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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次演講/授課內容說明 

日期 時間 課堂內容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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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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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子文  

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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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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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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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課堂內容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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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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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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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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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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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  

Lesson 1  

當前生態城鄉規劃的課題與挑戰 

 

 

 
課程時間：98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1530-1730 

上課地點：中區隊民權辦公室（台中市西區民權路 290 號 9 樓） 

授課講師：曾梓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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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概述 

本次授課，主要是讓參與工作坊的成員，對於生態城鄉發展有一初步及整體

概念的瞭解，並透過對國外生態城鄉發展的相關論述及案例經驗的介紹，說明生

態城鄉於規劃邏輯思考、程序與各種工具應用的可能性。 

而從國外案例的推動經驗分析，並不是對原有都市計畫制度進行整體系統的

調整，反而是要從既有的架構體制下進行微調，而最重要的核心思考，則是如何

來有效地改變人的行為舉止，且改變人的行為舉止這件事可以從任何地方來切入，

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對現行都市計畫必定有某種程度上的擾動與調整，也一定

會有新的技術、觀念、方法、程序被納入討論，因此傳統都市計畫的方法一定會

改變，台灣一定也要跟進才行。 

在下圖「歐盟於 ECOCITY 計畫所提

出的 25 種生態城市發展願景」可知，

生態城鄉發展所關心的議題涵蓋了都市

結構、交通、能源與廢棄物處理及社會

關係及經濟層面的考量，此 25 個願景，

不僅僅是對未來城市內涵的想像，更可

轉換為都市計畫新管制內容的考量。 

而景觀規劃，也在這樣的發展趨勢

下，有了新的角色與任務。從環境分析

到各種生態環境保護與維護的議題，其

所發展出的分析方法與應用 GIS 進行疊圖的技術，是掌握一個地方「生態基盤」

內容與結構發展的重要應用，也是生態城鄉發展的重要基礎。如何將都市計畫之

主要及細部計畫的管制內容，透過完整性的分析及結構辨識，並將生態城鄉所著

重的各項議題納入細部計畫的實質管制內容，將是未來在進行生態城鄉規劃的主

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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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於 ECOCITY 計畫所提出的 25 種生態城市發展願景 

生態城鄉所涵蓋的不只物理面向，

目前國際上所談論的生態城鄉我們可從

特性及特徵去窺探。經歷了 1992 年到

2009 年的時間，人們才開始大膽地去談

論生態城鄉所扮演的角色。人們不斷的

探索下個世代的生存條件與環境。過去

探討關於生態與永續的議題依然持續不

斷，但背後的角色與功能卻更加被強調，

尤其針對人類集居環境中的種種行為與

方式。生態城市的關鍵起源是在 1927 年科布所提出的「光輝城市」。雅典憲章

中所談到，城市發展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交通」。在主要層級就被擬

訂，這樣的方式直到目前也依然沒有被改變。由此可以看出全球在處理交通的事

情還是相當複雜與困難。土地使用與

TOD 導向的結合、Mix-use 等都有其深厚

的意涵，但重點是在於這些細部計畫的

經驗如何落實到土地使用管制上。這些

改變具有相當程度的挑戰，雖然目前還

沒有一個制式的章法，但從全球趨勢演

變的探究與分析，可初步的辨別出所謂

的生態城市應該具備哪些特徵、基準與

判別。從魯爾區到丹麥，這個過程都是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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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家所談論例如一個生態專區的形成，就等同於是生態系統的形成，這

當中是有誤差，也是有困難的。從我們的研究發現，「景觀」的定義、角色與地

位是相當重要的。全新的景觀計畫，它所在的視野是在協助一個城市發展，這包

含土地使用的「品質與性質」。依照現行的都市計劃擬訂方式，台灣土地使用最

關切的就是土地使用的「方式與強度」。這樣的思維構成目前在執行業務上的基

礎，而剩下的部分就是都市設計。 

從生態城市整體的發展探討時，就

必須要談到「性質」，它代表的是這塊土

地上除了提供人類生活的需要外，同時

也提供一些生物動植物的生存需要。土

地是有性質的，每塊土地提供了各種不

同的可能性，會影響到人類對待土地的

行為與模式。在國外，有些都市在談土

地的可融合，就是強調人文棲地與自然

棲地融合的過程所追求的最佳條件，也

就是土地使用的性質。 

土地使用品質，決定於人類生活的自明性、城市空間的自明性等等，這當中

很重要的一點是在決定人們對於這個城市的認同、文化資產等等，土地使用與生

活的連結也是一種脈絡，因而決定了土地使用的品質。 

在同樣一個城區裡，政府開發往往

先採取土地徵收，並預計在 25 年之內還

本，這樣的方式就導致土地最後的的獲

利歸零。因為依照目前的作法是先獲利，

但是政府沒有錢收購，因此改用區段徵

收等方式來收購土地，等於說政府先做

好土地的問題，利用土地作為權利變換

的機制，然後再把土地價格提高，同時

還要獲利。德國漢堡也是同樣的作法，

但卻能達到所謂的「品質控制」。同樣的城區裡，鄰近的三個街廓可以有完全不

一樣的土地價格策略，一塊土地每坪若賣一千五，旁邊那塊土地每一坪賣五萬，

對他們來說，必須做到這一點，若沒有辦法作到的話就沒有辦法控制土地的品質。

這一千五的土地，被認定為永續發展過程中一定要供作老人、三十至四十歲有小

孩的家庭使用，這裡面一定要有專為小孩所提供的公園用地、學校。 

以高雄市的內惟埤文化園區，高價的土地，裡面設置國中小等公共設施，但

這裡頭絕對不會有足夠量的家庭，因為一般人根本買不起這裡的土地，全部都是

所得高階的人進駐。而我們卻還是透過一般的土地劃設，結果就是完全無效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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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資源分配。有效的分配需要控制，這樣子的例子台灣現階段是不可能發生，但

是在漢堡，也用不到四年的時間，就達到這樣的模式。透過開發商競圖，公開選

出對整個空間設置的最佳方案，在競圖過程中就已經透過協商討論的方式達成退

縮、建物空間的配置等共識，之後建築師所提出的圖就是針對建築物細部計畫的

控制圖。這當中當然牽涉許多論述的變化，台灣有太多人僅看到短期土地的利益，

但目前我們有一個小的機會點就是高雄大學特定區，高雄大學前面的高雄大學城

提供了非常高的容積，卻沒有人去蓋很高的建築物，因為它有其自我的生存方式，

人們在利益變換上有不同的策略，因此也產生出許多抵抗的機制。台灣目前 2300

萬人，到 2030 年我們將只剩下 1600 萬人，目前這樣的方式可能無法全盤去改

變，但還是可以在地方鄉鎮型的空間先行去應用、實驗，尋找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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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 

氣候變遷對人類集居環境所帶來的課題與挑戰  

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問題 

氣候變遷，在哥本哈根預計 2010 年要推動成為綠色首都，也是歐洲第一個

要執行綠色首都的國家。整體所提出綠色概念與策略，重點就是對於氣候變遷的

回應，這並非傳統的都市計劃所論述的幸福感，都是在談論氣候變遷。在小林村，

由政府所公告的兩條土石流根本沒有發生事情，而是小林村後面的山崩，在颱風

的風和雨造成的地質鬆動和全球氣候的改變，在去年，桃園鄉有一個 5.6 級的地

震，許多人認為不關己事，這就是我們所沒有意識到東西，對我們作規劃的人，

怎麼可以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但目前我們所使用的工具卻真實的沒有意識到這

件事情。人類集居環境的改變，對 CO2 也必須要有回應，同時提出氣候變遷帶

來的問題。 

為什麼要談「生態城鄉」？ 

談談土地使用的品質，鳥松鄉的規劃在以前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就是在高雄

有一些藝術家為何住得好好的，然後要跑到鳥松去蓋別墅？透過景觀的元素去研

究、疊圖後才發現鳥松鄉擁有六種不同的地形，每種地形都提供了不同的生活氛

圍，然後在生活上去尋找土地使用正確的回應。這在過去的土地使用上很少被思

考，地方與周邊魅力的形成與演變，從歷史脈絡如何轉成現在好的空間，在過去

很少從這樣的面向去探討。這樣的思維看起來很重要，一樣是鳥松鄉，這個區域

是逢雨必淹水的地方，過去的作法就相信土地使用、公共設施，第一步就是指定

區域排水，在功能上分配上水的排向，以及公共設施下水道等，因此我們就把過

去供應灌溉用水的曹公圳指定為區域大排排水。若從歷史去發想為何當年興建曹

公圳的源由，以台灣的條件發現過去整個高高屏是屬於平原，若無水利設施，沒

有一塊地可以有好的產值，因為台灣的水流快，平原型河川蓄不了水。 

台北瑠公圳，桃園的埤塘，苗栗丘陵以南台中的水圳與大甲溪有很大的關聯，

再往南到了彰化平原、嘉南平原如果沒有水圳、沒有嘉南大圳，一年最多只能一

穫，有了嘉南大圳以後可以三穫，曹公圳也是一樣，它供應了整個高雄屏平原，

一穫變三穫之後人類才有辦法累積財富；第二，如果依照山坡的走向，垂直交角

在傳統上適合作為排水嗎？如果人們相信好的生活，要透過傳統的大排水溝等等

系統來看的話，我們提出了六道水防線的概念，利用每塊基地土壤的性質和生活

的關聯，提出三個訴求：第一個，水第一時間最大的下滲、最小的逕流、最大的

遲滯。因此透過六道水防線的治理概念，可以減少到百分之五十二的水。藉此可

以看到在很多國家在建設這些東西上，開始有了一些新的空間概念，人文與自然

棲地的連結，不在只是公園用地、綠帶、土地使用中的住宅區和商業區而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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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了景觀、生態基盤與生態載體的訴求。 

