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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與目標 

本計畫『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是台灣在城鄉規劃實務操作上

具有示範及引導性的機關，在面對如何進行生態城鄉規劃觀念與技術升級探討的

一項重要委託研究。這顯然是對於當前全球性城鄉發展趨勢以及重要課題的積極

回應。1992 年所揭櫫的「環境憲章」Agenda 21，在城鄉發展的理論範疇與實際

經驗中，帶來了全新的視野，也開展了全新的向度。這股新興的趨勢，不僅在城

鄉發展的模式與動力結構上帶來了顛覆性的成果，在空間發展與品質管理上，也

表現了與過往完全不同的新內容和標準。 

台灣城鄉發展在追求國際接軌上，特別是對於當前生態城市與綠色建築的運

動，一直積極的由中央政府主導，透過各種法令的制訂與行動的研擬，來回應這

股潮流。營建署與建築研究所自 2001 年共同辦理「綠建築推動方案」，並於 2005

年將綠建築納入建築技術規則。2008 年起，為擴大生態城市與綠建築推動成效，

政府研擬「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將生態城市納入未來 4 年重點推動工作，

目前由營建署所委託進行研究中的「生態城市都市設計操作手冊之研究」便是在

這波推動工作的重要起步。生態城鄉發展之相關計畫中，有關空間環境發展與品

質管理之課題，則有賴於新的規劃觀念與技術來進一步支撐。因此符合生態城鄉

概念之都市規劃模式、範疇與相關設計之準則，則成為重要之課題。 

一、 生態城鄉發展趨勢下當前都市規劃專業的課題與挑戰 

（一） 生態城市發展的現況與趨勢—回歸都市空間品質的訴求 

談到「生態城市」當然要回到整個永續發展的議題上，永續發展之生態

城市規劃是當前在都市、建築與空間規劃專業論述上的熱門話題。其重要性

並不僅是這個課題新穎，也不僅是因為它扣合著全球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歷史

時勢。更重要的是，透過相關生態城市論述的發展，都市與環境專業規劃在

內涵上有了根本性的改變。這些改變會影響到人類營造行為、規劃方式、政

策擬定，甚至也會影響到人類關心環境品質的議題，亦是當前人類在集居環

境上最挑戰與最具創意的課題。 

「生態城市」的發展，毫無疑問與 1992 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可持續發展環

境宣言的訴求有關，同時頒佈了人類環境發展的 Agenda 21，具體提出了人類

必須追求永續發展的行動建議。環境高峰會後，聯合國與相關組織進一步推

動以地方行動為訴求的 Local Agenda 21，號召全世界各國提供機會給地方民

眾用自己的條件和文化追求永續發展經驗的積累，全方位開啟了永續生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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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營造的行動，鼓勵以在地的文化經驗、地方承載的條件來追求永續經驗的

詮釋。1996 年聯合國 Habitat II 在君士坦丁堡的國際會議，1999 年德國魯爾

區的國際建築展，2000 年德國漢諾威的世博會，以及同年在柏林的國際都市

會議和 2002 年的國際建築會議，都紀錄、追蹤並討論了在世界各國所嘗試與

實驗，各種與生活及生態發展有關之人類集居生活環境的各種計畫和行動。

這種生態城市的發展行動，也蔚為目前全球性的共同運動及力量，這對人類

生活環境的發展，出現決定性的影響。 

而生態城市訴求中最核心的課題，基本上是與都市空間環境的品質有關

的。自從生態城市（Ecological City）在 1971 年聯合國《人與生物圈計畫（MAB）》

研究過程中提出後，生態城市被提問和討論的方式，已經指出了這個課題的

基本方向。1991 年荷蘭國家自然規劃（National Physical Planning Agency, NPPA）

基於「生態健康城市的發展（ESUD）」研究，強調生態城市應是「負責的城市

（Responsible City）」、「充滿活力的城市（Living City）」、「參與性的城市

（Participating City）」。凸顯了以人類生活為核心之品質訴求的基本方向。 

在核心內涵上，生態社區（Ecological Community）的定義是在社區概念

基礎上，以生態性能為宗旨，以整體環境來組合相關的建設和管理要素，建

設成為具有現代化環境水準和生活水準（賴明洲，2006）。都市空間環境有品

質的表現，顯然不再只是純粹視覺和幾何美學的內涵，更不是「物體」（Objects）

的美學，而是與人類生活開展對自然資源對話的新邏輯。這組邏輯的內容並

無一定的形式，而是與各國與各地文化的背景，環境的條件，以及社會的模

式相互依存，而衍生出各種多元多樣的詮釋與內容。 

生態城市空間環境品質的訴求，因此以城市環境不可替代的自明性為綱，

以幸福感的追求為領，探討都市居民與自然資源環境之間在空間環境中最適

化的表現。最適化的自然資源（風、水、空氣、能源、…等）利用的地景表

現，最有效率資源利用的空間關係及組織，具有歷史與文化承傳之不可替代

自明性的空間表現，多元性與多樣性文化與社會生活表現的空間載體，最大

化的社會民眾參與等等，成為生態城市中都市空間品質追求的主要目標。 

（二） 生態城鄉在台灣的發展—傳統都市計畫的困境 

台灣生態城市與綠建築相關政策起始於中央之內政部於 2001-2007 年所

持續推動「綠建築推動方案」，但相較於世界性的趨勢和成果，台灣的成果是

令人有些遺憾的。在當前的政治糾結中，環境發展的議題是處於弱勢。即便

有諸多的前輩早在世界永續運動發軔的當下便已參與和呼籲，但長期以來台

灣依舊停留在價值召喚和口號的變換上，主要的成果幾乎落在學術的研究，

發展了難以確切落實的指標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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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缺土地使用性質與品質的思考 

回顧台灣都市土地空間管制體系的發展，1971 年至 1981 年間，主要計

畫、細部計畫及建築技術規則之建築管理此一上下層級的管制架構便已建立

完成；而都市計畫的規劃概念乃是以計畫需求為導向，以成長為開發建設推

估標準，以服務水準為空間規劃模式，所以主要計畫、細部計畫皆是針對土

地使用的類別、使用方式與強度進行管制，而建築管理主要是依據建築技術

規則針對建築的構造、工法、設備等相關的建築行為進行管制。這樣一套由

上而下的管制內容就變成了台灣整體都市空間管制的重要核心。然而。都市

計畫的制定以提供生產所需之用地及因應人口住宅需求而制定，以土地使用

強度與方式為主要訴求的結果，卻忽略了土地使用品質與性質的重要性，更

遑論對自然生態上的維護。 

 現況都市設計的位階及管制範疇下，無法承擔生態城市的發展訴求 

在國際上普遍崇尚生態城市發展的訴求中，也顯現出台灣現況都市設計

制度的實施隱含著更大的問題存在，生態城市發展的訴求中含括了整體都市

物質系統與發展類別的最適化配置、土地使用及藍綠帶的配合、TOD 交通發

展、能源與物質流的消耗控管、社會經濟層面的穩定發展及民眾意見的納入

等等，假使這些訴求皆是等同於都市設計所應達成的目標，以目前台灣都市

設計體制現況，勢必無法達成。 

二、 未來都市計畫發展的新趨勢—新空間規劃模式的探索 

目前由營建署委託本學會執行之「生態城市都市設計操作手冊之研究」的階

段性成果中，提出了在不變動傳統都市計畫管制的基本架構下，未來台灣在都

市空間規劃管制制度的模式調整策略。 

（一） 都市計畫定位與管制內涵的調整 

針對台灣對於生態城市環境的營造而言，主要計畫應該將生態基盤、景

觀結構等系統性規劃事項納入主要計畫中來考量，而對於好品質空間的具體

規範便於細部計畫裡頭來進行管制。所以細部計畫除了對於土地使用方式與

強度的行為管理以外，也應該將生態棲地的管理方案、公共設施計畫、綠地

計畫、水資源計畫、建築量體計畫等等納入規範考量，台灣現況細部計畫的

擬定基本上都不涵蓋上述此類的要素，充其量僅是將主要計畫規範的事項重

新再敘述一遍而已，是故細部計畫的擬定應該將上述的各種訴求納入計畫管

制書中，並往下延伸至建築管理層次，如此台灣方有實現生態城市理想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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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層級的新定位 

主要計畫－生態城市發展定位及目標確認 

 提出生態城市都市設計構想，做為生態城市發展價值的引導，並透

過自然系統的分析來全盤掌握生態基盤的狀況。 

細部計畫－地區空間實質環境發展計畫 

 依據品質協議過程所討論出的內容，細膩的控制空間發展的樣貌與

品質的形塑，並符合在地居民的期待與需求，如建築區位、量體、

植栽、公共設施、停車空間等等。 

通盤檢討－計畫目標的重新調整，內容回應生態城市發展各種面向需求 

 計畫目標的擬定，以節能減碳為重要的任務，通檢的過程，不再只

是檢討數量的多寡，而是要朝向生態城市發展的各種面向進行內容

調整。 

建築管理與綠建築九大指標－回應系統性考量下的任務分配 

 不同的建築基地回應細部計畫所分派的不同基地任務，如應有的保

水指標值、綠帶系統的完整等等。 

 納入土地使用品質與性質的管制 

在傳統土地使用類別與強度的基調不變下，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既存之建

蔽率、容積率及容許之土地使用類別，但也期望每塊土地皆能提高其使用的

品質並完成自身所應承擔的生態任務。 

 

圖 1 台灣未來空間規劃管制制度內容的新定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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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景觀（綱要）計畫的協助 

都市計畫體系納入生態基盤考量其應有的操作方式及內涵，其實超過了

傳統都市計畫專業者及建築專業者的承載力，但從國外生態城市的操作模式

中可得知，利用景觀計畫做為載體來提供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做為土地使用

規劃判斷的基礎，其在主要計畫層級有「景觀綱要計畫」，在細部計畫層級有

「景觀計畫」，是故台灣都市空間規劃管制體系透過這樣子的調整之後，生態

城市對於一個好城市品質的訴求，從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層級中便已經被考

量，而不在只是在單一基地內部進行考量，而應該是至少在一個細部計畫區

域內部被整體的重視。而現況之綠建築九大指標是在單一基地內部去計算其

應有的指標值，此是完全不合理的操作方式，但是如果透過上述都市空間管

制體系的調整之後，綠建築九大指標就有新的詮釋義意，以保水指標為例，

便不是單一基地的保水操作，而是在上位的細部計畫中便有保水相關計畫的

制定，單一基地基本上便是去回應細部計畫的任務分配，所以這才是綠建築

九大指標基本應有的操作邏輯。 

 

圖 2 景觀（綱要）計畫作為生態基盤內容之指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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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為台灣生態城鄉推動的新起點—實驗性與示範性 

本計畫『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是為了能夠實際落實生態化、

永續化等概念於相關都市計畫與都市更新業務當中，藉由工作坊(workshop)形式，

累積最新的規劃論述與技術，並借鏡國外多樣類型案例在實務操作上各種突破傳

統思維的精神與嘗試，提昇台灣在生態城鄉實務操作之概念與方法，並在操作過

程探索新的都市計畫處理程序、資源與參與者意見整合的介面及其互動模式。 

在過程中，協助分署實際操作三個層級不同的案例，案例包括：「林口特定

區（第三種住宅區含菁埔、後湖、湖子、公西、下湖、嶺頂等地區）細部計畫」、

「大湖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屏東大武營整體規劃案」等三案，嘗試

將生態城鄉之概念轉換至實際案例的操作與成果展現，以此三個案例作為台灣生

態城鄉發展的初步示範計畫，做為未來政府部門在闡述新的觀念與策略以及推動

生態城鄉的一個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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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與工作項目 

一、 原計畫工作項目說明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委託執行本計畫之工作範圍與服務項目主要可

分為三大部分：一是三處操作案例之生態分析及發展策略的提出；二是藉由工

作坊（workshop）形式，實際操作三個層級不同的案例，在操作過程探索新的都

市計畫處理程序、資源與參與者意見整合的介面及其互動模式，以此三個案例作

為生態城鄉發展的初步示範計畫，來進行生態城鄉之推展；第三則是於本計畫期

程，配合 INTA 第 33 屆國際都市發展協會年會於 2009 年 10 月 4 日至 8 日，在

高雄市及台北市辦理大會時，邀請 INTA 國際學者參與工作坊給予指導，促使整

體規劃成果能與國際接軌，並協助製作工作坊之初步成果版面及文宣品於 INTA

期間展示。以下就本計畫工作邀標書所列之兩大部份工作之實質工作項目分項整

理如下表所示： 

表 1 工作項目彙整表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一、三處操作案例之生態分析

及發展策略研擬 

 以分署提出的三處區域（「林口特定區（第三種住宅

區含菁埔、後湖、湖子、公西、下湖、嶺頂等地區）

細部計畫」、「大湖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屏東大武營整體規劃案」）進行生態分析及研擬發

展策略。 

 進行基地環境調查與分析，視需要可會同本分署相關

人員共同前往。 

 目的期使各規劃人員更深刻了解學習生態城鄉規劃

的內涵與精神，使「生態城鄉規劃」操作成為生態城

市發展藍圖的指引。 

二
、
「
生
態
城
鄉
規
劃
與
更
新
策
略
工

作
坊
」
之
講
習
課
程
規
劃
與
辦
理 

1. 

策劃舉辦共 8 場次之

教育規劃操作講習課

程 

 每場次課程以 2 小時為原則，每場次以 30 人為原則。 

 舉辦場地以分署會議室或各區隊會議室為主。 

 受訓人員住宿及交通費由受訓人員自理。 

2. 

課程內容包含「生態城

鄉規劃理念」、「案例

介紹」、「示範操作與

基礎技術」等主題 

 課程設計包括「生態景觀規劃的類型解析」、「生態

城鄉的空間管制系統工具的應用」、「生態景觀規劃

的操作程序與方法」等方向為主軸，生動探討規劃知

識與應用流程的操作層面。 

 由本執行團隊負責辦理教育訓練所需之課程安排及

課程教材之彙編等事宜。 

3. 
彙編生態城鄉規劃的

操作程序與方法教材 

 彙整講習課程之內容，編輯為書面教材，作為後續其

他案例操作之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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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4 
 進行 5 場次評圖指

導 

 工作坊內容以操作上揭三處規劃案為主要，由分署團

隊提出規劃方案，本執行團隊於規劃期間，每月至少

一次規劃過程評圖指導，總共 4 場次，最後再進行 1

場成果評圖；評圖過程以給予生態規劃概念與操作技

術之指導與訓練為原則。 

三
、
與IN

T
A

國
際
都
市
發

展
協
會
年
會
之
結
合 

1. 
邀請 INTA 國際學者參

與工作坊進行指導 

 計畫期間，恰逢 INTA 第 33 屆國際都市發展協會年會

之舉行，為與國際接軌，本執行團隊於 INTA 年會期

間或前後，邀請一至二位 INTA 國際學者參與工作坊，

配合生態城鄉規劃工作坊之主題參與討論（名單需經

由本分署同意後進行邀請）。 

2. 

