫規劃的大方向，以及如何運用周

遭資源串連整個活動。 

物

力 

自然與人文

資源 

瓦磘溝沿線景點（雙叉港、

尖山、民族公園、823 紀念

公園等等） 

這些地方早期景象與現在截然不同，但透

過古今對比能了解其中的因果關係，提升

民眾的社區及環境意識。 

設施場地 永平高中、樂活共生基地 不必為了尋找場地而困擾，鄰近居民住宅

區的場地更能吸引居民前來參加。 

企業或商店 經典工程顧問公司、店家

（福茂西餅、亂炒、熊の窩

早午餐、 攪・拌 BAKING ) 

聆聽我們的活動企劃，依據其在社區與居

民互動的經驗給予建議，並幫助我們向宣

傳社區居民與執行活動。 

財

力 

經費預算 新北市教育局新住民科 提供參與式計畫預算及相關規則指引，讓

我們有資金執行並知道該如何規劃。 

組

織 

非營利組織 瓦磘溝願景促進聯盟 

瓦磘溝願景社 

提供他們在瓦磘溝的經營經驗與資源，並

分享想法及未來藍圖給我們參考。 

社教機構 永和社區大學、Google 華人

講師中心 

專業講師協助增能培訓，帶領我們認識雙

和環境、學習企劃技巧與文創設計、學習

Google 線上工具運用及 VR。 

關

係 

人際網絡 里長的 Line 里民粉絲團 能在第一時間得知居民的想法意見，也方

便進行活動宣傳，以及熱絡的聯繫。 

 

（三）社區參與者回饋問卷的量化分析 

 

為了能瞭解活動運作的成效及參與者的回饋，本研究採用 Google Form 設計線上問卷

表單，當社區民眾完成集點活動前來兌換獎品時，我們會先請他填寫完成回饋問卷，再進

行獎品兌換。問卷設計目的主要希望能瞭解活動參與者的來源、對本次活動規劃和運作的

意見，以及對於促進民眾認識瓦磘溝的成效，作為之後持續精進活動規劃的參考，問卷內

容分為四大題，共有 10 小題，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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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活動參與兌獎者的回饋問卷設計 

大題 小題 題目 題型 

一、基本

資訊 

1 您的身分？ 單選題 

2 您從哪裡得知此活動訊息？ 複選題 

3 您拜訪過集點手冊中的哪些點位？ 複選題 

二、活動

規劃設計 

4 運用集點活動促進大家認識瓦磘溝的活動方式，您

覺得？ 

五分量表 

5 關於集點店家的選擇(鄰近瓦磘溝的早餐店、快炒

店、西餅店、中式糕餅店等)，您認為合適嗎？ 

五分量表 

6 對於兌換獎品的方式（平日到校兌換、舉辦假日活

動），您覺得滿意嗎？ 

五分量表 

三、文宣

產品設計 

7 對於這次活動所使用的文宣品，您感到滿意的項目

有哪些？ 

複選題 

四、綜合

回饋 

8 是否有因為本活動而更瞭解瓦磘溝？ 五分量表 

9 是否有因為本活動而對瓦磘溝更感興趣？ 五分量表 

10 其他任何想給我們的感想、建議與鼓勵？ 開放式問答題 

 

集點活動順利結束後，完成兌獎並填寫問卷的民眾共有 39 人，本研究將問卷內容進

行統計分析，結果如圖十四到圖十九所示，從分析成果中，我們獲得以下結論： 

1.兌獎者來源：將近九成屬於永和區附近的社區居民，包含 51.3%社區居民、35.9%永平

學生。表示本活動的設計與執行有成功吸引我們希望影響的目標對象。 

2.對集點活動的滿意度：全部票數均落在 3 分以上的滿意度，其中有 79.5%非常滿意。

表示有近八成的參與者喜歡我們透過集點活動讓大家認識瓦磘溝的方式，並且對相關的

活動設計感到滿意。 

3.對點位安排的滿意度：全部票數均落在 3 分以上的滿意度，其中有 79.5%非常滿意。

表示有近八成的參與者喜歡我們選擇的瓦磘溝特色點位，以及滿意我們在點位展板上所

簡介的內容。 

4.喜歡的文宣及文創品：在我們設計的四種文宣品當中做複選，以活動贈品 74.4%和簡

介展板 71.8%最受參與者喜愛，集點貼紙 43.6%和活動手冊 46.2%則相對較低。表示瓦磘

溝生態小動物杯墊及瓦磘溝特色點位簡介展板的設計風格較受大眾喜愛，而貼紙和手冊

的設計在未來能夠再更加精緻。 

5.是否因本活動更瞭解瓦磘溝：全部票數均落在 3 分以上的滿意度，其中有 74.4%非常

滿意。表示本活動透過參與者自行閱讀點位簡介展板、現場觀察瓦磘溝環境或聆聽學生

的解說推廣，能夠提升多數民眾對瓦磘溝的認識。 

6.是否因本活動對瓦磘溝更有興趣：全部票數均落在 3 分以上的滿意度，其中有 76.9%

非常滿意。表示藉由本活動的引導與學生推廣，能夠啟發多數民眾因為對瓦磘溝多一點

認識，而對瓦磘溝這個議題產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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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兌獎者的來源 圖十五：對集點活動的滿意度 