新「景觀」角色與功能的浮現  

「景觀」的新定義與與城市發展的關聯 

景觀不再是傳統景觀的花草栽種，而是一種新的內涵，它開始被人類所認知，

其特質的產生是由於採取的行動與自然、人為因素互動之相互影響所導致的結果。

現在各位在國家發展的制度上處理都市計劃，這樣的方式不能夠成功是因為一個

好品質的發展一定要透過整合的程序、工具、財務等各種層面的考量與整合檢討

才有辦法去實現。整體而言是人們對於生活的想像、都市的想像改變了，從功能、

機能化的城市變成永續發展之下的城市。並開始逐步的重視這些地方特色，舊有

城市發展基盤、環境品質、生態基盤等。這裡面有的一項是 97 年開始出現，以

前都市的發展稱作「Urbanism」，即所有的土地強度開始發展。而 landscape，就

是 Urbanism 蓋出來的房子所剩下的空間稱作 landscape，也就是種花種草，開闢

公園等等。而現在所謂的「landscape urbanism」， Landscape 的意義就不太一樣，

在過去都市空間中是配角，但開始轉變成為支配性的主角。這在談一個未來城市

時就必須要有一種新的想像與新的調整，都市空間品質訴求的主體已經不再是房

地產而已。 

當代景觀的多樣主張與價值取向 

德國的景觀法早已經把生態的界面整合到都市計劃裡面。漢堡在 85 年代開

始對城市作了一連串的傳統研究，其中最有趣的一張圖就是傳統都市計劃圖，就

是我們所謂的主要計畫圖，這當中有土地使用分區概念、公共設施各種機能的概

念，以及土地使用的方式和強度等等。但在 1994 年漢堡完成一張「景觀綱要計

畫圖」，它完全可以供主要計畫疊合，提出了 27 種不同的氛圍，這些氛圍一方面

作為一種嘗試，一方面建立起土地的性質、一方面也建立土地使用與都市空間所

型塑的品質。這兩種圖 100%疊合，所訴求的就是土地有它的使用分區，同時也

有景觀土地使用的氛圍和區位，這是相當關鍵的一個過程，這代表土地使用除了

具有強度和方式的控制，同時也具備性質和品質的控制。 

都市發展典範的變動：生態城鄉論述與行動的發展 

何謂生態城鄉？歐盟 Ecocity 計畫的累積經驗 

談論這些事情有個很重要的概念。主要計畫的控制其實是一項共構的行動，

它代表幾個重要的關鍵要素，如果這個東西是不可替代的、唯一的、關鍵的，它

的土地使用上就是禁止；如果這裡是敏感的、非不得以達到某種訴求是不要去碰

的、成本很高的，那就是避免。問題是，這裡頭還有三個東西，因此我如果在土

地使用上，有一種重要的流在裡面(物流、空氣流、水流等等)，是不是就不能開

發？不要忘記這裡面還有幾個東西，叫作平衡、補償、促進發展。平衡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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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的開發上，本身有一種生態能力，這個生態能力因為人類要在這裡開發，

因此必須要平衡回去。平衡跟補償不一樣，在這裡是被定義的，平衡在面積大小、

功能性的強弱，生態值有一定的訴求，然後再把開發所植回去的東西，於十年或

十五年之內可以完成它原有的能力的，叫作平衡。如果開發超過十五年必須要有

二十五年才能恢復其能力的叫作補償，這裡頭的強度不一樣，通常平衡是就地基

地要完成，補償都常是一種區塊整體生態能力去做補償。 

1992 年環境高峰會裡談到的最基本訴求：「人類滿足其需要時，還考慮到下

世代滿足其需要的機會」。這句話的意思是在高峰會中沒有人敢去阻擋人類發展

需要的事實。「品質」不是經過計算出來的，而是經過協調。在這些訴求當中，

可以看到歐盟 Ecocity 的計畫，其實是集體實驗累積經驗的過程，因此在 2000

年前後到 2004 年的階段，開始徵召哪些地方可以用其社會條件、文化條件、氣

候條件去追求生態城鄉中比較適合表達的可能性。這裡頭有兩本書，一個是經驗

的被整合，一個是技術面，彙整了過去操作的技術、詮釋的結構等，於上位計畫

中去發展新的邏輯，這是引導、行動方針及制度調整之間，有沒有可能之間可以

被詮釋的事情在行動中可以被討論的，這個參考架構如果在台灣就變成指標，每

個都要解釋。但是他們開始把這些東西轉成25個可以作為參考詮釋的一個標的，

每個城市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選擇、組合他們認為可以詮釋與組合的內容，也看

到了主要計畫和細部計畫被打破的事實。即非主要計畫擬完再進行細部計畫，因

此牽涉到制度上系統的改變，因此提出了交通、社會經濟、材料等等，及 25 個

願景，然後開放性地去給 7 個城市實驗，然後每個地區呈現出來的成果皆不同，

裡頭每一個最適化的程序有自己的邏輯。 

生態城市發展指標工具應用的嘗試 

指標的利用是一個很關鍵的、重要的邏輯。這張圖讓各位看到指標往外的擴

延，這樣子的指標圖形是很有趣的，一連串的追求不是單一項目的被詮釋。現在

台灣所作的綠建築九大指標，是把指標運算當作是一回事，最後總共加起來得到

幾個指標，這裡面你看到了權、值、量在這裡共同考量，是一個整合性的評估機

制，這個地方的最佳化很可能形成這裡的困難，這地方的困難可能是這個地方最

佳化所造成的結果。我們以綠建築九大指標來看，在 Envelope 的設計提出了一

個重要的設計原則，南向不開窗、什麼樣的建築開窗率不得超過多少。以公共建

築為例，南向開口不得超過 30%，認為這樣一來就達到綠建築的九大指標，單

向的看這些東西好像很有道理，但結論是否有道理？若這塊基地上唯一的開口在

南向，最好的風向、空氣從南面來的，然後被要求不能開窗，第一個在邏輯上就

不通。第二，在綠建築九大指標中還有一項是和居住品質有關，建議盡量採取自

然的光線、流通的空氣等相關的訴求，但在其它相關條件上是有點衝突的。因此

這是一個整合的概念，考量能回到實質生活上而不是概念上。透過一個好的方式

可以讓生活改變，如果你規劃的生態社區，老百姓的生活行為舉止沒有改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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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不是生態社區。所以生態社區作為判準的生活下，是一種傳統生活舉止被改

變的過程，以此作為最重要的指標，沒有改變做得再多都是假的，其中的改變包

括生活方式、交通方式、材料使用方式、使用電能等。這裡面很重要的就是引導

生活改變，「全球思維、在地行動」。 

回應 Local Agenda 21 的精神 

在地的行動就是要回應到文化、回到社會，生態建築有非常多的經驗，它可

以被落實，而不是來自於技術面。在 Vauban 有一棟很有趣的房子，一般而言每

一平方米 65 千瓦在德國的標準來說已經是達到最低的能源使用標準，但在

Vauban 社區中的一棟建築宅，它達到了 21 千瓦的標準。這棟房子甚至做到生活

汙水的零排放，它當然用了新的設備，但最重要的是一個集體居住行為模式的改

變。德國利用這種東西在開發城區裡，鼓勵了這種類型，揭示了新的願景，鼓勵

大家搬進來住。透過競圖、刺激，產生的認同，新的生活方式開始被激盪而出。

各位知道全世界最省水的馬桶在哪裡？在飛機上。在該建物的地下室，可以看到

一根沼氣生成器，處理完之後，每一兩個禮拜與附近的農家達成協議，將廢棄物

取得後變成有機的材料。所以可以達到 21 千瓦，其中一項就是宣示大小便可以

不經過下水道，因此要達到這個目的，根本不是社會工程與技術工程，在全面性

上是不可能，但是在某些地方特定地方難道不可能嗎？ 

溫布利亞裡面大概很快地讓您看到一些機會，以及詮釋的內涵。在義大利最

主要的是順應自然氣候，如何讓其成為這個地方的機會。在台灣這樣的方式很困

難。台中市為何氣候都比別的城市舒適？為何經常是藍天？為何舒適度很高？理

由在於台中市有八條河川，在土地使用上周邊高樓林立，但是在河道空間種了樹，

有八條封的廊道在這裡形成，而且氣候的角度正好跟台中是常年東北風、西南風

的風向一樣。同樣以此角度來看柏林，城市整個重新規劃時，廣場週變建物高度

的控制，中間不能有任何阻擋微氣候循環，最為把新鮮空氣輸入到城中心的最重

要管道。在追求城市品質時，結合公共設施達成生態城市好品質的訴求，讓到處

都是很舒適的生活環境，重新定義街道設計、重新定義速度、重新定義公共設施

連結的可能性，整個綠帶配合這些事情來強化，各種不同的定一開始被改變，讓

城市品質的發展提升，建築配置的型態也在這裡配合著被改變。 

這個案例是在匈牙利的一個舊工廠，它如何發展出一個新的城區概念？透過

綠手指型塑各種不同廣場、水系、地層，在氣候上作出最佳化的回應，歷史文化

資產的回應等建築類型。斯德哥爾摩中一塊過去為舊工廠的用地，這個城市就形

塑了 15 條對城市未來詮釋的對象，15 條可以對產業循環，循環透過一連串的界

面，變成基礎公共設施的產品(product)，因此發展出可以承載各種不同的產品，

非單一非系統的產品，因此除了品質的定義改變，裡面看到的哪一個是傳統的歷

史綠帶，綠網串聯，同樣一個社區提供了四種不同綠帶的界面，非常自然，除了

水循環是比較 urban 的保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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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Vauban 也一樣，舊軍營的改造形成這樣的空間，最精采的是它有主要計