協助參與 INTA 第 33

屆國際都市發展協會

年會的宣傳與展示 

 於 INTA 第 33 屆國際都市發展協會年會舉行期間，協

助配合三個案例之初步規劃成果製作文宣品於 INTA

期間展示或發表。 

 

二、 工作計畫審查結論與後續工作執行狀況說明 

於 2009 年 10 月 22 日所召開之工作計畫審查會議決議：『關於工作執行計

畫中「與 INTA 國際都市發展協會年會之結合」所列之辦理工作項目及服務內容，

因本案至 2009 年 10 月 1 日方完成簽約，且分署因忙於災後重建業務，致未能

執行，故請受託單位另洽合適之國際專業人士研擬本項目之替代方案，經費及效

益部分，亦請受託單位配合本工作坊之操作時程一併考量，如無合適之替代方案，

將採減作方式處理。』 

過程中也嘗試與國外學者包含英國 Brian Shutes 教授（水資源專家）以及比

利時 Pierre Laconte 教授（生態城鄉規劃前輩）進行聯絡，希望能在工作坊期間，

能夠結合其他相關研討活動進行交流與指導。但最後聯絡的結果，無法與工作坊

的時間配合，所以合約中「與 INTA 國際都市發展協會年會之結合」並於工作計

畫審查所決議之找尋替代方案皆未能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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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生態城鄉規劃核心思考與操作 

一、 傳統計畫操作的課題與困境 

（一） 僅就計畫範圍進行探討 

在生態意識尚未普及之前，過去的規劃方法往往只針對規劃範圍進行分

析與討論，超出基地範圍外的土地發展的如何，或未來或有什麼發展，都不

是考量的重點，因此常會落入到單一基地的「豆腐塊切割法」，其意指先在區

域計畫中尋找基地的定立，再於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系統中，確認定位發展或

修正，進而於圖面上進行基地分割切塊，先在圖面上標示出符合上位計畫的

政策發展目標，再進行實地踏勘，確認發展定位，進而在圖紙上做道路系統

切割，之後進行各項分區配置，以至於在 1981 年之前的計畫操作，並無「生

態系統」考量，亦不會有「系統性」都市發展與「連續性」藍綠帶生態品質

的考量，也因此過去常會發生當地區的規劃與全市或全縣進行銜接時，會產

生錯斷的情形。 

（二） 基本圖資的收集與應用 

在環境調查資料的應用上，為了快速完成規劃，常以二手資料進行呈顯，

如此，對於資料的及時性與準確性都有待商榷，在內容上，也往往承襲上位

計畫所收集之資料，並對相關環境圖資的應用套疊較為缺乏。 

但國家現有環境資料庫通常為二萬五千分之一，與目前都市計畫操作的

圖幅比例尺之應用有極大落差，環境資料庫之內容，一般只能做為參考使用，

因此，未來在國土資料庫的建立上，應該要更著重於地方尺度的資料建置，

如此，才能提供生態城鄉規劃更完善的背景資料支援。 

（三） 不成文的規劃 SOP 造成規劃方法成為利益糾葛的工具1 

由於台灣地區都市化並未如同先進國家訂頒「規劃準則」（Planning 

standard），因而傳統都市規劃均參照「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辦法」，「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等相關法令規定作為擬定都市計畫的規劃

準則，並以之作為通盤檢討規劃之依據，也藉此定義地方的生活環境品質。 

                                                      
1 資料來源：永續發展概念的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的架構，吳文彥，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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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在實施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的過程，因為上開法令之規範，整個通

盤檢討經常面對的是，公共設施用地，尤其是公園綠地劃設不足，學校用地

劃設不足。限於地方財力與地方和反對徵收的壓力，無法針對既有的建成區

規劃、徵收並開闢公共設施用地。更矛盾的是，計畫區人口成長遲滯，依照

現住人口規模核算公共設施用地業已充分，但依照計畫人口分派，公園用地

與與學校用地均呈現不足現象，又缺乏具體對策，遂形成通盤檢討無以達到

法定標準終結。 

在回應永續發展的議題之具體作為上，僅能在公園綠地劃設、都市設計

規範、容積率移轉等事項上有所著墨，在實踐上僅有象徵意義，更遑論朝向

先進國家在永續發展的規劃邏輯思維的佈局。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在主要計畫層面，因為都市計畫的主要使用分區變更，

為創造土地使用價值的主要過程，因而陳情異議大都屬於土地使價值提昇的

訴求，例如，工業區、農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或者低容積率提升為

高容積率等陳情。在規劃的政策願景無法結合之下，因為政經勢力的拉扯，

讓檢討規劃過程冗長，檢討發展方向又因為規劃政策議題的快速轉移，讓空

間結構的調整倍增困難。近年來，因為全球化現象加劇，傳統產業的外移大

陸生產，產生了產業衰退現象，進而衝擊到都市計畫的政策與目標願景轉移。

由於土地使用、公共設施和交通運輸的規劃，都聚焦在計畫人口與就業人口

預測為基準的規劃邏輯。 

一方面，計畫人口與就業人口預測失真，另方面，又不敢調降容積率總

量的壓力之下，在主要計畫層次的預測失真，或者高估的情境下，分配到細

部計畫的人口都呈現成長現象之下，連帶的依據成長型態的人口與就業人口

預測，分配高容積率之下，讓公共設施用地未達到法定標準，尤其以公園用

地和學校用地公設項目為然。而這些規劃預測與分配資源的邏輯係受到「都

市計畫法」、「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辦法」、「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等相

關法令規定的限制，以致於通盤檢討的產出和常民生活文化脫節，對於這個

現象，不僅審議的都市計畫委員不能滿意，規劃單位也常思有所作為，但一

直無法超越既有框架，通盤檢討遂形成例行公事，和現實世界與社會主流價

值脫節。 

二、 生態城鄉規劃技術之研究與探討 

參考「生態都市規劃技術及實例比較研究」（何友鋒，2009）以及本計畫之

相關授課演講內容的討論中可知，生態城市之各種發展與實踐，代表著人類生活

朝向永續發展目標的邁進。整體而言，都市規劃思維導入生態設計理念，乃至生

態都市概念的萌芽，涉及都市土地使用配置、交通與綠地規劃等等技術層面的變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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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現有生態城市典範之案例，可知其皆有以下共通之策略： 

1. 具有長遠目標清晰而明確的都市發展藍圖，除了有引導性的功用外，也

可以直接用於指導日常生活之內容。 

2. 各種生態城市的實踐是建立在一系列具體的行動專案之上，先從自身可

承載的條件改變起，而非大刀闊斧全面性的開展，也因此，每個城市都

有其不同的塑造主題。 

3. 民眾參與在一個生態城市的實踐上也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因為生態城

市要能夠成功，核心的關鍵在於生活於其中的民眾在生活舉止行為有著

確實的改變，而民眾參與除了聽取民眾意見外，也是一個教育民眾的過

程。 

4. 將各種生態目標融入到各種建設之中，也藉以整合各部門之間有著共同

發展的方向，各項公共設施之開闢也成為生態城市營造成果展現的載

體。 

在實務操作上，一個生態城市規劃，則可分為「空間發展系統」、「土地利用

系統」、「交通系統」、「水資源系統」、「能源供應系統」、「生態綠地系統」、「民眾

參與機制」等七大議題進行思考。 

表 2 生態城市規劃議題與內涵2 

系統項目 核心思考 規劃原則 

空間發展系統 

以花園城市理念為基

本藍圖 

1. 市區邊緣地區和鄉郊地區的結集程

度和密度 

2. 發展建築高度輪廓/天際線的控制 

3. 市郊空間架構定位 

土地利用系統 

兼顧相異土地隔離與

融合的需求 

1. 功 能 分 區 的 再 思 考 與 可 及 性

/campact city 概念的落實 

2. 彈性與多樣選擇的提供 

3. 社會福利與社區關係之建立 

4. 生態與經濟的兼顧 

交通系統 

強調綠色交通的推展

與智慧型管理落實 

1. 綠色路網規劃配置 

2. 運具選擇配置 

3. 交通管理機制 

水資源系統 
著重水資源循環效率

提昇與親水防災面向 

1. 都市水患的防範 

2. 水資源利用 

                                                      
2 資料來源：何友鋒，2009，生態都市規劃技術及實例比較研究，p.20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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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項目 核心思考 規劃原則 

能源供應系統 

致力於再生能源之開

發普及與節能行動的

實踐 

1. 能源政策 

2. 技術研發 

3. 制度與管理 

生態綠地系統 

強調現有綠地資源的

整合與串連 

1. 綠地資源的重新辨識 

2. 綠地規劃 

3. 綠地整合管理 

民眾參與機制 

透過溝通平台與管道

鼓勵民眾主動參與公

共事務 

1. 社區組機動力 

2. 社區硬體設施 

3. 社區互聯機制之建立 

本計畫整理 

以上可作為規劃者在進行生態城鄉規劃時，在具體內容訂定時之思考，詳細

之規劃技術內容，。有著規劃方向及原則的掌握，則得依照不同的基地條件進行

彈性與因地制宜的調整。創造生態城鄉最大實踐的可能性。 

三、 景觀規劃內涵與土地使用計畫之整合 

生態取向的土地使用整合，已經成為目前的國際趨勢，1970 至 1980 年代

對於都市環境的生態訴求為「生態在城市(ecology in cities)」傾向比較都市未開

發區域環境的特性，著重於都市化對於自然系統的衝擊，包括動植物群的邊緣效

應、汙染和建設的衝擊；近年來國際趨勢認為視都市為一生態系統的「都市的生

態(ecology of cities)」環境觀點，著重於城市生態的追求，目的在於檢視城市本

身做為生態系統的一環，而不是自然景觀的強加 (Grimm, 2000)3。 

對於生態系統的重建挑戰在於，人類土地使用的多元性、複雜性與高度變動

性，特別在都市的土地使用上 (Foresman, Pickett, & Zipperer, 1997)。景觀生態─

區塊/廊道/基質結構所形塑的整體生態系統網絡模式 (Forman & Godron, 1986)，

可以運用在生態取向土地使用上學理性參考性原則，透過對於景觀空間的重新調

整、安排與定義，達到生態棲地網絡的恢復。在德國，甚至立法要求依區域的棲

地生態網絡系統之土地覆蓋，最少要佔整區 10%土地使用面積，並透過歐洲生

態自然網絡 2000(European network of Natura 2000)，串連整體景觀生態系統 

(Haaren & Reich, 2006)4。 

20 世紀初，景觀與生態學嘗試做整合性探討，最早由德國地理學家 CarlTroll 

於 1939 年所創造，他運用航空照片研究環境和植被間彼此的互動，發現生態系

                                                      
3 資料來源：郭宇罕（指導教授：曾梓峰）(2008),從景觀生態觀點探討社區規劃之綠地準則, 國

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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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間存在某種關連性，因此提出景觀生態學的概念，並強調其為“自然環境的綜

合研究，不是一門新的學科或科學，而是一門綜合研究＂(Troll, 1939,S. 241‐298)，

因此，主要在探討空間上景觀的變化如何影響生態的過程，如物種分布與環境的

物質流，因此景觀結構、物質與物種分布的大小、形狀、數量及種類則為討論重

點 (林裕杉, 吳振發, & 鄧東波, 2004)。 

1986 年 Forman& Godron 發表《Landscape Ecology》後，更是確立了現今景

觀生態的內涵與重要關切課題： 

“景觀生態學以生態系統中空間結構為研究重點，著重於空間結構與生態過

程之相互影響作用，重點在於景觀空間的結構 (由景觀元素構成之模式)、功能 

(生態系統運作過程)和變化(空間持續的變動)三個過程間相互作用的機制，特別

是人類與景觀的相互作用與協調問題(Forman, 1995; Forman & Godron,1986)＂ 

由於都市擴張與人口持續增加，導致景觀總是快速的改變，已經被視為是個

威脅 (Lorzing, 2001, p. 176; Lemaire, 2002, p. 358)。因此，透過分析過去與現在

以及模擬未來之景觀結構，並探討其所形成之生態功能與生態系統的轉變與侵擾
5，並透過新土地使用與都市環境規劃之整合，因應人口與都市持續膨脹同時，

進而能夠重塑禁止/避免/平衡/補償/促進發展等這些因人為擴張而破碎化6的生態

系統。 

結合德國的發展經驗來看與景觀規劃元素重點來看，未來台灣土地使用計畫

必須與景觀規劃所追求之內涵相互融合，針對在地的特性與相關計畫措施進行一

套調節與補償的機制，也就是在現行的土地使用管制法令機制下，將環境品質與

土地使用相互結合與調整內涵，作為實行生態城鄉規劃的參考。 

四、 生態城鄉規劃操作與分析方法 

（一） 環境調查的基本意義與邏輯 

在傳統對於土地使用的規範中，「自然」並未被視為重要的考量，原因是

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是以土地資源最大利用及開發作為目標，做為人類使

用；不過，發展至今，人類也意識到一些嚴重問題，人類發展不只是土地面

積最大的使用，而包含著其他的需要，像是人類歷史紋理需求，還有對自然

環境的需求，這對過去開發而言，自然通常是被忽略。在德國發展中，經過

長期衝突的過程，人們開始意識到，自然條件在建設發展、建設導引應該被

                                                      
5 侵擾(disturbance)是對景觀系統的功能或結構的重大改變事件。 
6 破碎(fragmentation)是棲地、生態系統或土地使用的分離或分割成為更小的土地 (Forman,1995)。

會引起土地轉變，並導致棲地的喪失與孤立，而其可能來自於自然(如天然火災)或人為(都市擴
張)的侵擾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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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其中。 