  

圖十六：對點位安排的滿意度 圖十七：覺得喜歡的文宣及文創品(複選) 

  

圖十八：是否因本活動更瞭解瓦磘溝 圖十九：是否因本活動對瓦磘溝更有興趣 

   

（三）社區參與者的質性回饋分析 

 

在質性回饋部分，包含兌獎人問卷中的最後一題開放式問答題，因為屬於選答題型，

總共收到八條回覆，以及與我們合作執行集點活動的社區店家，也以 Google Form 線上問

卷及 Line 簡易問答來收集意見，前述兩種類型的質性回饋，總共收集到以下資訊： 

表四：活動參與者的質性回饋 

類型 方式 題目 回覆 

活動

參與

民眾 

兌獎

問卷

問答

題 

其他任何想給

我們的感想、

建議與鼓勵？ 

(1)這活動讓我第一次知道瓦窯溝的流路及分佈，非常有趣。

可以利用其他的宣傳方式，讓更多人知道這次活動喔～ 

(2)高中生可以辦活動辦的如此盛大真是不簡單! 

(3)辛苦辦活動的同學啦，維護環境，加油 

(4)知道永平之前的學生有來淨溝。希望支持政府不要過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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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保護永和環境，不要三面光！ 

(5)謝謝你們假日來宣傳 

(6)表現很好，太陽花的潛力，能有這種精神很好! 

(7)宣傳可更多元 

(8)讚! 很棒! 😍😘😊😄 

表五：活動參與店家的質性回饋 

類型 方式 題目 回覆 

活動

參與

店家 

Line

問答

題 

請問您為什麼願意幫助我們完成這

次計畫？ 

讓大家了解瓦磘溝的文化並且是由學生

們規劃完成 

擺放在店內的手冊及展版在活動進

行期間有吸引店內客人觀看嗎？ 

看板比較吸引顧客觀看，手冊顧客比較

少觀看，可用些插圖比較吸引顧客觀看 

對於這次計畫有什麼要建議或鼓勵

我們的嗎？ 

你們很棒，未來能再加油，多學習多了

解 

表六：活動參與店家的問卷回饋 

類型 方式 題目 回覆 

活動

參與

店家 

店家

線上

問卷 

對於拜訪時的態度是否感到滿意 5 分 

是否願意再與我們合作參與活動？ 是 

運用集點活動促進大家認識瓦磘溝的活動方式，您覺得？ 4 分 

對於兌換獎品的方式，您覺得？ 4 分 

對於這次活動所使用的文宣品，您感到滿意的項目有哪些？  展板、手冊 

是否因為本活動而更瞭解瓦磘溝？ 是 

是否因為本活動對瓦磘溝更感興趣 是 

其他任何想給我們的感想、建議與鼓勵？ 很棒 

 

參、結論 

 

一、高中生能以創意提案與提案實踐的方式，進行參與式計畫，投入社區參與及營造 

 

我們分別從互動觀察及問卷數據來分析，發現附近居民和隨機採訪的對象，都對學生

提出的參與式計畫的創意表現，以及由學生自主關心社區環境及發展感到感動。也因為有

這次的活動，讓我們了解何謂參與式計畫，如何規劃執行、如何以有創意的方式，吸引更

多民眾投入社區參與計畫，讓我們在生活中對瓦磘溝及社區環境更加關心，也因為成功完

成本次計畫而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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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瓦磘溝周邊具有的社區資源，包含社區人力、物力、財力、組織、關係等能共同投入 

 

 瓦磘溝周邊有許多豐富的社區資源，像是人力部分，居民、店家和里長都很親切且願

意幫忙，帶領我們認識當地環境；在專業人士部分，例如地方文史、社區營造等專家給予

我們指導；在物力部分，瓦磘溝周邊特色景點在在地專家的細心經營下，已有豐富的資源

可用於未來發展；財力部分，本次主要由新北市教育局新民科支應，其他還有瓦磘溝願景

促進聯盟、經典工程等，都願意提供經費贊助；組織部分，有不少具有熱忱及專業知識的

團體共同參與；關係部分，有里長細心經營的里民群組能與社區居民有更緊密的關係。 

 

三、參與式計畫提升參與民眾對瓦磘溝的認識及興趣，也讓學生產生學習與成長 

 

在分析大家的回饋問卷與意見後，發現有許多參與者因為這次活動對瓦磘溝更加認識

與感興趣，這讓我們知道，原來高中生的小小力量，也能對社區民眾產生影響。此外，在

執行完整個參與式計畫後，過程中學習到許多經驗，例如時間規劃、與民眾溝通、設計文

創品等，也感受到在各方面的能力有所成長。關於未來再舉辦參與式計畫的建議，居民或

店家的回饋意見以及我們自身的感想，例如建議活動的宣傳期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管道、擴

大活動規模來提升影響力、並且要持續辦理活動才能增加其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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