畫、細部計畫，最重要的是在這樣的發展之下產生了一個社會計畫，造成 65 千

瓦被降到 21 千瓦的訴求，沒有這個社會計畫，它不能夠被作到。社會計畫有一

定的程序，共同隱密的團體為主體提出各種東西，土地使用一樣有住、商的使用，

這張圖可以看到各種不同土地使用的畫分。德國政府作法上都先徵收，很少區段

徵收，但是開發一定有壓力，因此壓力一定要求在十年內或到十五年之內要平衡，

一定要在期限內完成才不會造成負擔。土地的切割開發代表尋找最適合的買主，

最適合的社會人在裡頭完成居住想像規模，每個土地代表著不同的生活方式，有

綠地系統，在有經驗的社會情況下去創造無所不在的綠，也決定建築類型，代表

土地這樣畫分但是房子是這樣蓋，因此也有交通計畫，基本上都是 30 公里區，

公共設施只有捷運進來，這是品質，裡頭各種公共設施計畫；有水循環的計畫，

整個基地水循環如何達到永續的平衡；最重要的是有 70 棵老樹被留下，舊有的

老樹；綠叢原始的綠道計畫的綠、實質的綠，眼睛所見都是社會計畫的綠，沒有

此項計畫做不到，道路要求退縮，難道政府不能退縮？難道政府的公有地不能夠

退縮嗎？或者一起退縮？透過社會計畫要求，誘發綠地引導到整個設計中，其實

就是社會計畫扮演的角色。 

回顧現代都市發展的典範與經驗 

1927 年科比意的城市發展理想，至今我們都還在追隨這件事情。有名的高

級住宅區在愛河畔─河堤社區，從旁邊看起來也許很高級，但是從空中看就會想，

如果火燒的話煙囪不知如何燒，也不知如何跑。另一個高雄有名的高級住宅區─

亞熱帶，高雄大學的都市計劃，相當慘不忍睹，這裡邊有些東西都需要調整，像

這個綠都是被破壞的，因此我們就期待引進一些都市設計，很多東西要被控制，

但各位注意到一點，這麼多設計要塞進去有可能嗎？答案是不可能，都市設計的

過程中要求東要求西、種樹、色彩等，訂出這麼多要在前項兩條線之間塞入，台

灣的系統很困難，在建築師拿到圖的時候，土地使用計畫、主要計畫、細部計畫

都已經訂定清楚了，結果跑出了都市設計審議，而委員在討論的時候通常也都不

會有一個共識。 

面對下世代的發展：景觀規劃的任務 

傳統都市規劃工具的不足與未來都市設計的期待 

在全國的建管會意在強化都市設計，然後要把永續生態的東西落實到裡面。

全部塞入是誇張事實，現在的想法改變了，整個過程都是一個都市設計的過程，

也就是說主要計畫要調整、細部計畫要調整、建築管理計畫同時要調整，整個系

統若不調整都沒有機會。現在做法嘗試主要計畫開始增加一些專章、細部計畫開

始增加一些內容，到時候再談這些東西有沒有可能，若沒有可能，則替代方案是

什麼，有可能的話如何走，在實際執行上要和各位來談，落到建築管理要怎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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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現在的作法再增加生態面向，需要有人來支持。參考漢堡的操作概念，主要

計畫用景觀作為一個界面來協助，細部計畫的任務分派落到每個基地，再做綠建

築指標。這樣的話是可以有一些改變，但現在比較辛苦的是人們視它為一個死的

指標、一套公式，因此在台北市實施綠建築指標和在玉山國家公園實施綠建築指

標是不是一樣的詮釋內容？理論上應該不一樣，可是它詮釋的方式是一樣的，這

就不合理。如果我們有一個細部計畫，在這裡面對生態所承載的任務有一個精準

的描述，綠建築的指標有沒有因此被引導來詮釋生態的任務，邏輯上就變合理

了。  

未來在主要計畫上面，有沒有可能在主要計畫加了景觀的元素，利用控制任

務分派一個景觀計畫來談這些事情，然後當作是土地品質控制的基準，也引導綠

建築作有效的詮釋。因此要調整這些內容，細部計畫裡面回應這些事情，這是目

前現在的構想，透過景觀計畫就有一些很有價值的東西是跟自然生態有關的東西

出現，這一些細節都還需要調整，因此可以指導土地，我們也不走生態專區，生

態使用專區，而是透過禁止、避免、平衡、補償、促進發展這樣的具體被落實到

土地上。 

「景觀」成為空間管制中土地使用品質與性質的載體 

在整個城鎮整體空間系統規劃裡面，提出了一些嘗試和手法，落實到土地使

用控制上。即將來大家在做土地控制時，除了土地使用的各種盤算之外，可能還

要增加一些圖來協助你對每個土地發展的性質、品質、任務分派控制的基準。鳥

松鄉提出了未來是做公園的概念，裡面有十種分區，土地使用、水的控制等諸如

此類，這裡面因此用這個東西的控制開始來改變公共設施控制的基準。嘗試提出

一套系統生態最佳化的概念，這裡面在作為高雄半屏山重新被修復，恢復其能力，

提出它的改造策略，這裡面有一個 ELC 的控制，意思是說有些土地的生態值大的

時候，在都市土地上有沒有可能進行土地的調整，在過去是按照功能很少運用生

態，你會發現在某些沒有開發區進行一些交換，我們可以強化在裡頭的生態連結，

嘗試分析串連，透過最佳化生態系統、景觀安全模組的概念，把土地可以改造的

位置找出來，在主要計畫去進行調整的基礎，總量沒有被改變只是在尋找可以置

換的可能。這背後也隱藏水系統處理的概念，原先只有三個滯洪池，我們調整為

十二個滯洪點，滯洪點可以在小學鄰里公園、綠帶裡面、開放空間設施可以被完

成，小規模地透過地景設計、小綠帶的設計就可以同時被完成，因此有不同的發

展、建議，補償平衡的原則，促進發展大概在哪個位置，因此在未來的設計操作

上就有可被改善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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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  

Lesson 2  

GIS 軟體（Arcview）基本操作入門 

/技術課程(1) 

 

 

 
課程時間：98 年 10 月 1 日（星期四），1430-1630 

上課地點：城鄉發展分署 5 樓會議室 

授課講師：互動國際數位公司-潘怡伶小姐、陳子文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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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概述 

本次授課，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 GIS 軟體目前在都市規劃整合與應用技

術的介紹，二是針對生態城鄉規劃的基本架構、方法與程序進行說明。 

為了後續工作坊技術課程的進行，特別情商互動國際數位公司提供最新

ArcView 試用版軟體讓學員使用，並請潘怡伶專員透過影片、簡報的方式，簡單

說明目前國內外在都市規劃的操作上，實際應用 GIS 進行調查、分析與規劃的技

術表現簡介，以及 GIS 在計畫流程各階段的應用概念，希望學員除了在工作坊學

習一些基礎的操作外，也能自行向外尋找其他應用軟體與技術整合的可能性。 

第二堂課則是說明生態城鄉規劃在實際操作上的概念與流程、方法，以高雄

市為例，說明如何講述一個城市的發展生命史，而從中準確地掌握到一個城市各

種具有自明性的內涵與結構；另外，以屏東縣為例，從自然環境、產業發展與人

文聚落發展脈絡三方面的調查與分析，將屏東縣定義出了七個不同以往的發展結

構，也因為有這樣的研究基礎，對於隘寮水圳灌區的歷史維護與再發展才能提出

真正符合地方環境特質的建議，利用各種年代的各項圖資進行不同主題的套疊，

可清楚地掌握到屏東縣獨有的地下水脈，更提出了補注地下水的建議構想。 

透過本次課程，希望能預先與各位學員進行觀念上的溝通，如此，對於後續

實際操作應用 GIS 的技術課程，不管是自然或人文調查分析，為何要求要以歷史

發展脈絡與各種主題疊圖方式的操作，才能有同步思考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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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課 課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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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課 授課內容 

GIS 在環境規劃上的應用 

首先我代表互動科技在這邊向大家介紹地理資訊系統的一些工具與架構及

相關概念等等，及目前在城鄉發展的一些使用的現況，以及未來再進行操作可能

會遭遇到的一些問題與可能可以解決的一些方式。 

本人潘怡伶配合曾老師的課程有機會來向大家介紹基本的地理資訊系統的

一些內容，基本上我將配合 4 個主要架構進行介紹。從 GIS 的概念如何導入到都

市計劃的規劃概念中，但因為基本上這是一個很大主題，我今天沒有辦法把所有

的時間都放在這個交點上，基本上我還是會從當今 GIS 比較主流的面向與方式，

針對各位比較有幫助的地方進行重點的介紹。第三個部份就回從比較實體現況系

統的部分進去說明，最後就是 SOA 的一個走向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那今天在我這個部分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希望各位可以將自己的筆電

安裝這樣的產品，如果您得電腦還沒有安裝的話等等最後我這邊可以提供一些有

時效授權的版本幫您們進行安裝，試用版一些基本的功能都有提供大家可以使用，

像是 3D 的應用分析、空間應用分析、網格應用分析等等我們都有提供。那今天

各位拿到的光碟裡面有 9.3 的試用版本與授權金鑰駛，那原本我想說要帶大家安

裝的這個流程我想就先略過。先行介紹今天的內容。 

基本上 GIS 他所提供的基本系統功能有哪些？有哪些常用的表現方式？有

那些重要的要素？基本上 GIS 系統的組成有五大項，人員、資料、程序、硬體與

軟體五大部分。那基本上人員這個要素是最重要的，你有再好的工具、再好的硬

體、沒有人員去記行資料的應用、整理與程序流程的運作，GIS 系統基本上是沒

有功用的。資料的部分就像是一些基本的空照圖、地形圖、經建圖等等這些都是

屬於資料的一部分。程序的部分在 GIS 裡面他有提供很多的應用程序，這個部份

我們在後面會提到。有些程序是可以幫助使用者快速的達到他所想要的成果與目

的。 

那基本上 GIS 他所提供的功能基本

上有截取、儲存、查詢、分析、顯示與

輸出 6 大功能。那截取的部分就是像是

可以從戶政、地政等等所得到的土地使

用資料、數化的數據、地形圖等等，甚

至一些寶圖、古地圖等等都可以透過截

取的功能得到你想要的資訊。所以不管

你是使用怎樣的空間資訊、數化資料、

向量資料等等基本上在 GIS 中都是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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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資料庫的方式進行儲存。不管你是個人使用可以儲存在單機的個人空間資料庫