將此核心意義反應於對生態城鄉發展的探討時，環境調查的內容應從探

討一個區域之場所精神或地方自明性意象所探尋到其所擁有的自然與人文景

觀發展結構、元素以及與地方發展的歷史紋理息息相關。因此，生態城鄉發

展的內容與規劃塑造過程中應做不同向度的探討，包含： 

1. 聚落的地理空間與自然環境的特性之關連 

2. 從城鄉歷史脈絡與發展紋理轉變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特殊地景的呈現 

3. 呈顯過去到未來有關人類在生活方式的營造企圖與行動 

4. 對時代發展條件與生活品質追求的價值之想像 

換言之，以現今發展趨勢來看，生態城鄉的規劃過程與成果將可由多樣

景觀結構來展現地方的「自明性」、「場所精神」、「歷史風貌」、「環境品質」，

而從自然棲地論述來說，景觀結構也包括「生態棲地系統」的內涵，這些都

應放置於社會過程的核心位置來檢視，且對於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可藉由挖

掘人們從過去到現在為了生活，分辨出所營造的多元意象。 

（二） 景觀結構辨識與發展項目之基本概念探討 

因此，整個環境調查與分析可以被視為對城鄉發展的重新省思，在規劃

的概念與行動上，需由一個地區從各階段歷史發展歷程中，在特定地理空間

與自然環境條件下，透過都市生活脈絡營造、生命價值與邏輯的地景元素和

景觀結構脈絡來進行檢討。景觀結構的調查分析工作基本上必須針對研究地

區的基礎元素進行形式與內涵的掌握，其中包含歷史發展與現成狀態的掌握、

類型的分類、景觀特性與文化歷史承傳意義與價值的評估（歷史的意涵、保

存的狀態、稀少性、區域類型的特殊意義、景觀的作用、使用的可能性）、整

體景觀結構關係的確認與分析（景觀對象的意義來源與出處、時間向度的分

析、繼續存在的意義、可體驗性的分析、影響的範圍、可能的危害、法令的

條件）等。 

就景觀發展結構辨識之操作而言，由於自然環境、資源、社經、土地使

用等的差異，會使一個地區形塑出獨特的結構系統，捕捉住此類景觀結構所

構成的元素、紋理及意涵，將有助於進行景觀保護、維護及發展的工作。景

觀發展結構的確認，可利用景觀資源分佈與景觀空間類型的特徵，依自然及

人文環境之紋理，並利用相片基本圖及土地使用圖為基本參考圖，配合實地

觀察體驗進行辨識及確認。其內容應包含下列基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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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生態基盤能力與特徵的調查 

2. 藍綠帶棲地系統的辨識 

3. 人文棲地結構系統之歷史構成的辨識、指認，特性掌握，價值評估 

4. 自明性景觀結構的構成 

5. 生活系統願景的描繪（未來發展之風貌定位、價值與結構構成） 

6. 藍綠帶系統與人文生活空間系統的發展對策 

7. 未來生活性空間性質、功能 

 

圖 3 景觀發展結構辨識與發展項目與程序示意圖 

（三） 環境調查的工具與方法 

調查的基本工具除了現況的調查外，最重要的是地圖的運用，其中具有

地理資訊系統地圖的掌握，是最重要的基礎。地圖的掌握，除了現行的地圖

資料外，各個歷史階段的地圖，各個部門各種類型的計畫圖說，是發現人文

景觀變動最重要的工具。在分析邏輯上必須有時間發展軸的概念，從對研究

地區之相關基本圖的掌握（包含歷史文獻中的描述、古地圖以及衛星航照圖、

測量地形圖等），到分時期、分圖層的調查研究來進行。 

將各種地圖，透過同一比例尺的前後時間對照，可以追蹤同一地理區內

的各種變化，包括土地利用、農林漁牧礦的經營與變化、市街圖幅的變化、

道路與公共建設的開發，這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從各種年代、類型的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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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出各種不同性質圖層（Layer）來進行分類與組合，地圖的整合與圖層的

分類及組合本身就是一個建立基本認知與辨識結構及意義的工作。這種方法

也就是所謂的「疊圖」，這在空間的歷史變遷上可以得到更多的比對解決。 

為利於將環境調查內容與地圖系統連結作為分析工具，對於分析的工作

介面更需有一個適當的整合。在判讀都市空間的工具整合上需要借助於都市

計畫研究、景觀研究等不同學科卻皆採用的地理資訊系統（GIS）7。採用地理

資訊系統工具的優勢在於，誤差範圍可被控制，更可以連結其他領域以茲相

互討論、共用圖資。以 GIS 中常被使用的軟體 ArcGIS 而言，綜合基本圖資訊

所得後，未來可作疊合分析（Overlay）、環域分析（Buffer）、3D 空間分析等

應用，將可於地圖上看到不同分析訴求下所呈顯的景觀與城鄉發展間之變

化。 

（四） 以地理資訊系統解讀都市空間資料 

將歷史地圖內的資訊轉化成可與現今地圖系統疊合比對的格式，目前已

有諸多成果可以參考。但在進行 GIS 分析前，必須將歷史地圖中關於空間事物

的訊息，轉繪成各項地圖資訊，這些資訊包含人、事、地、物等，利用這些

資訊元素，可以組合成一張張的「主題地圖」，透過不同主題地圖的相互比對

套疊，便可看到因應不同分析訴求下之景觀與都市發展間的變化。 

在台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於 2002 至 2003 年間的「研製台

灣歷史文化與自然資源地圖集」專案計畫中結合各領域專家將台灣歷史、文

化與自然資源等資訊，配合歷史文獻、地名與各種年代的地圖，應用空間分

析技術，完成一套可觀察分析台灣時空變遷的 WebGIS 應用平台。該計畫整合

多樣重要研究成果，可說是目前台灣城市發展相關研究中完整具有精確時間、

空間屬性的應用資料。當規劃人員無法及時取得相關歷史資料時，便可利用

此網站的資料做為參考使用。網站網址為：http://thcts.ascc.net/，內有詳細的

使用辦法，可輕易上手使用之。 

  

                                                      
7 地理資訊系統，英文名為「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常簡稱為「GIS」。GIS 的應用範圍
極為廣泛，舉凡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管理、土地管理、都市區域規劃、交通運輸、流行病追蹤、
最適位址選擇等等，幾乎無所不包。早在 1960 年代，GIS 已在北美洲加拿大、美國等地開始運
用。但早期由於電腦設備極為昂貴，僅有政府機構擁有足夠的財力與人力來發展 GIS。直到 1990
年代，由於個人電腦的普及，以及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GIS 的應用才日趨個人化、生活化。 

http://thcts.ascc.net/


 

17 

五、 景觀疊圖技術之調查分析內容 

按環境要素的屬性可分成自然環境和人為環境兩類。自然環境是人類出現之

前就已經存在，自然環境雖然由於人類活動發生巨大的變化，但仍按自然的規律

發展著，也是人類目前賴以生存、生活和生產所必須的自然條件與自然資源的總

稱。以下就自然與人文兩大結構系統辨識時所表現的分類與形式進行初步說明： 

（一） 自然景觀結構之分類與表現形式 

從目前都市空間檢視，都市被視為由各種人為營造過程下的綜合體，都

市環境在過度重視經濟發展的追求下，忽略了都市也是整體環境生態系統中

的一環，同樣也需對生態系統中之自然元素—水、空氣、土壤、陽光等循環

有著良善的規劃。而都市生態系統與都市開放空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廣義的

開放空間系統涵蓋的範疇包括都市建築物外部空間的一切，本研究所指稱之

自然環境在都市環境中代表的是都市開放空間系統。 

都市開放空間依據都市地區內各種不同型態包含線狀、面狀及自然地景

等開放空間，並由所在地、區位不同加以分類大致可歸納成：建築基地開放

空間、街廓內鄰里公園、街道廣場開放空間、全市性都市公園、河川綠地線

型開放空間、市郊山域開放空間等體系（陳秋伶，1996）。而在生態城鄉發展

下，最重要被掌握的是開放空間中所存在的各種綠資源的存在及分佈。 

然而，現在都市空間中的綠色資源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斷裂，在分析

的過程中，綠帶已被蠶食鯨吞至形成破碎斷裂帶，身為計畫者，規劃一個生

態不是將其破碎帶連接起來就結束，環境中有動物、植物的生活，有動物、

植物的棲地，同時，也是人類生活的棲地，這些棲地充滿各種類型，食物鏈、

物種的關係、相關歷史的關係、基礎生存規模的關係、跳島的關係等眾多考

量，於生態轉換上並非這麼容易。 

目前相關綠資源系統以郭瓊瑩（2003）整理之系統表（詳見表 3）較為

完整，先依空間階層分為自然綠地、區域綠地及都市綠地，再依各種屬性區

分為保安綠地、自然綠地、大型綠地、特殊綠地、中心綠地及帶狀綠地，再

依此類型與功能劃分各類公園。此可作為調查分析自然結構系統的基本內容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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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灣現階段相關綠資源系統 

空間階層 利用類型與屬性 

自然綠地 保安綠地 

國家公園/國家森林 

自然保留區(含野生動物保護區) 

生態保護區 

實驗林/試驗林 

水質水源保護區 

區域綠地 

自然綠地 

國家風景區 

縣市風景區 

森林遊樂區 

大型綠地 

區域公園(跨縣市大型公園綠地) 

都會公園 

環保綠地(大型環保公園) 

都市綠地 

特殊綠地 

歷史公園、運動公園 

紀念公園、兒童公園、運動園區 

動物園(館)、交通公園 

植物園、博物館 

文化中心、美術館 

史蹟、古蹟、紀念物 

學校、公立校園綠地 

中心綠地 

都市公園 綜合公園、運動公園 

都市廣場 
站前廣場(火車站、機場、碼頭) 

廣場、行人徒步區 

社區公園 

口袋公園 

鄰里公園 

兒童遊戲巷 

遊戲巷 

公園巷(社區共同營造) 

帶狀綠地 

景觀道路 

水岸公園 

林蔭道路 

綠帶 運輸綠帶(鐵路/MRT) 

自行車道 

河川綠帶 

水圳綠帶 

資料來源：整理自郭瓊瑩著（2003），水與綠網絡規劃理論與實務，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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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文景觀結構之分類與表現形式 

都市人文景觀之調查分析內容需要包含以下幾大類別： 

1. 經濟生活與人口分佈： 

從人口數據的掌握來了解長時間內在城市中民眾的種種行為，包含居住、

購物、工作等。傳統的都市規劃是以計畫人口為基礎，但真實的發展，

卻不見得會與預期相符。但當時的實際人口狀況，卻可解析出城市空間

被使用的特性，如消費行為的分佈、人口的流動與城市的擴張關係、經

濟活動等，這些是構成都市空間發展的外部性條件，也就形成了城市空

間分佈的一種結構與特色。 

2. 產業結構與生活條件： 

延伸自人口結構的推論，都市的性質從業種業態的結構也可以先做整體

性的評斷，在所擁有的生活條件下，居民的工作型態，成為產業結構分

析之一。而這些條件也形成了都市內部不同的生活圈，也構成了不同人

文景觀條件。 

3. 聚落形成與都市建構： 

聚落的形成過程，可以看出居民在不同時期的遷移及人口移動的痕跡，

許多文獻都有對地方聚落的描述，但得需要從文字解讀重新描繪成圖面

顯示的方式，透過不同發展年代圖資建構，從聚落到城市發展，可找出

重要地標、節點、中心等，這也是尋求地方自名性的重要方法。 

表 4 現代人文景觀類型初步分析表 

向度 內容 類別 

聚落發展 行政區的沿革 

地名命名與分佈 

生活地景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歷程 

細部計畫、徵收、重劃 

都市設計 

建設地景 

鐵路及重大建設 國家重大政策與建設 建設地景 

公共設施 文教設施 

政府機構 

公共建設 

建設地景 

產業及土地利用 農、林、漁、牧、礦 

一般工業發展 

重大工業發展 

產業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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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 內容 類別 

經濟發展與生活 業種、業態 

商圈 

生活圈 

產業地景 

人口變動 原住民分佈 

歷年人口變動 

地理人口分佈情形 

生活地景 

河川水系 重要河川流域 

生活給、排水 

產業地景 

城市建設歷程 公共建設 

城市治理者歷年政策 

住商建築類型及分佈 

建設地景 

重要歷史建築及空間場所 名勝古蹟 

宗教設施 

車站 

歷史巷弄 

歷史建築物 

生活地景 

資料來源：林映村（2006），人文景觀之地圖系統分析模式初探，頁 2-17 

依據前述之分析概念與調查內容，運用 GIS 科技整合歷史與現今空間的方法，

是一種協助城市規劃的進行環境判讀的新模式。對於目前的都市現象來說，是提

供規劃者對於環境與社會現象一個新的理解方向，此方法更是強調現今都市規劃

領域不能忽視歷史紋理所隱含的生活軌跡與被破壞的自然環境，就生態城鄉規劃

上的意義來說，在歷史發展脈絡過程找尋出既有的生態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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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課程規劃與工作坊之辦理 

依據招標文件之工作要求：為使分署團隊更能掌握生態城鄉之規劃精髓與要

旨，受託單位需於規劃之各個階段，給予有關生態城鄉規劃理念、案例介紹、示

範操作與基礎技術之演講與授課（至少 8 場），並辦理評圖指導（至少 5 場），

給予概念上、技術上之指導與教育訓練。而各場次演講授課全文內容及實錄，與

各場次規劃評圖指導之記錄，則另外分為兩冊進行成果彙整。 

因此，在課程的內容設計上，除了規劃相關生態城鄉發展論述的介紹外，配

合國外案例操作的解析與 GIS 操作應用的技術課程，從調查分析到藍綠帶系統分

析與規劃原則的確立，都是為了能將各種生態發展控制的討論以生態基盤的概念

納入規劃內容之中。並於工作坊結束後期望能建構台灣生態城鄉規劃論述與實務

的新基準，能協助未來進行生態城鄉規劃的工作者，建立一套適應新時代的生態

城鄉規劃視野與專業知識的支撐基礎。 

在技術課程的內容上，應用不同空間尺度的案例進行模擬操作，並配合三處

不同類型之操作案例給予應用的指導，以現有操作內容為基礎，配合生態城鄉規

劃之理念與內容進行診斷與分析，協助分署之操作團隊能夠快速地將新的知識與

內容應用於實務操作上。以下就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之課堂與評圖時

程安排及課程內容以列表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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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時程規劃與課程內容說明 

堂次 日期 時間 課堂內容 講師/評圖老師 評圖進度 備註 

1 09/25 1530-1730 

課程一：當前生態城鄉規劃的課題、挑戰與發展趨勢 

 都市發展典範的變動：新議題的誕生 

 城市競爭力的提升-城市自明性的探索與建構 

 新型態的綠色空間-從破碎綠地到整體綠網的建構，以

創造生物棲地為設計原則 

 德國國土空間與景觀規劃發展 

 國土空間規劃與部門(景觀)計畫間的整合制度 

 現階段國家政策推動方向：生態城鄉發展的體制調整 

 「景觀規劃」：成為生態基盤基礎建構的工具 

 

講師： 

曾梓峰 教授 

 

工作坊課程規

劃與進度說明 

 

地點： 

中區隊民權辦

公室 

2 10/01 1430-1630 

課程二：GIS 軟體（Arcview）基本操作入門/技術課程

(1) 

 軟體安裝操作 

 Arcview 使用基本工具及介面認識 

 GIS 在環境（都市）規劃上應用技術層面的整體概念

介紹 

 規劃基本圖的準備：歷史地圖、現況空照圖…等 

 需自備電腦 

 