中，或是在群體工作中儲存在公共空間 server 當中，都是可以的。所以不管是

mapinfo、autocad、shipfile 等等資料方式都是屬於空間結構式的儲存應用方式。

那基本上這樣的使用方式對於群體使用的效用是不佳的。所以所謂空間構圖的方

式，不管你用的是航照圖、空拍圖、地形圖等等你都可以利用表格的方式存到妳

的 single server 或群體 server 中，透過 GIS 就可以將其以圖面的方式表達出來。 

查詢的部分除了可以透過屬性資料的查詢也可以利用空間資料性質進行查

詢等等，這個都是他所提供的最基本的查詢方式。分析是 GIS 最強大的部分，如

果你有很多很豐富的資料，如果沒有一個強大有效的分析工具，那其實在後續的

規劃都是沒有效用的。輸出，這個功能應該是各家產品都有的基本功能，像是一

些大圖的輸出、一定比例的輸出等等，這些都不是問題。表現的部分，如果之前

大家都有使用過這樣的軟體或是類似的軟體的話，我想對大家應該都不陌生。他

就是將我們所有的物件透過點、線、面的方式表現出來。那當然也還有像是土地

使用標記、屬性建立表現等等方式，這個都是另一種表現空間資訊的方式。 

GIS 的構成要素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空間幾合以及與其屬性資料的關係。

例如我們以線的方式建構道路資訊，但同時我們也可以針對道路的特性、性質、

屬性等等建構出自己的屬性，因此空間幾何與其屬性資料的關係是相當密切且重

要的。 

GIS的呈顯在過去我們往往認為不夠真實，因此未來GIS的走向除了走向web

的走向之外，就是在 3D 的展現。基本上 3D 模型的建立我們有分為五大類，第

一個就是大尺度的模型建立，基本上例如我們會利用都計的一些資訊，像是樓層

數、樓高資訊等等就可以透過 GIS 直接拉出 3D 模型。如果再透過衛星空照，我

們也可以在大尺度範圍上將城市整個 3D 模型建立出來。但基本上就只有一些樓

層比例的方式呈顯出來，建築物的材質等等方面就沒有辦法。另外就是在一些細

部的地方，GIS 可以透過一些細部場景的建立模擬出實際場景。像是一些重要的

地標、建物等等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建立出來。 

現在針對3D的展現還有一些額外的外掛軟體可以利用在GIS的立體表現上。

像是 3D 物件場景的環繞、物件管理、物件量測等等。基本上她是跟地圖有連結

繫的，並且可以做 360 度的環繞瀏覽。那這個部分其實未來在台灣是有其可行

性的。 

在都市計畫的部分有蠻多的呈顯方式，如果上網打 www.iwane.com/en 這個

網址裡面就有很多在都市計劃與景觀規劃上的表現工具與軟體可以供大家使用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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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階段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在都市規劃的流程中GIS可以幫我們做到怎樣的幫助。

基本上過去所有的一些資料例如空照圖、航照圖、數值高程圖等等都可以透過

GIS 做一個整合性的使用與分析。好處是方便管理、可擴充性高，所有的攜帶性

與管理性、轉移性等等都可以有很好的效用。套疊，不管是空拍圖、數值圖等等

都可以透過 GIS 系統進行圖層的套疊與分析管理。最後在達到視覺化的呈顯。 

另一個好處就是，在規劃的過程中通常都會需要有一些規劃過過程的分析等

等，目前我們提供了所謂的 model menu 的工具，我們建議所有重複進行的動作

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只要改變其輸入資料就可以進行重複的動作執行，可以增

加有效的分析時間。那有些分析的需求，例如路徑分析等等，就必需要額外的開

啟外掛模組才可以進行分析。 

送審階段 

基本上存儲於空間資料中的資料都可以保有其時間性，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

user1 剛開始做了什麼事情，user2 可以知道 user1 在之前做了怎樣的編輯，並且

新增或修改其編輯資料，最後 user1 還是可以查詢知道整個資料建置的過程中新

增或修改了哪些的資料。這個就是空間資料庫的好處，同一份資料可已有多人同

時編輯與異動。版本可以因計畫所需切換所需知版本，在進行備份或刪除。基本

上 GIS 的資料是可以有許多版本，最後再統一刪除與整合。基本上版本是可以共

存與整合的。 

表演階段 

基本上 GIS 就是進行所謂瀏覽的呈顯，可已將多樣的資料整合起來，讓大家

公開的做瀏覽，或是進行權限的限制。 

現況說明 

我們所看到的表的統計時間是到 96 年的 12 月，可以從表中看出各縣市政

府在類似的都計領域中所開發的類似的系統。最常用的就是針對都市計畫圖的管

理。功能像是發佈、審式等等功能皆有。各縣市政府在這方面所花費的經費我們

也有做統計。以前比較早做的縣市政府，有可能會有系統整合與資料戶轉相容性

的狀況發生。那目前台灣的發展主要就是要朝向服務導向進行。最後我們還是要

讓大家想想看，目前現在用的平台是不是在未來還有發展性，資源能不能有發展

性，延續性是什麼，這個都是未來大家可以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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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課 課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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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課 授課內容 

生態城鄉規劃的基本架構、方法與程序 

接下來我們就進行生態城鄉規劃內

容的介紹。接下來的內容主要是要跟大

家建立起一個觀念上的共識，希望在後

續的課程可以讓大家更了解為什麼要怎

樣去想。應該要用怎樣的方式、怎樣的

角度來想一想，生態城鄉規劃的基礎應

該要怎樣去進行。 

基本上內容主要分有 3 個部分，首

先就是所謂的基本架構。也就事生態城鄉操作與規劃流程的一個架構。有哪些調

查的項目與怎樣的尺度是我們需要去關切的，再來就是這樣的調查方式是要透過

怎樣的方式來進行。 

從之前的課中午我們可以了解到，首先必須要去進行傳統土地使用開發與規

劃內容的了解。我們首先要確定在主要計劃中，水系、生態等等這樣的概念的規

劃內容是需要被含蓋在主要計畫內容之中。在細部計畫中再進一步去塑造出來、

營造出來。但是當中是需要有許多的介面被引進，例如學景觀的、都計的就要共

同討論，針對整個生態城鄉規劃的過程中不斷的討論構想。這個部份我們主要是

參考德國景觀法的內容的一個部分，從目標的動機當確立最後的建議等等這些部

分都是沒有大幅度改變或不一樣的，重要的是內容。就以規劃來說，我們目前傾

向於去尋找這塊土地有怎樣的一個過去，而不是單純的僅以現況基地的資料進行

調查。在國外的經驗中，都回顧到過去 100 年或是 200 年等等，去檢視現在這

塊土地的情況、潛力與可能的訴求是怎樣。在這樣的訴求底下我們就可以去掌握

這塊土地原始的自然能力是什麼。我們就可以針對現況的發展進行調整。 

都有對環境基本的了解之後，我們

就透過五項基本的做法，禁止、避免、

平衡、補償、促進發展等等去進行土地

使用發展的規劃與建議。因此在進行土

地使用的評估初期就會去看看到底應該

要進行五種做法中的哪一種做法比較好。

在這樣的評估過程後才會漸漸的引導出

所謂的行動建議，這裡的行動建議就比

較像是在細部計畫中所提到比較實質的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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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林口開發等等，在初期我們就必須要進行土地開發願景的一個發想，透

過基地的調查，重複的檢視我們所提的願景到底適不適合，因此在基地分析我們

就必須要進行所為元素結構的辨識。但由於尺度的關係，我們必須要回顧到整個

生活圈、或是生活棲地的這樣的一個尺度來檢視我們規劃區的土地使用之結構與

價值之辨識。在整個生活分區的發展分區概念之下我們所提出來的計畫才可以與

週邊環境、生活圈等等可以有所結合。從剛剛所講就可以知道我們將規劃著重在

前半段的理解的部分，因為必須對環境有正確的理解，在後續進行規劃才可以有

一定的合理性與完整性。 

因此我們在針對環境了解的部分就必須含蓋四個部分，自然環境中各元素的

能力與狀態、人類生活開展脈絡的變遷與影響、現況環境之景觀資源指認、景觀

結構的辨識 。隨著不同的基地所需要調查與分析的項目、內容也不一定都相同，

蛋是在後面我還是有列出比較大向度的一些項目可以供大家參考，不過還是要請

大家根據自己的基地去進行資料的建置與蒐集，該怎樣透過人文系統的分析、景

觀的辨識等等，怎樣進行歷史圖層的擷取等等，後面我們都會提到。 

有一個重點是，所有不管怎樣的資料，怎樣性質的資料我們最後都會回到

GIS 來呈顯。不單只是文字上的描述，我們會透過圖面上的分析與呈顯讓大家可

以看到說我們對於基地的認知、分析與理解是怎樣，我們都會透過圖面的方式表

現出來。有一個重點是，不管是在哪一個基地，我們都希望可以說出那一塊基地

過去到現在整個開展過程的一個演變故事。 

從高雄的前世今生中其實我們就是在看待整個高雄發展的生命史。從整個歷

史的發展演變、過程間的糾結等等，我們就可以區看到整個高雄地區他的演變歷

史、他既有存在的生活特性與條件為合等等，這些我們無法從現況了解到的資料，

我們從整個高雄生命史演變歷程的分析與了解後，就可以詳細的知道高雄到底是

一個怎樣的城市，他主要的構成要素有哪些，不可替代的自明性有哪些。從整個

歷史的分析與圖面的分析等，我們就可以去了解到過去高雄所存在的生態價值、’

歷史定位與價值、空間特性與生態意義為合。從日據時代的寶圖、經建圖、到現

在近幾年的空拍圖、航照圖等等，在相互結取圖面、地理空間的分析與比較後，

就可以真實的反應出所謂一個基地他所存在的原始價值、歷史意義為合。 

從整個聚落、交通、生態等等，從所有的歷史圖籍中就可以一一的看出其原

始存在的潛力與價值，這樣的過程就可以慢慢的發現聚落的形成是怎樣、交通的

型成是怎樣、自然的演變是怎樣，這都是透過歷史圖集的疊合與擷取而發現的。

因此透過整個對於規劃地區的歷史脈絡的理解、自然與人文景觀的辨識與分析我

們進一步以生活區的方式提出因地制宜的一個未來的遠景，這樣的願景是針對該

地區特有的歷史脈絡特徵、人文生活條件、自然發展的可能等等所提出的一個區

域生活景觀分區的一個願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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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同樣的方式，我們也是以這樣的方式去理解屏東地區的時候，我們從整