講師： 

互動國際數位股份有

限公司 

潘怡伶 小姐 

 

地點： 

城鄉發展分署

5 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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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次 日期 時間 課堂內容 講師/評圖老師 評圖進度 備註 

3 10/16 1330-1700  

評圖老師：  

曾梓峰 教授 

薛怡珍 教授 

評圖一：  

現況發展與原

方案構想說明 

地點： 

城鄉發展分署

2 樓會議室 

4 10/23 1430-1630 

課程三：運用 GIS 於小區域尺度自然環境資料建置、分

析與應用/技術課程(2) 

 自然環境在景觀上的意涵  

 GIS 在規劃設計上自然環境分析方法─地形、水文與

風廊道  

 實際案例 GIS 操作-以高雄縣鳥松鄉為例 

 需自備電腦 

講師：  

郭宇罕 專案研究員 

 

地點： 

營建署 107 會

議室 

5 10/30 1330-1530 

課程四：人文棲地與生活網絡（內涵分析&規劃原則）/

技術課程(3) 

 地形地質、水文、植栽、人為開發設施等景觀資料建

置與分析 

 聚落生命史-生活脈絡、文化景觀、聚落型態、聚落紋

裡、族群關係……等的掌握與分析 

 實際案例 GIS 操作-人文棲地與生活網絡 Data 建構 

 需自備電腦 

 

講師：  

蔡有哲 專案研究員 

 

地點： 

城鄉發展分署

5 樓會議室 

6 11/11 1530-1730 

課程五：生態城鄉空間的修補、美學原理與品質控制(1) 

 國外案例解析- hannover kronsberg 生態社區操作分析 

 實務規劃討論 

講師：  

曾梓峰 教授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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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次 日期 時間 課堂內容 講師/評圖老師 評圖進度 備註 

7 11/13 
評圖： 

0930-1130 
 

評圖老師：  

曾梓峰 教授 

薛怡珍 教授 

評圖二：  

結構分析與生

態城鄉發展目

標擬定 

地點： 

城鄉發展分署

5 樓會議室 

8 11/13 
授課：  

1330-1530 

課程六：生態城鄉的藍帶（內涵分析&規劃原則）/技術

課程(4) 

 生態城鄉「藍帶」的內涵分析 

 生態城鄉「藍帶」的規劃原則 

 實際案例 GIS 操作-水文 Data 建構分析與規劃表現  

 需自備電腦 

 

講師： 

郭宇罕 專案研究員 

 

地點： 

城鄉發展分署

5 樓會議室 

9 11/20 
授課：  

1000-1200 

課程七：生態城鄉的綠帶（內涵分析&規劃原則）/技術

課程(5)  

 生態城鄉「綠帶」的內涵分析  

 生態城鄉「綠帶」的規劃原則  

 實際案例 GIS 操作-水文 Data 建構分析與規劃表現  

 需自備電腦 

講師：  

郭宇罕 專案研究員 

 

地點： 

城鄉發展分署

5 樓會議室 

10 12/04 
授課：  

1000-1200 

課程八：生態城鄉空間的修補、美學原理與品質控制(2) 

 國外案例解析-生態社區操作分析 

 實務規劃討論 

講師：  

曾梓峰 教授  

  

地點： 

城鄉發展分署

5 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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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次 日期 時間 課堂內容 講師/評圖老師 評圖進度 備註 

11 12/04 
評圖：  

1330-1530 
 

評圖老師：  

曾梓峰 

 

評圖三： 

生態城鄉發展

願景構想提出 

地點： 

城鄉發展分署

5 樓會議室 

12 12/17 
評圖： 

0930-1130 
 

評圖老師：  

曾梓峰 

 

評圖四：  

各類型發展計

畫提出 

地點： 

城鄉發展分署

2 樓會議室 

13 12/22 
評圖： 

0930-1130 
 

評圖老師： 

蘋果綠環境規劃設計

股份有限公司 

林貞岑 設計總監 

 

高雄大學區域經濟與

都市發展研究中心 

楊宜升 專案規劃師 

評圖五： 

從基地分析到

生態城鄉構想

及各項實質計

畫內容的完整

呈現 

地點： 

城鄉發展分署

2 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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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環境資料庫的準備與確認 

 圖    名 確認欄 

基

本

原

圖 

近年空照圖   

經濟建設圖（1989、1994、2001 共三版）  

農林航測圖   

聯勤測量圖 1960  

美軍測量圖 1945  

台灣地形圖 1926  

台灣堡圖 1904  

自

然

環

境

基

本

圖 

等高線圖  

地質、土壤圖  

水系圖  

集水區  

易淹水地區  

農田水利會圳道圖  

植被圖  

人

文

環

境

基

本

圖 

歷年土地使用（農、漁、林、工……）   

歷年聚落分佈圖  

建物分佈圖  

開放空間（公園、廣場、廟埕、學校…）   

生活消費（市場、商店、百貨公司、購物中心）  

交通網絡（聯外道路、結構道路、次結構道路、鄉道、村里道

路、鐵路、國道） 
 

文化據點（廟宇、教堂、古蹟、產業遺址、歷史建物）   

影響區域內涵之建設（國家建設、區域建設、城鄉風貌工程、

社區營造、新校園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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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階段評圖要求說明 

 日期 時間 評圖主題 
評圖內容要求 

(內容呈顯可依各案例基地特性有所增減) 

評

圖

一 

10/16 1330-1600 

各案例現況發展與

原規劃構想說明 

 

評

圖

二 

11/13 0930-1130 

1. 自然與人文結構

分析 

2. 各案例生態城鄉

發展目標擬定 

1. 基本資料庫的建置與呈現 

2. 自然地形結構的分析 

3. 水文特性的分析 

4. 綠資源特性分析 

5. 聚落發展變遷的特性分析 

6. 道路層級與實際使用特性分析 

7. 土地使用變遷的特性分析 

8. 提出各案例在生態城鄉規劃上所要著重

的議題 

評

圖

三 

12/04 1330-1530 

各案例生態城鄉發

展願景的提出 

（主要計畫階段） 

1. 自然發展結構的指認（綠帶與藍帶系統） 

2. 重要的人文或生態棲地空間（範圍） 

3. 土地使用計畫的調整 

4. 交通運輸計畫調整（區域連結系統） 

5. 公共設施計畫調整 

6. 都市防災計畫調整 

評

圖

四 

12/17 0930-1130 

各案例各類型發展

計畫的提出 

（細部計畫階段） 

1. 土地使用計畫的調整 

2. 交通系統計畫（以使用性質如交通寧靜

區、人行、自行車、大眾運輸等做道路

使用管制內容的構想） 

3. 綠地系統計畫 

4. 水資源管理計畫 

5. 生態棲地保護及串聯計畫 

6.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7. 都市設計規範 

評

圖

五 

12/22 0930-1130 

總評： 

從基地分析到生態

城鄉構想及各項實

質計畫內容的完整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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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具體空間行動 

從國外生態城市的推動典範案例中進行觀察，發現不管是歐盟七個生態城市營造示

範計畫或者是德國、瑞典等歐洲其它國家的落實經驗上，生態城市的營造存在著各種因

地制宜的空間營造主題： 

表 5 十個生態城市之空間營造主題 

案例 空間營造主題 

奧地利 Bad Ischl 以 TOD 規劃導向進行緊密模式的發展 

芬蘭 Tampere 以兼顧自然生態與既有都市空間結構完整性的新城區開發 

德國 Tübingen 基於大學城的發展需要而進行與自然生態平衡的新城區開發 

斯洛伐克 Trnava 既有老城歷史中心的再生發展 

匈牙利 Gyor 將傳統工業區轉型為藍綠帶最佳化整合的發展 

義大利 Umbertide 透過與微氣候相呼應來進行城區的建設 

西班牙 TRINITAT NOVA 
為一既成環境窳陋地區，透過居民自行詮釋來體現出新生活方

式的實踐 

瑞典斯德哥爾摩 

Hammarby Sjöstad 

創造出以生態循環概念為核心的舊工業地區改造 

德國漢諾威 Kronsberg 以環境影響評估做為維護自然生態系統平衡發展的重要工具 

德國 Vauban 透過社會計畫運作來提出未來生活想像 

本計畫整理 

然而，透過以上十個案例的解析，針對各案例所提出之各種計畫發展的內容與訴求，

可歸納出八種城市邁向生態化發展上有意義的空間行動類型，分別是水與綠系統的營造、

微氣候的控制、已建成地區活化再利用、工業土地轉型、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交

通運具使用行為的調整、建築物理環境的控制、鄰里社會關係的融合，此八種空間行動

類型可提供給台灣未來在操作生態城市規劃內容時之基本參考：  

表 6 城市生態化空間行動類型說明 

空間行動 

之類型 
內容說明 圖片舉例 參考案例 

水與綠系統的營

造 

包含水資源循環再利

用、地表水管理、重要

生物棲地保全、綠地網

絡創造等等 

 

 奧地利 Bad Ischl 

 匈牙利 Gyor 

 斯洛伐克 Trnava 

 德國 Tübingen 

 芬蘭 Tampere – Vuores 

 瑞典斯德哥爾摩

Hammarby 

 德國弗萊堡 Vauban 

 德國漢諾威 Kronsberg 斯洛伐克 Trn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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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行動 

之類型 
內容說明 圖片舉例 參考案例 

微氣候控制 透過季風風向的掌握

來規劃都市街道、建

築、綠帶等紋理的走向

與配置 

 

 匈牙利 Gyor 

 義大利 Umbertide 

義大利 Umbertide 

已建成地區活化

再利用 

包含歷史城區更新、衰

敗城中心再生、既存都

市基盤設施再利用等

等 

 

 斯洛伐克 Trnava 

 德國弗萊堡 Vauban 

德國弗萊堡 Vauban 

工業土地轉型 指將閒置或衰敗工業

地區土地的進行生態

化的轉型發展 

 

 匈牙利 Gyor 

 斯洛伐克 Trnava 

 瑞典斯德哥爾摩

Hammarby Sjöstad 

匈牙利 Gyor 

大眾運輸導向發

展 

以輕軌、捷運等公眾交

通的路線為主幹進行

都市空間結構的配置 

 

 奧地利 Bad Ischl 

 西班牙 TRINITAT NOVA 

 德國 Tübingen 

 芬蘭 Tampere – Vuores 

 瑞典斯德哥爾摩

Hammarby Sjöstad 

 德國弗萊堡 Vauban 

 德國漢諾威 Kronsberg 

芬蘭 Tampere – Vuores 

交通運具使用行

為的調整 

以友善與人本的角度

來謀求現今以車行為

主的街道空間使用行

為的改變 

 

 匈牙利 Gyor 

 西班牙 TRINITAT NOVA 

 斯洛伐克 Trnava 

 德國 Tübingen 

 德國弗萊堡 Vauban 

 義大利 Umbertide 

德國 Tüb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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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行動 

之類型 
內容說明 圖片舉例 參考案例 

建築物理環境的

控制 

透過自然的風向、日

照、溫度等特性來進行

建築物的設計行為 

 

 義大利 Umbertide 

 德國 Tübingen 

 瑞典斯德哥爾摩

Hammarby Sjöstad 

 德國弗萊堡 Vauban 

義大利 Umbertide 

鄰里社會關係的

融合/民眾參與 

指各種身份、職業、所

得收入的人們皆能進

行良好的互動交流以

體現友好關係，並積極

參與在生態城市規劃

的過程，充分地表達意

見與實踐， 

 

 西班牙 TRINITAT NOVA 

 德國弗萊堡 Vauban 

 德國漢諾威 Kronsberg 

德國弗萊堡 Vauban 

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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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三處操作案例之生態分析與發展策略 

一、 林口特定區（第三種住宅區含菁埔、後湖、湖子、公西、

下湖、嶺頂等地區）細部計畫 

1. 本細部計畫包括菁埔、後湖、湖子、公西、下湖、嶺頂等六個地區，係

屬林口特定區計畫之第三種住宅區，面積分別為 3.35 公頃、5.50 公頃、

3.10 公頃、11.14 公頃、7.66 公頃及 7.60 公頃。 

2. 該六處計畫區，其中菁埔、後湖與胡子分別位於林口台地之北面，公西、

下湖地區則位於林口台地南面，另嶺頂地區位於特定區計畫南緣緊鄰省

縱貫道路北面。 

3. 六處計畫區皆為舊有聚落，於 1992 年公告發布實施之擬定細部計畫書

中規定其開發方式：「本次六處細部計畫區公共設施之開發係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但因此六處計畫區大多屬私有地，且台北縣政府表示無法

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故皆尚未開發。 

4. 原計畫目標是為解決六處計畫區需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之限制，而進行

此細部計畫案開發方式之專案通檢。 

 
圖 4 林口六處計畫區位置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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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林口特定區整體空間結構與環境分析 

林口特定區之環境簡單可區分為丘陵及台地兩類，中間則有中山高速公

路穿越，由下圖可知其四週皆被丘陵的綠所圍繞，因此應該嘗試將週遭的綠

往城中心進行延伸，因此可先找出目前城中心內部所隱藏的各種綠資源，雖

然各種綠資源在空間上是呈顯破碎的樣態，但未來若以公共設施為媒介，道

路系統為導引，將這些各種綠資源予以串連，相信發展成為一個生態城鎮並

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圖 5 林口特定區範圍及六處計畫區位置示意圖(資料來源：北區隊簡報) 

（二） 菁埔、後湖、湖子、公西、下湖、嶺頂之現況分析 

1. 湖子、後湖、菁埔 

在針對林口六處計畫區進行現勘後發現，菁埔、後湖及湖子三處地

點之現況較為接近，道路彎曲，建物雖有改建，但仍維持著傳統小巷弄

的氛圍，因位於山邊，且整體環境有持續整理之感，有一定的整潔度 

由過去的歷史可知，早期以種植茶業為生，民國五、六○年代也曾

引進磚窯廠和紡織業等產業，迄今仍有數座三合院古厝，保有傳統農村

的建築風貌和濃郁的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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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子計畫區內農田與水圳景象 

  

湖子計畫區內大樹與廟宇 後湖計畫區臨樹林處之景象 

  
後湖計畫區道路景象 後湖計畫區內古厝 

  
菁埔計畫區古厝與閒置地 菁埔計畫區內道路景象 

(以上照片皆為陳子文所攝，2010) 
 湖子計畫區內之農田與水圳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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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西 

公西位處於高速公路旁，周邊有大片軍用土地存在，其土地及邊界

提供了許多綠意的空間；聚落周邊也多為工廠發展，目前在計畫區中心

地帶，仍有一片菜園，並存在著水系脈絡，可提供作為未來生態棲地的

發展核心。並可與軍區內之開放空間或閒置土地進行系統性的串聯。 

 

圖 6 公西計畫區空照地圖(資料來源：google map) 

  

聚落中心菜園現況                 復興街臨軍區之綠意景象 

(以上照片皆為陳子文所攝，2010) 

3. 下湖 

地形呈緩起伏狀，村莊建於其凹下盆狀地域，故以「湖」稱之。其

位置在頂湖之西南，大湖之南方，故稱下湖。今指下湖新村和金湖新村

一帶。(1997 年龜山鄉鄉誌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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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下湖計畫區空照圖 

目前聚落內多數建物皆已改建，由上圖可知，外部多為鐵皮工廠，

計畫區內有多處閒置或農用地，並有一處魚池。 

 
下湖計畫區內魚池景象                下湖計畫區內道路景象 

(以上照片皆為陳子文所攝，2010) 

4. 嶺頂 

桃園縣境內最古老的廟宇壽山巖觀音寺俗稱嶺頂觀音媽廟，始建年

代 1742（乾隆 7）年，目前是國定第三級古蹟。後山建有多功能林蔭步

道及親子遊憩設施。其西邊聚落也依著山勢興建，有著多條與主要連外

道路萬壽路垂直的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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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山巖觀音寺                        西側聚落小徑 

(以上照片皆為陳子文所攝，2010) 

（三） 生態城鄉發展之策略建議 

此六處計畫區原屬林口舊聚落，位於都市計畫區邊緣，從日據時期台灣

堡圖（詳見圖 8）來看，已經具有一定規模，其發展歷程應可再往更早時期進

行追溯；以整體林口台地之環境特性來看，由於台地地勢平坦，缺乏屏障、

因此林口經常風力強勁。而由於氣候高溫多雨，台地上的泥土淋溶作用旺盛，

因而形成強酸、不肥沃的紅土層，不利農耕，只利於茶樹栽種與紅磚的生產。

在此種較為惡劣的環境下，舊有聚落發展位置點的選擇，應可視為一種「智

慧」的展現。 

 
圖 8 菁埔、後湖、湖子對照現有道路於台灣堡圖之聚落型態8 

                                                      
8 圖片來源：台灣新舊地圖比對-台灣堡圖(1898~1904)： 中研院 GIS 編製：
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JM20K1904_1.htm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7%8B%E6%BA%B6%E4%BD%9C%E7%94%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JM20K1904_1.htm
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JM20K1904_1.htm
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JM20K1904_1.htm
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JM20K1904_1.htm
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JM20K1904_1.htm
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JM20K1904_1.htm
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JM20K1904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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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計畫之操作，是以改變開發方式嘗試解決現有存在問題，但回歸現

實環境，若單純以房地產價值提升的角度進行思考，再多的開發方式的轉換，

也不太可能能夠改變現有的狀況。 

因此，若以生態城鄉發展，是為了提供人們更好的生活環境品質，創造

更多可能的棲地環境，便應該思考不同於傳統的公共設施計算方式。 

對於舊有聚落，應嘗試找尋出其舊有紋理的特性，瞭解其在對抗惡劣環

境的配置邏輯，並善用周邊既有的山林綠地，以綠手指的概念延伸進行聚落

內，首先要提出整體生態廊道系統的發展架構，進而嘗試將原有兒童遊戲場

之需求面積，轉換至其他公共設施來增加其效益，例如改變道路段面形式，

以操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作為後續生態管制的方式，創造出符合既有生

活紋理特性的空間發展策略。 

對於此六處計畫區之生態城鄉發展提出下列相關發展策略： 

1. 整體發展結構概念的操作： 

林口特定區應創造出市鎮週遭的綠往城中心做延伸，先行找出城中心所

隱藏的閒置地、綠地、公共設施綠地等綠資源，雖然綠資源在空間上是

呈顯破碎的樣態，但可以公共設施為媒介將各種綠資源予以串連。 

整體思考林口特定區空間結構所代表的義意，透過歷史的疊圖與社經環

境的調查來判讀出舊聚落既有的發展智慧與價值。從歷史的角度與生態

基盤的特性來找尋基地做為自然與人文棲地所應有的獨特的經驗，以定

位出基地是屬於哪一種下世代生活的類型。 

生態基盤包含了自然與人文的基盤，且兩者可以相互共構與交流。透過

社會層面的協商以達到謀合的效果。 

2. 生活環境品質（水與綠）的確保與提升 

六處基地皆具有容易親近綠的特性，因此必需以綠手指概念來考量舊聚

落與綠連結的方式。 

未來應強化針對既有生態之中其動植物特性的描述，因為從動植物分佈

的狀況就可以得知棲習地的特性，因此也隨之反應到區域生態的特性。 

基地內部應進行好的品質公共設施的規劃，並改變傳統以人均面積計算

的公共設施供給標準。換言之，現況都市計畫綠地的配置規模而言，人

均享有綠地面積嚴重不足，但是應將舊聚落週邊的自然綠意也納入一併

計算。 

將農田視為一種綠資源並進而串連成一個生活網絡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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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水圳疏通與水源頭水質的復原。應儘量回復到原始使用狀態，不應

有太多人為建設侷限水文走勢，鄉間水圳髒亂、優氧化情況應設短、中、

長程目標進行改善。 

3. 未來開發策略之思考建議： 

從舊聚落過去的環境條件上來發展出新的建築類型，以進行微氣候的調

控。基地的發展必需保留具有生態功能的土地。 

從生活的方式上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且讓對待自然環境的態度能

夠被改善。 

規劃出與交通結點連結的住宅型式，讓居民願意步行、使用腳踏車與公

共交通系統等等。或者配合市中心的生活機能，創造出一條路徑，路徑

在接近市中心時會有一些節點以滿足日常生活所需。 

未開闢土地將來進行開發時，透過建蔽率的控制將所留設出來的空間用

於強化綠手指的延伸路徑，如此整體綠網系統便可以被建立。綠網中可

包含不同的性質，諸如散步、視覺串連、雨水儲留等等。 

制訂詳盡的細部計畫品質與性質控制內容，將來開發商只要符合細部計

畫品質的設定，便可對開發商施予獎勵、控制、限制等不同的操作手法。 

本區雖未來將進行重劃，但目前環境以商用、住用、工用混合使用居多，

為提高環境品質與兼顧目前房舍已使用之用途，可以將使用用途進行區

別，施以環境綠美化方式改善工廠設施、提高住宅品質，提升商業活動

的活絡。 
 



 

39 

 
圖 9 湖子、後湖、菁埔計畫區生態結構發展策略圖 



 

40 

 
             圖 10 公西計畫區生態結構發展策略圖 

 



 

41 

 
圖 11 下湖計畫區生態結構發展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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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嶺頂計畫區生態結構發展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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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湖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1. 本案位於大湖鄉公所所在地，其範圍北起台三號省道旁加油站以北約

500 公尺，南至大湖農工職校以南約 400 公尺，東至大湖村，西至後龍

溪及大湖農工職校，面積約為 177.37 公頃。 

2. 水與綠資源豐富，約佔全區面積之 60%。 

 

圖 13 苗栗縣都市計畫區分佈圖9 

                                                      
9 圖片來源：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http://www.tiup.org.tw/MIAOLI/index.htm 

http://www.tiup.org.tw/MIAOLI/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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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大湖都市計畫現況範圍圖 

（一） 空間結構與環境現況分析 

大湖原稱做馬凹、或巴價拉崎、Masranmo，隨著墾戶的增加，發展成大

湖庄後，大湖不僅是山區重要的街肆；同時，也是政治、軍事上的重要據點。 

位於後龍溪、大湖溪所圍塑的河谷平原地帶，有較完整灌溉系統與耕地

規劃，耕作品質良好。 

大湖鄉原以稻米生產為主，近年來因國人飲食習慣改變產量逐漸減少，

使得草莓成為大湖的主要特色，也發展出來的觀光果園形態，此外柑桔、甜

柿、幸水梨、新興梨、紅肉棗、桃接李亦享有盛名，香茅油及蠶絲則為本鄉

特有之物產名聞遐爾，歷史優久。 

由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大湖也是一個舊有的聚落，但在發展規模上，

由 1931 年與現況照片進行比對，並無劇烈的變動，而土地使用也長期維持著

農業的使用。也因為農業的使用，區域內也有水圳設施的存在，在現有自然

環境的條件下，大湖都市計畫區則成為串連兩側山脈的重要核心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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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2008 

由圖 15 的分析可知，大湖地區位處於山谷之中，夏季西南季風可沿著河

流所形成的風廊道進入市區內，而冬季東北季風則會被基地東北方之山脈所

阻擋，因此，大湖的自然環境條件提供了人們舒適的生活環境。 

 
圖 15 大湖地區水文、地形與風向示意圖(資料來源：中區隊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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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計畫區的地形大致呈東北往西南傾斜，在台三線東側主要聚落的地

方，地勢有明顯抬高，主要水圳系統則沿著大湖溪邊向下流動，並在源頭處

分叉約三處支流流往聚落內。 

 
地勢明顯抬高景象(陳子文攝，2010) 

 
水圳源頭全貌(陳子文攝，2010) 

 
主要水圳延伸景象(陳子文攝，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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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發展的中原路、中山路、中正路上，仍有多處具日式風格的舊房舍

流存，在大多透天厝的門面及建築形式，仍保有許多舊有傳統風貌。 

 

 

 
大湖市區各式舊房舍樣貌(陳子文攝，2010) 

 
傳統拉門形式門面(陳子文攝，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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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城鄉發展之策略建議 

傳統操作的方式，習慣由人口角度切入，對整體環境則直接參考相關上

位計畫的資訊，其實對整體區域環境真實的狀況並不瞭解，從區域來認識基

地環境特性，定義基地的自明性以及生活集居環境類型，進而訂定出要保留

的自然元素與生態元素。 

因此，在未來的規劃，應透過既有道路系統、公共設施配置的調整與水

圳系統結合思考，配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劃與不同的使用活動強度，發展不同

的環境品質管制內容。 

對於大湖都市計畫區之生態城鄉發展提出下列相關發展策略： 

1. 整體發展結構概念的操作： 

以生態的角度來辨識基地是何種類型的環境，辨識的基礎便是從大尺度

的空間觀點來找尋出計畫區內每塊土地的發展機會與條件，透過坡度、

風、雨、水流力度等等來進行綜合的判斷。 

細膩的調查計畫區內部不同地區所呈顯的氛圍，此便是不同生活樣態的

發展，尊重其發展樣態，透過改建與協商，在土地使用管制上允許其營

生行為產生的可能性，並讓其能呈顯出自明性的景觀。 

建立起對空間生活經驗的想像，並將風、水文、坡度等等所產生的影響

性進而在規劃層次上來扣連之。 

大湖都市計畫區中最佳化綠地系統為何？最佳化藍帶系統為何？最佳化

微氣候結構為何？此都需要先被定義。 

所應呈顯的要素就得從大湖都市計畫區基本的構成要素與河谷及沖積平

原觀察起。草莓的種植則與地理環境有關。因此如何將水文、微氣候與

草莓的關係引入到農莊內的主題性，則是發展生態農莊很重要的因素。

在分析風向與水文等等時，應該扣合到農業的發展思維上，或許農田的

紋理於此便開始與地形的紋理產生關係。 

2. 綠帶系統網絡的串連與微氣候的掌握： 

綠的結構特徵、品質與性質應該被判讀，綠有不同的高度與層次，而綠

的層次相對於基地內的生活所呈顯的義意會影響到綠帶串連的策略。透

過每一塊綠地在整體綠地系統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建蔽率及容積率要求

其開放空間應留設的面積以加強與不同個性綠軸的連結關係。 

基地外側之原始樹林應透過綠手指延伸進都市計畫區之中。大湖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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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區內小巷小弄中的生活情境，此與山林間風向與微氣候有很大的關係，

因此掌握風向來調整都市計畫的市街紋理，讓每一條小巷小弄都具有好

的品質 

綠手指的營造除了開放性綠帶與建築基地剩餘的開放空間之外，尚有垂

直綠帶、視覺綠帶、放置盆花的作法。 

綠的連結應該具有視覺的穿透性與方向性。在日照下的綠陰影具有層次，

因此透過分析後便可掌握綠的性質與品質，如此綠串連的型式方能被討

論出來，因此也會連帶影響建築高度、容積率、開放空間留設、街道寬

度等等的規劃分配。 

居家院落現存的綠地應給予尊重，但建議其使用低矮的圍牆讓視覺能更

穿透，增加私人綠地與公共綠地的連結性。 

透過建築之建蔽率與容積率的控制來配置建蔽率的留設位置來創造出系

統性的綠地，並加入「社會計畫」與民眾參與的調控，以形塑出好的綠

帶空間型式。 

重要的綠帶系統似乎都欠缺自行車道的規劃，大湖社區內只要道路環境

品質優良則每一條鄉街道路皆可視為自行車道，且自行車道的規劃不僅

只有觀光類型，而應當與當地居民生活來相互結合成一體，也可做為綠

地串連的介面。 

台三線兩側應該以複層植栽的方式來進行綠化，且植栽種植的方式可與

社區內部有所區隔。 

3. 水圳及水源頭再生與水資源的利用 

水圳、水源頭應回復到原始使用階段，不應有太多人為建設侷限水文走

勢，可以考慮朝向以民眾親水方式進行水圳的開放。 

利用水流來調節城區氣候以創造好品質的環境。考量風向與水流的因素

來進行公共設施的配置與設計，公共設施用地得配置於綠脈之上。 

大湖區內有很多水岸的地區，應加強對於水岸環境的規劃與設計與使用

行為的管理。 

未來應對家庭的排放水得進行分級，可利用自然棲地營造出人工濕地系

統來淨化水質，並反應在公共設施的設計與地景及綠帶的營造上 

4. 人文資源的保存與再發展 

以老舊市區街道的規劃而言，可以挑選具有重點特色的老街來擬定都市

設計管制的規範，包含公私領域銜接的介面該如何的被處理，皆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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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說明。 