個水系、聚落、交通與自然條件等等，一樣透過這樣的方式重新的去理解屏東地

區所存在的特性、歷史條件與發展脈絡等等提出了七大鄉村風貌結構，在這樣的

分區特性與願景式定位下，在更進一步的提出後續的行動計畫、方案。這樣的方

式我們在隘寮圳規劃案中也是利用這的做法提出空間治理的願景，同樣的分區的

範圍與定位也都是透過一連串的歷史圖層的分析與現況的分析所整合提出其範

圍界線。甚至於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也可以理解出地下水補注的潛在地點。因此

藉由此這樣的機會我們想要傳導的是，在整個生態城鄉規劃的過程中，針對歷史

資料的回顧，歷史、現況基地分析與調查等等，不論是在人文、自然等等，透過

這樣的空間分析原理，結合 GIS 系統，可以讓我們更真實與務實的回歸到土地所

具有的潛力與所面對的挑戰，讓我們可以更有效的反應在我們後續的規劃過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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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  

Less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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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時間：98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1430-1630 

上課地點：營建署 107 會議室 

授課講師：郭宇罕專案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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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概述 

本次課程主要是說明如何運用 GIS 來對基地的自然環境進行調查與分析。授

課內容分為「自然環境的解析在生態城鄉規劃上的意涵」、「GIS 在規劃設計上自

然環境分析方法」以及「以高雄縣鳥松鄉做為解說與實際操作的案例」。 

在自然環境的分析上，從「地形敏感地與類別 」、「山頂、山脊與山谷」、「水

系與水流分佈」、「植被與棲地分佈」及「微氣候與風道」等項目進行說明。學習

從等高線判讀與標示出山頂及山脊線，進而分析集水區、風道、水道等。並可利

用等高線製作 3D 地形模擬，除了可做立體觀察外，未來在進行相關說明時，也

能夠有較為動態的表達方式。此外，這樣的操作，也可進行山谷、水道與洪氾平

原辨識，洪氾平原是河谷中最低的部分，也是最容易洪水氾濫，因為有機質堆積

與最接近地下水位的因素，其土壤排水性通常很差，其邊界可以做為沖積土分佈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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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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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 

地形相關分析 

一個空間裡面一定會有一個地形的關係，有高有低，那地形對於他的掌握來

說很重要的是如何透過等高線，去了解它的坡度是多少，南面坡還是北面坡，那

它的剖面是如何從 GIS 上去呈現出來，還有如何模擬真的地形起伏。 

開始 3D 分析之前，我們要把 3D 分析的權限打開，因為 arc map 有分很多等

級，比如說有的是學生版的，會把一些功能關起來，那我們從 arc map 裡面有個

tools，裡頭有個 extension 打開之後，我們把 3D 分析打勾，arc amp 裡面就會呈

顯出 3D 分析這個模組的功能，我是都打

勾，首先從 arc map 裡面打開 arc themes

這個圖形，針對 3D 功能開發的軟體，從

程式集也可以開啟，那視窗是差不多的，

然後把圖層丟上去。AUTOCAD 點線面都

在同一個檔案，可以針對要的檔案，就

把它轉成 polyline。 

打開 arc themes 它的操作是跟 arc map 差不多的，分析地形，比如太陽照射

燈光，第三個在 3D 裡面加入一些文字、線條等等，他不是圖層，是直接加入在

圖形上而以，以及他有根據你編輯好的路徑做一個簡單的動畫，比如從起點開始

做一個非行的動畫，放大所小旋轉等等，接下來去建立一個 3D 的地形，3D 這

裡創作或修改，左邊攔為這裡我們要選擇說哪邊是我們要選的檔案，有兩種，一

種是 10 跟 1，可能學術單位提供的資料，10 公尺比較粗躁，一些細部的地形就

看不到，1 公尺通常是 CAD 檔要把它轉為 shapefile 檔，在右邊這邊，要選取高

度的屬性是哪一個，ID 是辨識的號碼，高度是 conture 這才是高度的屬性，那以

及我們的 teheme 檔要存在哪，接著按 ok，那這檔案只是說 10 公尺，我們再加

入 1m 的檔案去修飾他，按 ok，到這步

驟大家都有跟上？那我再重新操作一次。

我們在創造 teheme 的時候，假如你的檔

案裡面有中文的話有時候也會失敗，按

一個分析就會出現錯誤，因為他是國外

的軟體有時候就會這樣，還有的是一公

尺作為一個，細的通常都要透過測量才

可以取得，我剛勾選兩個好像都可以操

作。 



《 78 》 
  

接下來模擬 3D 地形，有個高度，我

們選擇如何呈現，高度等於是他的倍數，

然後我們按 ok 它就會有 3D 地形，我們

不要有等高線，它的面可能是有高度關

係的，第一個這裡它會把線整理出來，

我們選取第四個會根據高度有個等級的

關係，這裡可以區分幾的間隔這樣子，

顏色可以選擇這種形態，我們按套用，

地形就會根據高度出現不同的顏色呈現，間隔區間可能根據檔案的數量，假如今

天要自己區隔的話可以從 classfy 這裡自己訂它的區隔，比如我們第一個定 20、

40、50、60、70、80、90、100，按 OK，有時候要重新 refresh 一下，今天就可

以看出模擬一個地形，地形也可以把它誇張化，5 的話地形起伏就會比較誇張。 

在 3D 分析上還有一個就是坡度的分析，坡度它其實是很重要的，也是可以

透過分析出來，那坡度它的原理他有兩種表現的形式，像 45 度是個坡度，第二

個表示方式是百分比，就是高度除以距離，大家了解嗎，現在我們可以自己畫出

等高線，坡度分析 slope，service 就是 theme 檔，我們今天選擇坡度百分比，我

們今天設定的單位是公尺，那我今天是以十平方公尺作為坡度要表現的尺度，選

擇妳要儲存的路徑，比如說打 slope 10 按 ok 就會出線坡度百分比，5%一個等級

15%,20%,25%,30%,35%，就可以得道坡度的圖，它的分析是以方格狀的形式呈

現，每個方格就是以 10 平方公尺，如果

我們要知道位置的話他是向量檔，在

comfort 這裡，把 shapefile to picture 可

以把她重新分類，0~5:1，5~10:2 依序，

然後把她重新命名按 ok，這就是重新分

類過的檔案，一到九，然後選形態因為

市面狀的，我們選 polygon，這樣檔案就

變成向量檔了 

 
【 GIS 地形水文(Hydrology)分析模組操作】 

 

大區域尺度 GIS 水文(Hydrology)分析操作 

GIS 水文分析是透過地形 (Raster) 資料，並應用 Arc GIS 空間分析模組

(Spatial Analyst Tools)裡面的水文分析模組(Hydrology)，分析水流方向、窪地、

水流長度、累積流量、集水區、流域等。一般而言，GIS 的 Hydrology 是較適用

於大區域尺度或擁有較精細地形資料的水文分析，小區域尺度仍利用前述的編輯

與目視判斷即可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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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分析的最終目的在於透過分析生成集水區、地形上河流網絡、窪地等，

其在 Arc GIS 的分析邏輯順序如下圖所示： 

 基本資料準備 

GIS 水文基本資料，是利用 3D 分析中的地形 Raster 資料，作為水文地形分

析之基準，要注意的是在透過等高線或高程控制點所生成的 TIN 檔轉為 Raster

檔中，其 Cell size 之大小選定，會影響水文分析的精細程度，在分析前要仔細評

估現有地形資料的精細度、水文分析的精細尺度等，決定 Cell size1的大小。在

進行水文分析之前，要先啟動 Spatial Analyst Tools 之權限，位於 Tools 裡的

Extensions，開啟後並在 Arc Toolbox 裡的 Spatial Analyst Tools 中找到 Hydrology

水文分析模組。 

 水流方向(Flow Direction)分析 

水流方向的分析是水文分析的第一步，其原理是透過每個網格的高程，來決

定水流的方向，並以 1、2、4、8、16、32、64、128 來表示其水流方向，並生

成一個新的 Raster 檔。打開【Hydrology】裡的 Flow Direction，進行水流方向分

析，Input 中選擇之前生成的地形 Raster 檔；Force all edge cells to flow outward

是指是否地形 Raster 邊緣水流都是流出。 

 低窪地(Sink)分析 

低窪地的發生可能是水流方向不合理的地方，也可能是真實的地形。打開

【Hydrology】裡的 Sink，進行窪地分析，在 Input 中輸入前面的水流方向分析，

即可得到窪地分布圖。 

 地形填充(Fill) 

前面提到窪地的產生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數據的誤差；然而，要分析水

文前，要先進行地形填充，否則無法進行進一步水文分析(窪地的真實性可透過

調查、等高線等自行判斷)。打開【Hydrology】裡的 Fill，進地形填充，在 Input

中輸入前面的一開始的地形 Raster，便可得到無窪地的 Raster 地形。地形填充完

畢後，再進行一次水流方向分析，若還有窪地產生，則反覆填充直到沒有窪地產

生為止。 

 累積流量 (Flow Accumulation) 分析 

水流累積流量的原理，是透過水流方向記錄每個單位的水量，按照水往低處

流的自然定律，計算各單位點的水量數值，即得到水流累積流量。打開【Hydrology】

裡的 Flow Accumulation，在 Input 中選取填充地形過後的水流方向，即可得到各

                                                      
1 在 TIN 轉為 Raster 中的 Cell Size，為 GIS 所制訂單位的倍數，例如若以公尺作為分析單位，Cell 
Size 若設定為 1，即每個正方網格邊長為 1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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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點的累積流量 Raster；Input weight raster 是降水、土壤、植被等影響徑流分

布不平均的因子權重。 

 河網流域(streamnet)生成 

透過計算每個網格的水流方向，依照水往低處流而分析得到的水流累積流量，

河網流域分布就是利用累積流量達到一個閾值時，會產生水流路徑而形成河流網

絡。打開【Spatial Analyst】裡的 Raster Calculator 分析工具，輸入 stream = con 

( ﹝flowacc﹞> 100 , 1)，可得到河流網絡如左圖參數。Stream 為河網自訂名稱；

con 為條件命令；flowacc 為累積流量；大於 100 為假設累積流量超過 100 個 Cell 

size 會產生河流路徑。得到的 Stream Raster 檔，可以透過【Hydrology】裡的 Stream 

to Feature 模組，將網格河網轉成向量水流路徑檔。 

 生成河流網絡(Stream)後，接著要 

進一步分析各河網路徑交接點(Junctions)的水量等資訊，也是做為各集水區

的出水點重要依據，並可做為水量、水土流失的重要判斷依據。打開【Hydrology】

裡的 Stream Link，在 Input 中輸入河流網絡及水流方向，可以得到 Stream Link，

完成後會得到一個紀錄每個河流網絡水文資訊的 Raster 檔。 

 流域(Basin)分析 

水文分析中，流域(Basin)是很重要的觀念，其中包括流域中的集水區

(Watershed)、河流網絡(Stream network)。打開【Spatial Analyst】裡的 Basin，輸

入水流方向後即可得到。 

 集水區(watershed)分析 

透過河網連接點(Stream Link)、水流方向，可以得到一流域中的集水區分析

圖。打開【Spatial Analyst】裡的 Watershed，在 Input 中輸入水流方向及河網連

接點(Stream Link)，可以得到集水區。在前述窪地分析中，也可利用 Watershed

得到窪地的集水區，差別在 Input 中輸入未填充地形前的水流方向，以及窪地分

布，即可得到各窪地的集水區域範圍 

 網格(Raster)轉為向量檔 

利用【Spatial Analyst】中的 Convert，或【Toolbox】→【Conversion Tools】

→From Raster 工具，可以將集水區(Watershed)、流域(Basin)、窪地(Sink)等轉為

向量檔，以方便編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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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  

Lesson 4  

人文棲地與生活網絡（內涵分析&規劃原

則）/技術課程(3) 

 

 

 
課程時間：98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五），1330-1530 

上課地點：城鄉發展分署 5 樓會議室 

授課講師：蔡有哲專案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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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概述 

在瞭解一個地方的特性，除了由自然環境所提供條件進行分析外，另一個更

重要的面向；其實是由人類為了生活需求，對土地開發所做的種種行為進行分析，

而這堂課主要就是說明如何透過各年代的歷史圖，配合GIS的應用，從聚落發展、

交通、產業變遷（土地使用）、各種建設計畫等主題圖進行相互套疊與分析，最

後可解析出屬於一個地方的多樣人文主題性結構系統網絡，並成為提出未來發展

的重要依據。 

以台中市的人文環境結構進行解說，在實習操作上則是以鳳山市作為練習，

希望學員可以應用到實務操作的內容中。 

 
聚落發展結構的調查與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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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放射狀城市軸線、中心與節點結構圖 

 

人文景觀所隱含內容之如何確定與判別，卻常常因為城市政策與規劃發展的

基本訴求、採用的研究調查與分析工具，以及對於所涉及的計畫領域等不同切入

角度而產生主題表現上的差異。因此，「人文景觀」這看似普遍被認同的名詞，

其實際上卻顯露出缺乏統一與準確的定義，而在人文景觀定義上的延伸論述時，

也透露出人文景觀的調查與分析是需要一套可讓歷史與都市空間之間能有相互

呼應的比較模式。 

在人文景觀的探索下，舉凡經濟活動、都市生活、社會群體、實質環境等向

度在地理空間中是如何被理解、被分析、被組織並作有意義的解釋等，皆需要掌

握。而面對這樣龐大體系且包含著都市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都市地理學、

都市及區域土地使用等構成的景觀空間結構診斷也就需要一種跨領域、整合性的

地圖系統來作為媒介展現，甚而利用整合過的人文景觀地圖資訊來協助或管制城

市風貌與景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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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文景觀的概念 

 
人文景觀之研究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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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人文景觀研究趨勢推導圖 

人文景觀空間調查分析架構 

一個城市的人文景觀可謂是現存環境與歷史記憶的交織堆疊所成，人文景觀

的好壞也間接反應都市的社會經濟與產業結構面向，更也是生活品質的導引。因

此，城市的歷史紋理調查必須建構於空間與時間向度的人文資源調查，包含人文

環境（宗教建築、公共建設、都市基礎建設、學校、開放空間、公園等）、文化

風貌（名勝、古蹟、特殊產業遺址、特殊生活紋理、生活地貌等），並約依據幾

個不同向度做調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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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間調查架構表 

調查項目 內容 分析 資料來源 

人口 

分布 

成長 

遷移 

結構 

問題 

歷年變動 

地理人口空間結構 

內政部、地方政府統計

要覽 

地方誌 

選舉人口預測 

工商職業人口 

經濟產業 

農林漁牧業發展 

工業與工業區位 

貿易與服務業 

經濟產業特徵產業分

布 

支配所得狀況 

 

交通運輸 

運輸工具 

觀光旅遊 

交通建設 

運輸方式變遷 

觀光景點形成 

重要交通建設 

 

聚落紋理 

聚落區位與活動類型 

聚落形態 

都市化、都市成長擴張 

城鄉關係與生活圈 

城市空間類型 

各階段都市空間類型 

衛星影像圖 

城市街廓圖 

聚落發展圖 

地形圖 

其他歷史圖集 

地方治理 

行政區沿革 

城市建設歷程 

都市問題與都市計畫 

法令、計畫 

政治形式 

地方大事記 

國家、世界重要變動 

 

地方志 

官報 

公文檔案 

政府出版品 

公私藏古文書籍 

法律、規定 

都市計畫 

生活文化 

藝文活動 

名勝古蹟 

住宅建築發展形式 

商業建築發展形式 

開放空間設施 

各階段之生活紋理 

 

相關住宅與建築分析報

告、歷史古蹟調查報告 

（學術研究） 

房地產資訊、建築個案 

文化報導 

人文景觀調查分析之基本視野 

藉由地圖系統的重新整合以作為都市永續發展下探討人文景觀之基礎分析

工具，其重要的基本視野在於一種能跨越國土計畫、都市計畫、建築規劃、生態

系統、環境影響、交通評估等各方面的思維。以本研究論及之都市景觀而言，這

並非是庭園造景之討論，而是結合土地使用與管制的新探討，能支持這個論述的

調查技術也就需要有一種跨領域的整合工具，才能進行不同領域之溝通。 

因此，以整合人文景觀的地圖系統來說，調查人文所涵蓋的歷史層面與呈顯

環境構成的圖面系統就是以都市研究領域來整合社會與歷史等研究，而最能引起

各方面探討的即是對於城市自明性的討論。「城市自明性」是透過該城市獨有、

顯著之地景元素所表現出來的城市意象，以都市生活為介面包含了空間與建築的

美學表現，也是從最基本的邏輯讓人為世界與自然環境的構成成為各研究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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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知識。延伸論之，城市自明性的建構與確認過程是回應新的都市發展趨勢，

充滿跨領域間的討論，以新的邏輯與視野來營造都市不可替代人文地景。 

也因此，在這基礎視野下本研究秉持著都市景觀學與都市發展的角度，從環

境本身來討論，近一步透過地理資訊的協助，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

面探討分析，利用地圖資訊與地理資訊系統（GIS）軟體與技術，將相關地圖資

訊數值化建檔，提供親臨實境的地理資料影像，以圖像來呈顯都市整體規劃視野，

也希冀促進參與者對於都市永續發展之困境與機會認知，增進研究成果與閱讀者、

參與者之互動，這將是本地圖系統分析在本研究中所扮演的最重要角色。 

人文景觀基本結構 

從時間軸、空間軸兩大方向可分為： 

（1）空間：造形如古蹟、文物、園林、城市等。 

（2）時間：動像如音樂、戲劇、歌舞、技藝、生活等。 

因此，就時間與空間的內涵來統整古蹟、觀光資源、文化資產以及文化地理

學等概念下的傳統人文景觀類型時，可初步統整以供下一階段對人文景觀調查的

項目判別。 

傳統思潮下人文景觀類型分析表 

項度 內容 說明 

聚落 

1.行政區的沿革 

2.地名 

3.都市 

原始聚落開拓遷移、依建設開發拓展現象； 

各時期市街地名隱含之歷史意義； 

市街建設 

1.交通運輸 

2.公共建設 

3.政策開發 

4.教育設施 

日治時期都市計畫改革； 

街區生活的興衰； 

市地重劃與公共建設； 

學校； 

名勝古蹟 

1.名勝 

2.古蹟 

3.宗教設施 

風景旅遊名勝； 

歷史文化遺產； 

廟宇、神社、火車站； 

人口與種族 
1.原住民 

2.人口 

原住民種族、外來移民； 

人口遷移； 

產業 

1.農業 

2.漁牧 

3.森林 

4.礦產 

5.工業 

相關產業發展與建設變化 

區域特色 特殊生活條件 母語不同或宗教信仰脈絡 

（本表整理自台中市誌的內容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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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文景觀之分類與表現形式 

從前述章節之傳統人文景觀類型與人文地理學、都市空間、歷史紋理等不同

學門之探討，加上 21 世紀景觀計畫思潮等歸納出本研究之現代人文景觀結構可

以分成生活地景、產業地景、建設地景等三大類，由於各類型之細目區分彼此皆

有連帶關連性，此並修正表 2-2 的傳統人文景觀類型，茲先初步統整如下表： 

現代人文景觀類型初步分析表 

項度 內容 類別 

聚落發展 
行政區的沿革 

地名命名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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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與生活 

業種、業態 

商圈 

生活圈 

產業地景 

人口變動 

原住民分布 

歷年人口變動 

地理人口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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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商建築類型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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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景觀之調查分析內容 

從都市景觀結構的組成內容中將可以有生活地景、產業地景、建設地景等三

類，但這三類彼此皆具有不可切割的關連性，而人文景觀的內容也就是這些類別

下所論及的表現形式，其所應調查與分析的包含以下三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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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生活與人口分布 