大湖中心商業區呈顯出過去一種居住的樣態，很有風格且具特色讓觀光

客想前來觀光，因此便可在都市計畫上給予混合使用的許可，來取代傳

統的商業區劃設。 

探討現況建築區位的座落位置，並透過歷史上的研究，來得出適當的建

築類型以建構出好的微氣候環境。 

5. 交通行為的控制 

透過好的生活發展詮釋，知道各種威脅與重要的項目，方能設定出生態

城市發展的願景。比如以每個人出門五分鐘內皆可以接觸到不同層次的

綠地，且是用公車、腳踏車等方式來接觸綠地。 

人本交通的規劃必須考量草莓豐收期時，外來觀光客大量的汽機車湧入，

因此必需在不同的季節與時間下去討論該提供何種的氛圍讓觀光客來體

驗，如此便會考量觀光客進入此地區環境的交通方式，也會思考停車的

問題、無車鄉村、低碳交通鄉村等等，因此人本交通可以延伸出很多的

想法。例如，可在社區外圍統一設置停車場，讓觀光客透過散步或自行

車來連接到市區之中，且在街上可以透過不同節點來創造出新奇的感覺，

並規劃出商業區、製酒區等不同的規劃。因此可以來重新定義空間被使

用的方式。 

交通系統計畫上可包含居民的進出、車輛的停放、是否是每戶都有汽車、

農業機具停在哪。並將道路上行駛的速度都可以被制定，並有些路段與

自行車共構，將道路的品質與性質都一併制定完成。 

6. 傳統農作方式配合休閒生態旅遊 

說目前台灣傳統農作方式已漸漸落沒，大湖地區的傳統農作方式與各式

農產加工產品每年吸引萬人旅遊，且已有業者進行生態保育動物復育培

植，若再配合周邊已發展的大窩生態保護區、馬那邦休閒園區、薑麻園

休閒園區及鯉魚潭水庫，發展二天一夜、三天二夜等休閒旅遊規劃，將

可塑造為中北部的生態旅遊據點，對於一級產業與三級產業的發展將有

很大的助益。 

土地在不同的活動、產業與觀光的季節中，可發展出彈性使用的機會與

條件是需要被考量。 

7. 都市更新區的新思惟 

林務局舊宿舍與鄉公所附近地區之更新，應可以採取修補式更新方式進

行，除了可以保留當地建築的意象，亦可成為旅遊的新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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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大湖都市計畫區生態結構發展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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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屏東大武營整體規劃案 

1. 本案基地位於屏東市西南側，現屬屏東都市計畫之「機十」用地，面積

約 24 公頃。 

2. 大武營區為陸軍航空特戰司令部駐地基地，營區鄰近為辦竣市地重劃之

住宅地區，都市基礎設施完備；進出之聯外道路為建國路，向南可通往

高雄，建國路與台一號省道附近為屏東市西南隅工業分布地區。 

3. 營區規模小於 30 公頃，富水與綠，配合軍事管制區開放，原有土地利

用及權屬單純。 

 

圖 17 大武營基地位置圖(資料來源：紫陽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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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空間結構與現況調查分析 

從屏東市整體開放空間發展結構來看，大武營營區是目前屏東市西南方非常

重要尚未開發的土地，鄰近萬年溪，周邊也有公園與學校，可形成一完整的西北

東南向綠廊。並可與屏東現在正在發展的綠色生活圈進行結合。 

 

圖 18 屏東市藍綠帶網絡結構示意圖 

從基地歷史脈絡進行觀察，整體內部空間配置，北側區位於 1926 年便已發

展，至 1960 年時，基地內之相關設施及建物配置大致已經底定，與現況相去不

遠。 

目前主要是做為傘兵訓練的基地，因此有許多關於傘兵訓練的設施。 

 
曬傘塔(楊宜升攝，2009)                跳傘塔(楊宜升攝，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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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內之綠資源甚多，綠覆率達 75%，有數目約 1500 顆，老樹約 30 棵；

並有一景觀生態池及游泳池為基地內主要水體。 

 
景觀生態池一隅(楊宜升攝，2009)       綠樹林道景象(楊宜升攝，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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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城鄉發展之策略建議 

作為生態城鄉規劃的發展，可從歷史發展的脈絡，瞭解其營區內外發展的轉

變，成為後續不管是在建築物保存或開放空間留設的依據。 

對於屏東大武營區之生態城鄉發展提出下列相關發展策略： 

1. 整體發展結構概念的操作： 

屏東市的城市價值應該是屬於一個慢活的城市，且生活上充滿了眾多的

綠意。因此將大武營區做為綠地的使用，並使其與週遭的綠地系統做串

連。必需將想透過營區發展來獲得金錢上所得的心態降至最低，如此才

有談論空間規劃的條件。 

大武營區往後做為何種生活的想像應該被探討，大武營區的改造相對於

其週邊地區而言代表了何種生活的想像也應該被探討。 

從歷史的疊圖上來做協助，來瞭解整個營區及週邊環境改變的過程，以

斷定營區在歷史變遷發展上所曾經扮演過的角色，特別是生態議題的層

面。 

從以前到現在，其生態基盤的特性為何？對週邊環境的價值為何？可以

先聚焦於此。因此在生態條件上應當回應的訴求與準則在主要計畫中便

已完整的檢討。因此便可訂出未來開發可被影響的空間為何，以及如何

的進行補償與平衡。 

2. 生態規劃的內容建議 

大武營區的綠資源呈顯出哪種的條件與機會得從整體屏東市綠地網絡串

連的系統上來看出大武營區的價值，大武營區內部的綠已呈顯出一種結

構，因此其在型式上是怎樣的特徵？在品質與性質上有何需要被探討？

綠地的生態能力與綠地的面積與形狀有極大的關係，因此必需思考大武

營區內部不同空間往後能夠承載的生態能力進行判斷。 

必需順應陽光、空氣、水等自然法則進行規劃。掌握風的方向、日照的

角度方向、視覺高度與對比、噪音等等，而進行這些調查時都應該回歸

到生活上的體驗。 

區位上與高雄捷運屏東延伸線OP9站鄰近，在規劃上應思考連結的可能，

以提升本基地聯外功能。 

營舍與道路所構成的紋理也是一項重要的歷史紋理，營區的規劃必需與

週邊道路紋理彼此的結合在一起，讓營區週邊道路便可直接視覺以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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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接進此營區，但得避免汽車的直接進入營區內部，而以軸線的切入、

視覺的切入、生活上用沒有污染及破壞環境的運具方式切入等等方式。 

3. 未來開發策略 

軍方、縣府與有關部門皆需要創造出開發的共識，並共同創造開發的經

濟價值。因此大武營區對於屏東縣而言，則是透過綠地來創造出好的綠

環境以連鎖帶動營區週邊住宅產值的增加。 

住宅社區可創造出異於營區週遭的住宅市場，並限定開發數量、鎖定特

定族群並拉高單價。且促成在產業專用區內的投資者能於營區內部購置

房產。產業專用區的發展性質得被獨特的設定，可將南台灣創意與研發

的產業集中於此。 

透過營區內的規劃配置來順帶提昇營區東側國防部所興蓋的住宅高樓的

房產價值。且縣政府在某種程度上也得放棄獲利的心態，雖然財務上的

創造是歸零，但在實質上卻替屏東市創造出了好的公園並可使週遭地區

共同受益。 

產業發展用地，並不是蓋新的廠房來提供給廠商，而是利用既有的營區

建築便能轉換成為產業生產設備，並有眾多的投資誘因，以讓後續廠商

能夠回饋地方。 

住宅社區可以提出建築的類型。且需要配置的廣場、公園與其它開放性

的綠地，則可將現有既存的事物與未來所需提供的廣場與公園等結合在

一起。 

以人文設施的保留為主題，可以舉辦公開的概念性競圖，以進行重新的

詮釋，因此可以找藝術家、地景規劃師等來共同努力。 

當有了明確的發展概念，在未來則可透過開發商競圖的方式來找到營區

再發展的機會，且勢必得吸引新的產業的投資方能創造利潤，也才能發

想出有意義的開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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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大武營生態結構發展策略圖 

 



 

58 

陸、 結論與建議 

一、 本次工作坊操作對規劃者的期待 

（一） 都市規劃專業者未來的挑戰 

城市規劃建設與開發行為日趨複雜，各城區定位目標與環境特色及歷史

文化條件皆不盡相同，各城區風貌也應各有特色。 

本次工作坊所安排之課程，除了教授當前生態城鄉發展最重要的趨勢、

觀念外，在工具及方法的應用上，為了就是讓規劃者能夠具備有發掘在地特

色與問題的能力，與其說生態城鄉是在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形態，不如說生態

城鄉規劃其實也是在解決現有及未來可能面對的問題。 

一個城鄉的規劃與設計涉及長期的發展遠景與過渡的轉型，一個城市的

功能與內涵往往隨時間空間之變遷而有不同的要求，唯有透過精準的判斷，

並利用與調整既有的土地使用管制規範進行對生態城鄉實質環境的建設與經

營已成為必然的趨勢。在實務操作上，雖因應不同的空間尺度、主題與利害

關係等因素而有不同的操作手段與程序，但其目的皆相同，都是要描繪、營

建一個＂好的都市形式＂。 

（二） 計畫的轉型與發展邏輯重建 

在接受挑戰的同時，都市計畫制度顯然必須從過去經濟開發，土地最大

利用的方向，轉型到以環境保護、自然保育與人文環境維護的方向上，特別

是在「人類發展（行為）」與「自然資源」關係的引導與規範上，開展出有意

義的反省與新的嘗試。 

除了新觀念與價值的引領，新制度脈絡的建構外，發展出合宜之新工具

與介面，以積極落實永續發展、世代生存及環境維護的訴求，將是下一階段

台灣邁向生態城鄉發展目標上，都市計畫制度性角色與功能重新界定的方

向。 

從國際上幾個生態城市發展經驗來檢討，生活品質的提升與創造人民幸

福感的成果都不約而同的成為空間發展中，環境永續、生活永續與經濟永續

發展的載體，指出了空間資源與心靈反省對話的邏輯，而三個操作案例，透

過本次工作坊的操作，重新嘗試指出每一個不同地區土地使用的特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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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邏輯。這種指認對於未來生態城鄉發展中的土地使用行為（侵擾行為），有

機會建立起更符合人類永續發展、三生共構的空間秩序與邏輯。 

二、 後續推動的發展建議 

（一） 以人為本的永續、生態、綠社區 

從國外的案例可知，因為面臨人類生存環境上的巨大變動，讓許多國家

興起一股所謂的生態設計風潮，以試圖緩和日益惡化的地球環境。然而，不

管是從整體都市結構、交通運輸系統的改善規劃、還是在能源、廢棄物與營

建材料的應用上，都有著極大創意的展現。 

然而，其所展現出來的空間與意義，皆是以人的各種生活行為為依歸的

環境，使人們可以怡然自然地生活在其中，透過便捷的大眾運輸或混合使用

規劃，遠離因交通所產生的各種不良因子。但要能夠成就這樣的環境，最核

心的關鍵仍是「人的行為必須要有所改變」。 

生態城鄉發展所營造出的各種實質空間，若沒有了「人」這個最終本質

目標的結果，真正的永續就不夠全面且成效有限；歐美國家過去 20 年來的經

驗證實，「民眾參與」是永續發展的必然過程，「人」、「文化」與「環境」的

調和才是真正的高品質生活，而這些目標必須藉由「民眾參與」來加以實現，

其中半官方與私人組織等非政府組織（NGOs）的運作扮演了一個非常關鍵的

角色。 

在未來，一個地區在生態城鄉的實踐上，應要擬定「民眾參與機制」的

執行機制。每個城區的發展，應結合政府部門、市議會、建商與社區居民的

合作發展模式，在構想醞釀之初，就已將「人」認定為永續發展的中心議題

與最終目標，且推動力應該來自「靈感」、「創意」與「民眾參與」，唯有如此，

環保、社區發展、經濟、文化並重的願景才得以實現。 

（二） 擬定民眾參與獎勵措施之研究 

民眾的參與和都市發展形態是互為因果的。都市發展型態日新月異，我

們的發展方式也因為市民的參與經驗了不少改變。現在的民眾參與不只是為

了滿足自己對於都市發展中食衣住行育樂之利益，它已有了一種更複雜、更

深層的意義。對於民眾來說，參與城市的發展願景影響了人們人格形成與維

持，他們的自我感，以及他們理想中的自己。它已經和自我城市認同感的種

種發展過程分不開了。因此，它除了是一種城市演進過程之外，也是一個重

要的社會、心理與文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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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民眾參與在本質上乃是居民對城鄉發展願景或規劃者的一種

認同，也是一種具體的贊助。居民藉他們的選擇，可以給提供城鄉發展未來

願景與規劃者一些明確的訊息。規劃者除了受法規限制做合法的事，更應嘗

試以在地居民的角度來作思考。因此民眾參與不只是被動的參與，更是藉著

參與的選擇行為表達對自身城市及其願景發展理念的認同。 

因此藉由實際操作的制度與方式敘述，一方面可以鼓勵當地民眾、學校、

地方性組織及民間環保團體，積極參與自身生活空間規劃之相關工作，另一

方面也可以促使政府應擬定獎勵措施。例如頒發模範都市河岸親水空間獎章、

永續生態社區獎章等。或者提出經費以供地方申請，由於可解決部分經費問

題，亦可達到鼓勵地方積極規劃自身未來生活願景之目的。 

（三） 生態城鄉都市空間規劃制度與民眾參與機制之重新調整 

生態城鄉發展除了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內容的重新調整之外，為了在規

劃過程中各個階段都有民眾參與的機會，因此提出在政府決策者徵詢民眾意

見、與民眾溝通的過程主要於規劃階段及細部設計階段。規劃前，調查民眾

以瞭解民眾需求；規劃、設計中，徵求民眾意見與民眾溝通；規劃後，民眾

參與環境評估與管理維護。 

 

圖 20 生態城鄉發展都市計畫擬定各階段之民眾參與流程圖10 

 

                                                      
10 資料來源：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2006，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STANDARDS，
WILEY-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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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關國外文獻及案例裡可以瞭解，匯聚社區意見來形成行動計畫，已