從人口數據的掌握來了解長時間內在城市中市民的居住、購物、工作等行為。

傳統都市規劃是以計畫人口作為建設分配的依據，但隨著時間的實際發展狀況卻

不見得與計畫人口所預期的成長相符。因此，必須從實際的人口狀態推判出城市

的空間特性，結合經濟生活條件分析消費人口的分布、流動人口、經濟活動分布

狀況等等，這些具體構成了都市空間發展歷程的外部顯徵，是人文景觀從城市生

活空間分布狀態中較容易看出的一種結構。 

產業結構與生活條件 

延伸自對都市人口結構的分析，都市的空間性質從工商業的業種業態結構也

可反應出該都市居民所擁有的生活特性。假若城市本身為一個典型的工業城市，

那對應於人口結構而言，都市裡的人口大部分是勞工；但若這些勞工組成卻是很

大部分為外來人口或外籍勞工，那此工業城市的都市性格必然又不同於勞工結構

為該城市大部分居民的都市性格。因此，對於產業結構所呈顯的城市性格還需要

與在地生活條件再做一個比對，除了城市發展歷程所累積的開發建設會反應公共

設施的優劣，該城市的發展也將會針對如何因應都會與衛星城鎮之供需、不同國

家的勞工文化等課題去提供相對應的住宅設施、公共設施等配置，所呈顯的管控

結果也會逐漸形成了都市內部不同的生活圈，也構成了不同人文景觀結構。 

聚落形成與都市建構 

從聚落的形成過程可以看出居民在不同時期的遷移以及人口移動的痕跡，就

具體的顯徵而言，這些痕跡可以從各地的建築特色或是生活形式、語言等等來分

析判斷，但另一方面，從各地的鄉土文學、傳統歌謠、地方誌等等許多文獻都有

對於該地方聚落歷史的描述，從這些描述中也可以組織成現今城市形成的一個年

表（或稱做該地的城市發展史）。但對於城市建構的歷程分析而言，一個地方的

人文結構可以從對文獻中文字內容的解讀重新描繪解讀，尤其是當前已有都市地

形圖的建置，這可以就人口遷徙的動線與現今道路的劃設、重要建築物的存在、

公共設施的配置等等而有圖像化的表現。因此，這從都市景觀結構的分析來說，

每個時期公共建設的增添，如鐵路興建、公路修築、集會場所興建等要素剛好可

以看出都市逐年被建構的過程。因此，從聚落到城市的建構過程分析，也可以找

出辨識出重要地標、節點、區域中心等等，若結合中地理論來分析這過程時，小

區域的中心連結到中區域、大區域等相呼應的影響也就構成了該區域人文景觀的

基本內涵。 

人文景觀空間結構圖之建置推測 

在人文景觀地圖系統內容之推論過程另發現部份地圖因為保密等級以及散

落於各不同研究單位中，要短時間內將城市發展廣泛的各類時空基礎資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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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不同範圍之地圖、航照、衛星圖等）全數蒐集完整並不容易。因此，本研

究以大部分可取得的地圖內容為基礎，再假設能將所得之地圖資料依序分類自成

一人文景觀地圖基本圖層系統，之後將能依此基本圖層系統進行疊圖交叉分而分

析出都市的人文景觀結構。 

因此，人文景觀的地圖系統內容將是由城市人口、聚落發展、產業地景、基

礎建設、重大建設、交通建設、都市計畫、自然資源、歷史地景等要項所構成的

圖層資料庫，此人文景觀資料庫在 GIS 基礎下也相對具有與傳統手工方式不同的

具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此具決策的新功能下，所建置的新人文景觀空間結構圖勢

必跳脫傳統點狀的分析，而修正改以線性、面狀的資訊結構。因此，新的地圖因

有不同主題資訊的圖層疊合產生，其呈現出來的空間性格就可以直接和因果定律

相關連，對其相似類型的分析就可能導致對都市有新的假設理論，甚至有新的發

展定律。 

因此，假設各圖資皆為完備之下，從相關圖層的疊合分析可看出城市發展的

簡易趨勢，再經過進一步的分析探討後，即可以建置出自有的都市人文景觀結構

系統。 

人文景觀之地圖系統架構確立 

透過相關文獻回顧及資訊處理說明後，對於人文景觀地圖系統的首要功能應

可定位於能夠迅速掌握都市空間發展的紋理，因此也必須包含都市土地使用狀況、

人口流動、產業空間、文化遺產、開放空間、公共建設等細項，此回顧前述的人

文景觀基本圖層後，對於現有較容易掌握且容易判讀的基礎地圖系統可分為六個

主系統： 

基礎社會條件系統 

包含對於歷年人口的掌握、現有居住人口、外來人口等的人口結構分佈等，

此類資料可以從相關戶政統計要覽上取得。 

歷史文化資產系統 

包含古蹟、歷史建築物、聚落遺址等分佈狀況。從縣市政府的地理資訊系統

資料可以得有各相關的分佈位置，但從文獻上推論出屬於在地特有的生存方式或

其他歷史文化資產的圖徵仍須自行建立。 

生活紋理系統 

除了以 Figure Ground 圖看出聚落分布，重要的產業活動區位亦是包含於此

生活紋理系統內。產業活動狀況可以由都市計畫圖的使用分區看出，而歷年的

Figure Ground 則可以利用建成之建築物分布位置圖來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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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設歷程 

城市建設的狀況是判別都市空間的重要指標，大部分圖面上皆會標示有重要

建設的位置，包含鐵路、公路、車站、轉運站等。相關基礎公共建設或重大建設

亦可以由施政計畫書圖內容擷取出來，而較完整的地理資訊資料也會有各級學校

位置、公共設施、政府機構、藝文空間等圖層資訊。 

開放空間系統 

綠地系統的分布是開放空間系統的主要內容，從縣市地理資料庫或環保署生

態資料庫等都能找出包含公園綠地、廣場、開放空間等資料；而都市計畫圖系統

也有開放空間使用屬性的分類；另外，還可以從地形圖、地理資訊圖層等區分出

河川水系等資料。 

休閒遊憩系統 

為方便整合現有文化觀光部門所推動的文化活動、政策或風景區之劃設而另

從建設歷程歸類出此一次系統，但部份遊憩建設如主題樂園、休閒農莊、俱樂部

等是為私人企業，也就是此相關資料不易及時出現於公部門的資料庫內，最好的

做法即是先自行建置，再視所蒐集之資料進行修正。 

人文景觀之地圖分析模式是都市規劃新方向 

人文景觀的地圖研究分析在本論文的假設下，且排除地理資訊技術問題後，

此運用 GIS 科技整合歷史與現今空間的方法，可以創造一種助益於城市規劃的分

析判別新模式。其對於目前的都市現象來說，以人文景觀地圖系統作為新的分析

工具在都市規劃的意義上來說，提供規劃者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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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會意

義來說，這亦是人文景觀的核心價值所在，在地的自明性紋理可以因而不被新增

的建設所破壞，而是可以利用此人文地圖分析模式辨別出城市發展歷程中重要的

人文景觀結構。 

就建築與都市規劃的領域而言，一套涵括將近百年的都市發展圖籍是亦將是

完整的都市發展史圖說，所揭示的知識意義是以簡易圖像替代繁雜的文字讓規劃

者迅速了解一個區域的歷史紋理與城市建設紋理，這更也是人文景觀地圖分析操

作的不可或缺性。此雖可視為都市規劃的新方向，但就結合歷史紋理之人文景觀

與現今地理資訊系統可共構承載之技術而言，人文景觀的判別與地圖展現在本研

究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技術下，也發現傳統在探討人文景觀的模糊地帶皆在 GIS 的

檢視下更形需要進一步更深入的探討與確認，其分別說明如下： 

 GIS 的視覺化空間展現雖能解除都市社會學質化與量化研究的藩籬，可以將

量化研究的資料透過轉檔與操作而達成兩者統整。但經過不同年代與不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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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資料的萃取切割，GIS 的圖層疊合在跳脫單一橫切面的兩個獨立時間點之

比較概念時，需要更多的歷史背景資料的支持，這也是跨時代累積的基本概

念，如果兩年代之間並沒有共通的討論基礎，儘管以製圖技巧的顏色反差與

線條美化製出一套分析圖，但其內涵的差異實未能凸顯社會現象在「現在空

間」分佈的時間演進特色。 

 傳統的人文分析所保留的模糊地帶，著實跟當代的人口、產業調查等統計資

料以及需要更深入的田野調查作為相互的資料比對與驗證等有關，此係為研

究辨證下的背景知識。為減少此模糊因素，利用詳盡的圖層系統分類與適當

的圖資比對所繪製的 GIS 人文景觀地圖才較能有精準且完整的支撐意義，人

文景觀地圖系統才能藉由 GIS 技術作為一個都市空間發展共同操作平台。 

由於本研究為對人文景觀之地圖系統分析模式的初步探討，研究的過程也發

現對於利用 GIS 進行操作城市規劃發展與策略意圖推斷時，實應對地圖系統之分

析模式的現象加以改良，而在上述兩項診視後，人文景觀之地圖系統分析模式將

可以被具體化利用，此分析工具的運用也將趨使人文景觀的研究在學術獲得支

援： 

人文景觀議題在景觀計畫趨勢下為一整合性之承載基礎 

由於都市景觀的經營在當前景觀計畫趨勢下已為一種新的城市治理策略，所

看到的「景觀」已成為城市自明性、場所精神、歷史風貌展現、環境品質優勢、

生態棲地系統等議題，而這之中又是以人文景觀作為一個中介角色，也是城市生

活中不易切割分類的一環。也因此，人文景觀是為一個綜合性的都市發展承載基

礎，在城市規劃分析時，以人文景觀的地圖系統可以作為發展策略的多面向分

析。 

都市空間的調整將需藉助於人文景觀結構模型的分析結果 

回顧本研究以此地圖系統對台中市城市發展進行的解析結果，發現傳統的都

市計畫管制體系與台中市城市自明性並未成一互助的條件，且過去的城市建設與

發展策略跟原有歷史紋理也是脫節的現象，因此，對於台中市城市空間未來的轉

換或是預估來說，人文景觀地圖也可藉由圖層強化再轉化成城市生活意象地圖、

道路紋理地圖、產業紋理地圖等，以此地圖系統結合自然環境資源、生態網絡、

生物棲地系統將另構成一個都市的新空間藍圖之雛形。 

人文景觀地圖系統分析模式是對於都市空間地圖的新理解 

一個能涵蓋歷史、文化、政策、生活、法令等意涵的空間藍圖將可以對都市

的發展有前瞻性的啟發，因此，人文景觀結構模型要成型之前的人文地圖系統將

需要細緻分門別列以隨時準備進行交叉比對、綜合判斷之分析，也即刻能與氣候

條件、國家政策藍圖、建設藍圖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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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 