經是住民生活的一部份。其中，規劃工作坊（Workshop）是常被使用的方式。 

工作坊 (Workshop) 用詞，隱含創造性與生產性的活動意象，著重參與者

彼此的溝通與開發團體創造性 (淺海義治，1997)，一般分為三部份，包括簡

介說明、團體作業與團體討論會。主要角色有三種，包括「參與者」、「專業

者」與「促成者」。參加工作坊的社區居民、公務人員、外地來觀摩的人，都

可能是「參與者」；「專業者」則是具備特殊專業技能，對進行社區營造有直

接助力者；至於主持及協助工作坊進行的人則是「促成者」。 

由國外文獻裡可以探出，匯聚社區意見來形成行動計畫，已經是住民生

活的一部份，所以從參與技巧發展上，不斷粹鍊精緻的工作模式（淺海義治，

1997；鄭晃二與陳亮全，1999；Hester & 張聖琳，1999；日本兒童與社區營

造研究會，2000；Wates, 2000）。 

Langton (1978) 提出成功的參與規劃步驟包括：找出應該參與的個人或團

體，決定應該參與的決策過程，形成參與的目的和目標，找出參與的方法或

技術，分析所得資源，而以現存資源結合方法到目標，選定合適的方法，進

行活動的實施與評估等。而促進參與的方法與策略在於，能夠充分提供機會

來傳達訊息，不斷地訓練民眾關心與參與規劃作業，並透過參與人群來形成

具有代表性的決策組織，以共同執行或監督計畫之執行。 

透過新願景促進會的自在對話機制，以及對於公共議題的論述與實踐習

慣，由各鄰里社區團隊來主導規劃是自然地實踐開來，包括地方意識的呈現，

環境保護的實踐，文史資產的累積，以及產業生機的開創等等。因此，民眾

參與的過程並非隨機地讓民眾發表意見，而是需透過一連串的知識與能力培

訓才能對議題有聚焦的討論過程，也才會是有效的市民參與過程。以目前政

府所執行的相關計畫中，社區規劃師的培訓是一個良好的基礎，而未來在民

眾參與的工作坊中，「參與者」的角色可由已受過訓練的社區規劃師為基底，

年復一年地擴大教育與相互影響，才能達到全民對公共議題的參與與瞭解，

進而對公共議題有正確的發聲角度。 

因此，真正的民眾參與機制建立與實行，並非只是單純地反映民眾意見，

更同步進行教育，讓民眾瞭解公共事務的相關內容，並對未來生活的樣貌與

品質有著正確的想像。 

參與式設計過程中，專業者與公部門的角色扮演，是在落實參與式設計

工作中最重要的溝通與協調的技術，且參與式設計師應嘗試站在民眾共同意

義的角度來處理規劃事務，不必礙於部分民意而無法表達出專業者自身的價

值觀。除了一般的空間規劃設計外，尚須培養整合各種專業的能力以進行理

念推廣、組織動員的能力、活動企畫等工作、與民眾建立互信、平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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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都市計畫法新增生態性內容 

都市計畫法第12條為發展工業或為保持優美風景或因其他目的而劃定之

特定地區，應擬定特定區計畫。但因條文可詮釋範圍太廣泛，且未有前例可

循，因此截至目前並沒有任何縣市依此條文劃設生態特定區，使得縣市對於

『生態』的保護變成只是法條上的內容。都市計畫法第 15 條第 1 項指出當地

自然、社會及經濟狀況之調查與分析，可以將當地生態性評估納入本項調查

與分析；在第 22 條細部計畫應以細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表明之事項應納入

生態基盤調查與獨立書圖，提供後續發展之參考。都市計畫納入生態性評估

內容於國外已是都市發展的基本書圖內容，目前國內積極發展生態城市『生

態基盤』的調查應成為不可或缺之書圖內容。但因目前法令皆未明確將『生

態基盤』納入都市計畫的調查與分析，因此生態性評估成為自由心證的調查

項目，也造成很多輿論爭議與當地居民的抗爭。 

都市計畫法的意義依第 3 條所示，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

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

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而其合理之規劃理應將地區內的全貌完整呈現，

而不是為了發展將事實隱瞞，因之建議都市計畫法於修法時，重新檢討『生

態基盤』的納入，讓『生態基盤』成為都市發展時能明確被指認的項目。 

以上僅針對現行都市計畫法未來在修法上提出方向上之建議，因本計畫

主要之任務在於工作坊之辦理與交流，對於台灣在發展生態城市所需調整的

法令制度內容，建議參考營建署「生態城市都市設計操作手冊」一案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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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會議紀錄回覆表（開會時間：98/11/19） 

發言委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李委員得全 1. 傳統都市計畫（設計）之制度及命題，

確實無法回應所謂生態城鄉規劃之思

考，或許因諸多考量，本次期中報告仍

以「生態城市『都市設計』過程」之概

念作為主軸，建議調整為「生態城市的

『營造過程』」：於城市的發展定位、規

劃、設計、營建、維護管理、生活等各

個階段中，將生態城鄉概念視為應納入

處理的關鍵要素，以避免再次陷入傳統

都市計畫（設計）程序之困境，而使視

野受到侷限。 

 在報告書內文中，已調整相關用

語，將「生態城市營造過程」作

為說明主體。 

2. p.13 圖 3「景觀發展結構辨識與發展項

目與程序示意圖」： 

（1）「綠地系統」之關鍵在於呈現開放

空間所應具有的系統性及連慣性，建議

將『環狀』綠帶與開放空間，修改為『帶

狀綠帶』，以避免行程單一形式綠帶之

狀態。 

（2）有關「建築量體設計」之所代表

之意義，應可為「當地、當代樣式」之

綠營建，並且應能提醒規劃者避免總是

抄襲西方、高緯度國家之營造手法。 

 已根據委員意見進行圖之內容修

正。 

何委員天河 1. 生態城市歷來之理論發展，通常規範於

「節能減碳、循環減廢、經濟效率、健

康環境」等四個概念，並於此四概念下

漸次發展具體的指標與方法，並試圖與

規劃實務進行結合。假設生態城市以達

成上述四概念為目標，應從「土地使用」

及「交通運輸」尋找適當之切入點，並

以此為手段，達到生態城市營造之目

標。 

 本研究的核心，便是以土地使用

管制為核心進行思考，而在大眾

運輸網絡興盛的年代，土地使用

與交通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工作

坊的過程中也不斷地於課程及評

圖過程中有所提及。 

郭委員瓊瑩 1. 駐地的 workshop 有其重要性；現地經

驗對於圖資判讀能力的建構，將較純粹

的圖面閱讀、地理資訊系統操作更具啟

發性，而這樣的訓練過程需要累積，無

法速成。 

 未來將建議分署辦理相關訓練課

程。 

2. 透過多層次的轉化過程，將歷史、人文

（網絡）所隱含之資訊圖面化、空間化

極為重要，建議將此部分予以強化，對

 歷史疊圖的技術與判讀，正是本

次工作坊課程內容與操作中重要

的一項學習過程，感謝委員指教。 



於未來城鄉發展之規劃勢必產生結構

性之改變。 

3. 不同時期植被之樣貌及其所呈現之歷

史意義，是目前即為難以取得之資料，

建議可洽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尋求此部

分研究資料之提供，提升規劃資料之完

整性。 

 謝謝委員指導。 

4. 建議透過本示範計畫之執行，建構生態

城鄉操作之 SOP，供後續相關計畫執行

參考。 

 已於工作坊及報告書中對於調查

項目及規劃構想的操作有詳細的

教學與說明。 

陳課長志銘 1. 本委託案企圖透過培訓教育及個案操

作及實務訓練之過程轉變分署同仁之

規劃觀念，並且達成規劃技術提昇之目

標。 

 謝謝委員之指導與肯定。 

2. 目前各規劃隊有機會獲選參與工作坊

培訓之同仁仍為少數，期望未來於期末

報告中對於「教材」部分之質量能再增

加，本工作坊歷次課程時間均長達 2

小時，然於期中報告中，僅以每次課程

約 2 頁篇幅呈現，至為可惜。有關本次

工作坊課程實錄及教材部分，建議受託

團隊參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辦理

「德國空間策略規劃技術研討及培訓

計畫」之方式進行修正，以完整呈現本

工作坊培訓內容之全貌。 

 將於結案成果中分冊完整呈現。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回覆表（開會時間：98/12/23） 

發言委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李委員得全 1. 生態城鄉規劃確屬當前及未來台灣城鄉

發展規劃之關鍵工作，本案之委辦及推

動方式亦有所創新，值得肯定。 

 謝謝委員肯定。 

2. 建議將八場次授課內容彙整為可供委託

單位及其他地方政府規劃單位參考學習

之教學資料，並釐清國外案例經驗，從

中提出具體可供國內現行都市計畫規劃

作業實務採用之方法與實例。 

 在結案成果以課程實

錄一冊呈現，內容包含

教學簡報、教學紀錄及

影像實錄 

3. 建議從五場次之評圖過程整理出「生態

城鄉規劃」之分析項目與方法及基本原

則與標準，以利委託單位及其他地方政

府規劃單位之學習及參考，並就三案例

現行都市計畫內容提出邁向生態城鄉之

策略及計畫修訂之建議。 

 已於「評圖紀錄」及「三

處操作案例之生態分

析與發展策略」內容中

提出三案例之生態城

鄉發展策略建議。並整

理相關操作時需注意

之調查項目與規劃操

作。 

4. 建議本委託案之成果似可再進一步針對

台灣現行都市計畫法令如何修訂以納入

生態城鄉營造項目、內容、標準與程序

提出建議（可參考英國政府 2009 年公布

之 Planning Policy Statement EcoTowns

之架構與內容）。 

 因本案主要的工作在

於課程操作的辦理，相

關研究部分，請參考於

營建署進行之「生態城

市都市設計操作手冊

之研究」一案之成果。

但另於最後之建議內

容 P.62 補充在都市計

畫法修法的方向建議

說明。 

何委員天河 1. 本工作坊之辦理目的在於闡釋生態城鄉

之觀念、基本操作方法及技術之教育宣

導，就課程結構及內容而言，本案之目

的應已達成。 

 謝謝委員之肯定。 

2. 第 33 頁圖 9 所示 Ecocity 所提之願景指

標完整，但個別都市並無法達成所有指

標項目，故因地制宜有其必要性，建議

將本案操作案例所欲達成之指標項目進

行說明，將使規劃策略更為完整。 

 因本案主要是在進行

教育宣導的工作，案例

操作的主體，仍是以各

區隊為主，但已在「三

處操作案例之生態分

析與發展策略」內容

中，針對三個案例提出

生態結構上之建議，以

供各區隊參考之。 



3. 生態都市之觀念如何與現行都市計畫機

制融合，進而落實至土地使用計畫、分

區管制、財務計畫、市場又因、政府預

算分配，甚至法令機制之建置，建議作

為城鄉分署下階段生態城鄉持續推動之

目標。 

 因本案主要的工作在

於課程操作的辦理，相

關研究部分，其他各詳

細之內容請參考於營

建署進行之「生態城市

都市設計操作手冊之

研究」一案之成果。至

於財務的相關研究，也

建議分署在後續可進

行相關計畫之研究。。 

4. 生態城市、生態社區及綠建築之規劃尺

度有所差異（例如：都市與社區之差

異），規劃技術因素也有所不同，建議於

推動生態城鄉規劃時留意此三者之不

同，並予以明確界定。 

 謝謝委員之指教。 

5. 規劃界應共同努力界定出台灣地區之生

態都市（社區）之願景指標、共同元素、

作業程序，以求廣泛落實。 

 謝謝委員之指教。 

6. 都市計畫操作作業手冊之內容若無隨時

間及規劃概念之發展而調整，將成為規

劃者之束縛，建議城鄉發展分署參採本

計畫之執行成果，納為該作業手冊未來

之修訂參考。 

 本 案 之 部 分 研 究 內

容，是參考都市規劃作

業手冊之內容，過去的

累積並非無用，而是需

有所檢討，便可與新的

觀念結合。 

南區規劃隊 

邱幫工程司子章 

1. 本次審查會議為期末報告審查，內容不

宜大幅更動，本工作坊 8 次課程及 5 次

評圖教材內容值得肯定。 

 謝謝委員之肯定。 

2. 為增加本教材之可讀性及使用上之方便

性，建議避免單純以文字表現多以表格

（例如：檢核表、比較表）及流程等示

意圖彙整或增列章節之小結論等。 

 已於結案成果及相關

實錄內容進行修正。 

3. 建議提出相關生態城鄉規劃之操作案例

與本工作坊三案例之對照表，例如： 

達成指標與目

標 

生態規劃原則 納入變更內容、

管制 

   
 

 請參考 P.28 之相關資

料表格，有針對課程中

所提及之十個案例進

行具體空間行動類型

的整理。 

 



「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 

-評圖工作會議（一）- 

會議記錄 

一、會議時間：98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1：30 

二、會議地點：城鄉發展分署 2 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主講人： 

謝正昌 城鄉發展分署副分署長 

四、會議紀錄 

※變更林口特定區（第三種住宅區含菁埔、後湖、湖子、公西、下湖、嶺頂等

地區）細部計畫 

1. 將傳統都市計畫中不被視為綠地的空間，透過正向思考轉變成是一種綠資源，

並進而串連成一個生活網絡的系統。運用容積率的管制與獎勵來爭取更多的

公共開放空間，並把每戶人家居家門前的綠意保留下來。 

2. 降低房地產炒作投機的狀況發生，要重新整體思考林口都市計畫區空間結構

所代表的義意，找尋出基地是屬於哪一種下世代生活的類型，且定義現況已

經存在及未來即將存在的事物。 

3. 開發後的空間品質以及生態上的保護及保存，可以從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內容

來著墨。 

4. 規劃時必需以區域環境的尺度來思考，主要計畫層次上趨向操作生態廊道的

架構，細部計畫趨向於操作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來做為生態城市發展管制的項

目。 

5. 從生態基盤的特性來重新找尋地區做為人文棲地所應有的獨特的經驗，進行

修補式都市更新與好品質公共設施的補充，以此為基準思考發展管制上的架

構或方式。 

※大湖都市計畫 

1. 探討思考大湖是個什麼類型的環境，因其本身應具有個性與自明性。此外不

要抹煞既有已存在的土地使用的方式與強度，除非此地區為潛在的災害地

點。 

2. 判斷災害的類型，探討災害發生的潛在原因為何，因地制宜的從地型地貌上

進行規劃。 

3. 從大尺度的空間觀點來找尋出計畫區內每塊土地的發展機會與條件，透過坡



度、風、雨、水流等等來進行綜合的判斷。並套疊台灣的生態圖，發掘出此

處的生態棲地。 

4. 將水儘量的儲留，利用流水來調節城區氣候，而風向與水流的邏輯會影響到

公共設施的配置與設計的方式。 

5. 公共設施用地可配置於綠脈上，透過建蔽率與容積率的控制來配置開放空間

的留設位置，來創造出系統性的綠地，並加入「社會計畫」與民眾參與的調

控，便可形塑出一種好的綠帶空間型式。 

※大武營區土地整體規劃案 

1. 大武營區得與週遭的綠地系統做串連。將金錢上的獲利心態降至最低，以地

價做基準，營造出生態的社區，其包括好的住宅產品以及好的生活環境，透

過建築類型與密度的控制，使住宅產品的型態與週遭不相同，並讓居民的生

活品質達到一個新標準。並且設定一個時間點讓全部的住宅可以銷售完成。

以此計算出所能承載的金錢價值，再去與縣府以及軍方協商。 

2. 產業發展以利用既有的營區建築轉換成為產業生產設備，並提供眾多的投資

誘因，詢問有意願進駐的產商其所願意支付的土地價格為何，藉此對不同廠

商的特性，訂定出不同的誘因機制。 

3. 透過調查來得知生態基盤上得注意的事項，且營區內現況樹木的位置都得測

量出來，如此便可知往後進行土地使用控制時該回應的事項。 

4. 計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求得生態足跡中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多寡。 

5. 從歷史的疊圖上來瞭解整個營區及週邊環境改變的過程，以斷定營區在歷史

變遷發展上所曾經扮演過的角色，特別是生態層面的議題。 



「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 

-評圖工作會議（二）- 

會議記錄 

一、會議時間：98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9：30 

二、會議地點：城鄉發展分署 5 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主講人： 

謝正昌 城鄉發展分署副分署長 

四、會議紀錄 

※變更林口特定區（第三種住宅區含菁埔、後湖、湖子、公西、下湖、嶺頂等

地區）細部計畫 

1. 針對更新後的生態社區制定出願景、目標、策略等等，以此再回應到現階段

開發基地之特色的發掘。而舊聚落屬於鄉村型的社區開發，應更加的保留具

有生態功能的土地。 

2. 從區域的角度嘗試找出基地的發展定位，並思考如何與大區域尺度的環境做

連結。並探討基地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生活方式。從現況環境的基礎上去檢

討做為好品質生活的可能。而舊聚落的發展存在著某一種的智慧，因此從過

去的環境條件上來發展出新的建築類型，並推動綠手指的概念以連結到林口

的市中心區。 

3. 舊聚落熱島效應低，因此公共設施所要回應與處理的策略也不同。而舊聚落

道路不一定得有統一的寬幅，但必需付予綠地的機能，此可於土管要點載明

出綠地留設的面積與位置。且提供新的交通公共設施，規劃出與交通結點連

結的住宅型式，讓居民願意使用腳踏車與公共交通系統等。配合市中心生活

機能，創造一條路徑，路徑在接近市中心時有一些節點，以提供日常生活滿

足的選擇。 

4. 假使舊聚落與週遭農業生活有密切的關係，居民日常生活所需便可由農地來

提供，並成為農產的中心，但此需要進行產業的分析。 

5. 針對既有生態之中其動植物特性進行描述，從動植物分佈的狀況就可以得知

棲息地的特性，也隨之反應到區域生態的特性。 

※大湖都市計畫 

1. 利用河川水位高低差，配合溼地規劃來處理污水的簡易淨化。而河川水文對

於氣候變遷的因應對策應多加著墨。另外得針對動植物特性進行描述，從動

植物分佈的狀況就可以得知棲息地的特性，也隨之反應到區域生態的特性。 



2. 透過 SWOT 分析來訂出計畫區可以詮釋的生態城市發展願景，因此 SWOT 分

析便可針對生態的特性與長處及溫度的舒適性等等。 

3. 大湖社區可以朝向人文及生態產業的社區做發展，成為其它社區的觀摩與學

習對象。將廚餘的共同堆肥、社區的農園及菜園等納入零排放的概念。也訂

定出水排放值降低的範圍，要求家庭的排放水得進行分級，並利用自然棲地

系統來淨化水質，此便會反應在公共設施的設計與地景及綠帶的營造上，是

故在都市計畫圖上開始出現了綠帶計畫。 

4. 交通等其它的議題也可以整理出相關的課題，並整合到土地使用管制項目中

的建議事項之中。而台三線兩側應以複層植栽的方式來進行綠化，因此植栽

種植的方式便可以與社區內部有區隔。 

5. 農作物種植在田裡或是山裡會對土地使用形成一些原則。而農產品的銷售方

式也會反應在空間使用模式的配置上。對觀光行為的湧入，則要考量交通上

的衝擊，此便與交通的所需提供的服務以及空間的配置有關。 

※大武營區土地整體規劃案 

1. 必需先行確立基地進行生態規劃的目地為何。在主要計畫層級上至少將生態

基盤進行完整的檢討，因此便可訂出未來開發可被影響降低的空間為何，以

及如何的補償與平衡。 

2. 探討太陽能產業在製造生產的過程中發展的限制，而產業生產過程中所產生

的污染是否能於基地之中就被處理，這是很重要的事項。 

3. 萬年溪的整治應當加以分析與觀查。而萬年溪所帶動的能量物質流的部份也

應可多加處理。且也得針對既有生態之中其動植物特性進行描述。 

4. 應以對屏東縣政府產生最大的效益來思考營區的規劃發展。市場機制的訊息

應該更明確，以評估出財務計畫的可行性。 

5. 在營區之內有哪些的經驗是無可替代？哪些經驗是長時間以一種生活組織

的方式或是它種生活表現型式而存在的事物等等，都可以被探討的對象。 

 



「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 

-評圖工作會議（三）- 

會議記錄 

一、會議時間：98 年 12 月 04 日〈星期五〉下午 1：30 

二、會議地點：城鄉發展分署 5 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主講人： 

陳志銘 城鄉發展分署區域發展課課長 

四、會議紀錄 

※大湖都市計畫 

1. 得進行風、水文、坡度等分析，找出其對於好品質生活的影響性，以產生問

題意識並進而在規劃層次上來扣連之。而河水如何被人所用與居家排水如何

避免影響河川則需要有因應的對策。且透過好的生活發展的詮釋，得知各種

威脅與重要的項目，因此才設定出生態城市發展的願景。 

2. 綠的結構特徵、品質與性質應該判讀出來，而綠的層次相對於生活而言的意

義會影響到綠帶串連的策略。綠廊的營造可結合動物遷移與風的廊道。綠的

連結應具有視覺穿透性與方向性，因此一連串的分析後便可掌握綠的性質與

品質，如此綠串連的型式方能討論而出，進而影響建築高度、容積率、開放

空間留設、街道寬度等等。 

3. 以綠手指的手法將綠延伸到聚落之中。營造的方式除了開放性綠帶與建築基

地的開放空間外，尚有垂直綠帶以及視覺綠帶的作法，或以放置盆花的方式

來創造，並透過建築高度的控制讓居民可透過視覺方式來享受綠意。當然綠

手指營造也與社會使用行為有關。 

4. 應重新定義空間被使用的方式，觀光客在計畫區外圍統一設置停車場，透過

散步或自行車來連接到市區之中，在街上透過各式的節點創造出新奇的感覺，

並規劃出商業區、製酒區等不同分區的規劃，而酒莊也能讓觀光客接觸到美

好地景與綠資源等，皆可在土地使用管制上來強化其對品質上的建議。 

5. 生態指標工具的運用如果回到生活的角度則會有不一樣的詮釋，從生活上找

出威脅與機會點。 

※大武營區土地整體規劃案 

1. 大武營區綠地的價值得從整體屏東市綠地網絡系統來得出其條件與機會，並

探討營區綠結構在型式上的特徵。而綠地的生態能力與面積及形狀有極大的

關係，因此必需針對營區內部不同空間所能承載的生態能力進行判斷。而公



私領域的開放空間應該相互的結合，透過營區的開發促使週遭環境一同的活

絡再生。 

2. 應提出住宅建築類型。並可將現有既存的事物與未來所需提供的廣場與公園

等相互的結合在一起。而營區內的大集合場日後的保留，假使無礙生態環境

的健全，則可將建築物蓋在集合廣場的中央位置，讓其餘部份成為是一個公

園。 

3. 基地調查需掌握到風向、日照、視覺高度、噪音、地形斜向等等，而調查都

應該回歸到生活上的體驗。並探討營區內部人們覺得舒適的環境是哪些因素

所構成，這可以由人們來到營區內其印象最深刻的地點或事物來進行著手。 

4. 人文設施因時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使用行為，以瞭解空間的基本結構，再進

一步掌握其品質與性質。 

5. 產業專用區應該將建築物的區位與量體高度嘗試進行模擬建構，且現況樹木

必須研擬保存的策略。 

 



「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 

-評圖工作會議（四）- 

會議記錄 

一、會議時間：98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四〉上午 9：30 

二、會議地點：城鄉發展分署 2 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主講人： 

謝正昌 城鄉發展分署副分署長 

四、會議紀錄 

※變更林口特定區（第三種住宅區含菁埔、後湖、湖子、公西、下湖、嶺頂

等地區）細部計畫 

1. 創造市鎮週遭的綠往市中心做延伸，找出城中心所隱藏的各種綠資源，以公

共設施為媒介將之予以串連。因此可得出綠手指延伸的路徑。並透過建蔽率

空間的留設來強化綠手指的延伸路徑。綠網中尚包含不同的性質，諸如散步、

視覺連串、雨水儲留等等。 

2. 林口市鎮內部不同的區域土地，皆能從歷史性的檢討上，設定出不同的居住

氛圍，以做為細部計畫調整的可能。因此將來開發商只要符合細部計畫品質

的設定，便可對開發商施予獎勵、控制、限制等不同的操作手法。 

3. 透過林口新市鎮公共設施的檢討，大眾運輸系統的連結，並可設定年度目標

來逐一降低每人平均所消耗的生態足跡。 

※大湖都市計畫 

1. 對於生活的樣態得有初步的想像，由於大湖社區具有觀光的價值，因此便在

土地使用性質與品質的控制中，針對其型式與內涵來加註一些新事物，在土

地使用型態上付予其額外使用的可能。因此必須預期各種活動在土地使用上

的需求，並在公共設施與土地使用行為的控制上給予適當的調整。 

2. 調查不同住宅地區所呈顯的氛圍，以尊重目前發展樣態，透過改建與協商在

土地使用管制上允許其營生行為產生的可能性，讓其能呈顯出自明性的景觀。

並掌握每一塊綠地在整體綠地系統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建蔽率及容積率來控

制與不同個性綠軸的連結。居家院落現存的綠地建議以低矮的圍牆讓視覺能

夠穿透。並制定交通系統計畫與建築類型計畫。 

3. 最佳化藍綠帶系統、微氣候結構都需要先被定義。而大湖社區需要有不同生

活樣態的發展，透過整套行為的確認以及對觀光客行為發生邏輯的引導，因

此在主要計畫中針對藍綠帶的架構進行操作，針對有缺陷且具有潛力的部份



進行修補。在細部計畫中劃出引導控制圖，透過各種控制圖的交疊便可得出

每塊土地該被發展的性質，隨後再以都市計畫手段發展出新的概念，包涵了

建築基地位置都可以被制定。 

4. 探討計畫面臨何種的災害威脅，災害發生時的情況等等。災害的分析涉及土

地使用管制要點中發展強度的調整。 

5. 應挑選出生態城市發展願景，並檢討物質循環等等便會產生一些基本的問題

意識，再從歐盟 Eco-City 計畫中挑選出適合的評估指標。再透過空間配置的

規劃，以及交通系統與生產行為等等進行控制，因此隨之也降低了生態足

跡。 

※大武營區土地整體規劃案 

1. 創造出異於營區週遭的住宅開發市場，限定開發數量並鎖定特定族群來拉高

單價。並促成產業專用區的投資者能於營區內購置房產，因此產專區的發展

性質得獨特的設定，其可將南台灣創意與研發的產業集中於此。 

2. 透過營區內的規劃配置來順帶提昇營區東側高樓住宅的房產價值。且縣政府

在某種程度上也得放棄獲利的心態，在財務上的創造應是歸零的想法。產業

專用區應進行產業的群落分析，並落實到招商資料並將產業聚落的優劣勢都

明白列出，讓縣政府於後續階段便可直接進入招商程序。 

3. 考量營區週邊道路紋理來與營區內往後的使用方式彼此的結合，讓營區週邊

道路可直接以視覺或是最容易的方式接進營區綠地，但是得避免汽車的直接

進入營區，而以軸線與視覺的切入、沒有污染及破壞環境的運具方式切入。 

4. 探討大武營區往後為何種生活的想像，以及探討大武營區的改造對於週邊地

區而言是代表何種的生活想像。假使期望營區與週邊地區都可以捨棄汽車的

使用，因此輕軌捷運的興建便能夠做為與國防部談判的籌碼。且營區內可以

提供週遭地區的社區中心與市場等，讓營區附近週遭的生活品質同樣的提

昇。 

5. 人文設施的保留可舉辦公開的概念性競圖。且針對未來生態社區開發完成的

樣態得進行實體的模擬，方能納入到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與都市設計準則之

中。 

 



「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 

-評圖工作會議（五）- 

會議記錄 

一、會議時間：98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9：30 

二、會議地點：城鄉發展分署 2 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主講人： 

陳志銘 城鄉發展分署區域發展課課長 

四、會議紀錄 

※大湖都市計畫 

1. 探討水岸地區與景觀及生態上的關係，且提出水岸緩衝區及水土保持管理區

等設計來做為河川徑流的管理。而重要綠帶系統得進行自行車道規劃，並與

當地居民生活相互結合，且視為綠地串連的介面。此外挑選重點特色老街來

擬定都市設計管制上的規範，進行諸如公私領域銜接介面的處理。 

2. 嘗試透過地形與水文來找出基地的原貌，並分析水流的儲留、路徑與危害衝

擊點為何，以做為土地實施禁止、避免、補償等等的重要依據。而土地使用

的禁止、避免、補償、平衡等的概念，可逐一的在圖上清處的標明之。 

3. 生態農莊的基本要素得先被掌握。而在生態發展上如何將水文、微氣候與草

莓的關係引入到農莊內的主題性，這是發展生態農莊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在

分析風向與水文等等時，應開始扣合到農業的發展思維上，或許農田的紋理

便開始與地形的紋理產生關係。 

4. 大湖都市計畫區不建議一開始便進行空間上的分區處理，反倒得探討如何讓

現有美好環境的紋理蔓延進生活之中，掌握風向來調整市街的紋理，加強環

境基地分析與後續行動開展間的連結，以瞭解不同的行動計畫與環境間的關

係。 

5. 除了草莓種植外，尚得找尋出其它的種植作物來做深化發展。而河川在夏冬

季有不同的性質，必需探討此與農田的灌溉關係。且在不同的季節下必需提

供不同的氛圍讓觀光客來體驗，以及考量觀光客進入此地區環境的交通方式，

包含停車問題、無車區、交通寧靜區等等。 

※大武營區土地整體規劃案 

1. 軍方、縣府與有關部門應得有開發投資的共識，共同創造營區開發的經濟價

值。 

2. 以開發商競圖的方式來找到營區再發展的機會，且勢必得吸引新產業的投資



方能創造利潤。因此必須以異於傳統的開發模式來進行之。此外得思考容積

率的設定來讓營區與週遭環境產生互動關係。並創造出好的綠環境以連鎖帶

動營區週邊住宅產值的增加。 

3. 營區內部的大面積草皮應以生態性的手法進行規劃，強調生物的多樣性以做

為綠地串連上的基礎。 

4. 得挑選出所要保留的歷史記憶元素，再以此為中心去做思考規劃。加強對於

歷史建物、道路、老樹等紋理的尊重。營區內部開發所產生的營建廢棄物，

假使能就地處理或許能產生新的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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