人文景觀資料庫的建置 

在做人文景觀方面會從聚落開始，

透過GIS的操作讓大家很清楚地去了解，

哪個地方是新建城地方哪個地方是所謂

舊的地方，透過這樣你才能了解，才可

以有系統的去建製資料庫。進一步的探

究其背後的定義，透過材料高層，一系

列的屬性等等，利用色塊建置所需的資

料庫。 

如果我們有辦法去定義土地使用的性質、特色與潛力等等，對整個大區塊環

境的生態性、飽水能力等等的地方，就可以詳細的掌握到。如果有辦法更進一步

定義土地使用的內涵，開放空間的類別等等，這筆資料就會變得非常有用。 

城市的網絡是一個連通的功能，一個城市道路系統那麼複雜，要很快的去判

別聯外道路、巷道路徑等等，說明連通的功能，文化據點代表的意義等等，一個

城市的文化內涵也許在歷史性上面或宗教性上面，就可以去判讀在程式發展過程

中的內涵和經驗，這是一個依據。再來要判斷國家或是上位區域對這區域想像的

時候，比如說我在台中有一個怎麼樣的計畫，就會用表列，可是在 GIS 裡面，就

會具體的把聚落畫出來，尺度有大有小，比如說歌劇院它可能是文化設施的重要

部分，不可能畫設一個科學園區產業，那透過這樣的分類就可以告訴人類有一個

怎樣的想像，透過其他資料的分析，就

可以了解，那這樣子的一個圖層就有必

要去建置出來，今天會大致會以台中去

解構，那剛剛老師講的已經是我們分析

出來的結果喔，可以看到台中在這一個

主題上面，所以我呈現的是從台中，單

獨呈顯聚落的資料，台中的聚落分布和

附在上面的類別。 

那在 GIS 的概念很簡單，在空間上

我們會用手繪的話，都會有一張底圖，在放上一張描圖紙，然後去把東西挑出來，

想要知道合的位置就把適合的位置挑出來然後建物位置挑出來，我們先掌握特定

關係的底圖，所以我們會教大家怎麼樣去新增一張描圖紙，也就是新增一張空白

的圖層，就像 word 去打一份文件一樣。台灣在做都市尺度或比較小的是全台都

有的圖層，譬如說是空照圖，比如說現在都有很清楚的空照圖，再過來是經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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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圖，政府重新再測的是第四版，這三版的資料已經足夠看到台灣變化的曲像，

再來是台灣島圖，再來是台灣地形圖都是黑白的，只是沒有衛星技術，中研院在

歷史文化地圖網站，都有分析出來，他有一些瀏覽圖的外掛程式，它就是利用

GIS 的技術，在歷史文化的網站都有相關的資料，再來是 1960 年的聯勤測量圖，

它的圖是跟經建圖比較類似，農林航測和美軍測量圖他是比較像照片的，也是有

點類似衛星，但他是用直升機拍的，再來是在台灣比較有意義的是農林水利會的，

也是全台的資料，圳道區域水路的了解，在台中這是屬於成中心的 1926 年的台

中那一塊，這有證據和人家講說台中有恢復水系的潛力，這就是提供證據，GIS

就是幫助我們提供證據，然後這是 2002 年的衛星空照。 

今另一個重點就是時間軸上的演變，

因為畫一個年代就代表要花一倍的時間，

但我們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要陳

述，所以我們認為是有必要做的，因為

從日本時代是比較精準的，所以我們就

從 1901 年到現在，四五年帶到比較多的

區分成七八個年代，我們花時間把台中

九個年份的聚落位置框出來，越近的聚

落我們用越淡的顏色，越早越深，越近

越淡，就可以看到建物的擴張，像這是比較像現代都市的格網配置，嘗試去分類，

所以有機的路網形式跟比較筆直的也可以去辨識出來。 

從 2002 年的圖，可以看到農地類型，說服別人產業用地生態化的意義，工

業如何侵蝕農業往都市擴張，用圖來說而不是口述，在台中還保有一些停車場，

用這張可以說明開放空間的區位，並發掘哪些不夠，那生活消費方面，如果在鄉

村地區，你可能還要列一個傳統市集，再來是水系，方向分部及密度，讓大家知

道水對台中的重要性，然後路網是現代的圖層，後面我們還疊上了歷史道路，便

可以發線路網的軸線和方向。用環狀來連結這放射狀的路網。鐵路高鐵的區域如

果在你分析的地方沒有這些交通工具的時候你就要拉到更遠去看，對外連通的重

要設施離這邊有多遠，這是有必要的。 

過去在高雄操作高雄市景觀綱要計

畫的時候，我們判斷是其特性是以景觀

風貌為內含，但在台中就不是如此，商

圈的分佈成就了台中的性格，也就是說

不同的城市有其不同的發展邏輯。再來

比較特別的就是放射性，環狀路網，中

心結點，變成非常重要可以去經營的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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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景觀資料的建置 

打開這個 arc catelog 這個，把它點開一下讓他跑一下。其實這東西就是檔案

管理的軟體，它管的就是 GIS 的檔案，要新增一切都從這個開始，看你們存在哪

個槽，人們資料建置的實作，請各位連到這邊，底圖這邊有三張圖，可是從電腦

檔案去看很多的喔，有的可能有三有四個檔案，所以儘量不要用電腦的檔案總管，

所以用 arc catelog 無法剪下怕誤刪，等等大家可以挑自己有興趣的東西去建立圖

層，一個空白文件只能 點、現、面不會說一個圖層裡面有點有現又有面的圖層，

這不會有，看我們檔案的圖是線的樣子、點的樣子、還有面的樣子，比如說道路

在台東可能用的是線的圖層，如果你用到的是台中就可能變成是面的圖層，可以

依照你們的習慣去定義，當然面是最耗時間的，然後先新增一個空白的圖層，現

再建一個資料比如說是三民區，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那個，所以一開始就先決定

這個檔案是要分類在哪裡這樣子的檔案會是非常多的。 

如果你要常常變動他的路徑的話會變動不完，所以就盡可能清楚的將它分類

好，最好一開始就把它命名清楚，那我第一步先講新增圖層，空白地方按右建，

有個 new，會有很多的選項，一個是建立新的資料夾，一個是建立新的圖層，英

文叫做 shapefile，那我們現在建立一個資料夾好了，然後命名。再來我們給他新

增一個 shapefile，點左鍵一下，到這邊就要開始去命名了，第一個檔案我們給他

做一個面圖層好了，命名為建物，第二欄位是選他是點線或是面，再來我們用

GIS 位什麼不用 coreldraw 或是 AUTOCAD，因為 GIS 是有座標檔案，全球通用的

座標有很多種，那台灣慣用的是九七座標還有六七座標，就很多種，那我今天交

大家怎麼樣去匯入數據，現在的參考座標這邊是空白的，未知的定位系統，我們

怎麼作，你選擇 edit 他會問要編輯什麼東西，那你們不用填，import 就是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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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  

Lesson 5  

生態城鄉空間的修補、美學原理與品質

控制（1） 

 

 

 
課程時間：98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1530-1730 

上課地點：城鄉發展分署 2 樓會議室 

授課講師：曾梓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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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概述 

生態城鄉規劃的核心精神，便是追求一個不同於過往所習慣的操作方式或內

容，其所要揭示的是下個世代所要居住的新標準與新的生活環境品質。本次課程

以德國 Tübingen 與漢諾威 Kronsberg 為例，針對其從規劃的過程、計畫內容與最

後實踐成果的檢視進行解析。 

期望透過國外案例的操作分析，縱使國內無法馬上就完全追上，也可從中獲

取一些轉變的經驗，來創造一些不同以往的可能性。 

 
 Kronsberg 的住宅類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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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 

今日的課程是透過實際的案例解析，讓各位可以瞭解國外在都市發展上的控

制手法是如何的去落實生態城市的相關議題。 

【生態城市（鄉）】判斷基準→怎麼作 How To Make it Happen  

現階段造成全球氣候變遷的真正核心原因乃是人類不生態的土地使用模式，

先前個人擔任高雄大學都建所所長時，每每會遭遇到矽酸鈣天花板損壞而需要被

修補的情況，但是台灣並沒有修補矽酸鈣天花板的貨源，因此需要從義大利進口，

是故為了滿足物質上的需求，必須遠從千里之外的地方運補物資，每當人類在談

論降低汽車量的需求以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時，卻往往忽略長程飛機物資運補過

程所製造出來的二氧化碳排量，此是人們應該檢討之處。 

「生態城市」的定義與發展目標架構 

生態城市規劃最主要的核心目的在於創造出好品質的都市生活空間，而好品

質空間的創造過程中，尚需透過人們使用物質方式的改變，引導出一套對地球自

然最小破壞的新生活方式，今日的課程將為各位介紹 Tübingen 與 Kronsberg 此兩

個德國生態城市的操作實踐的手法，然而此兩生態城市的落實也改變了原有居民

的生活模式使其更趨進於與自然相互共生共榮的新生活模式的展現。以 Kronsberg

為例，此案例是德國規劃史上透過將既有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轉變，使環境影響

評估制度轉換成為是一種規範土地開發時在不同開發時序上的規劃內容的引導，

以使得在規劃與開發的過程中可以兼俱生態議題上的維護，並在 Kronsberg 社區

剛開始被推動規劃時，便成立了 kuka 的團體組織，讓往後社區的新住民能有機

會在社區剛開始被規劃之初便有機會參與，因此從 Kronsberg 的生態城市營造經

驗中，除了居民的行為模式得被改變之外，在規劃程序面上也產生了改變，原本

於計畫後端的居民能有機會選擇自身想要的生活方式，如此居民便會願意接受社

區的空間營造成果，因此生態城市扭轉了傳統的社區開發思維，連同建築開發商

的產品提供與政府對於建築行為的規範等，也需要連同進行觀念上的顛覆，因此

生態城市營造涉及了全方面的改變，但改變往往需要有介面來仲介改變發生的可

能。此外，對於生態城市的創造上針對很多的層面議題尚需透過引導方能步上軌

道，諸如引導居民去詮釋出最佳化的選擇，引導建築開發商來設計出滿足人們需

求的住屋環境等等。 

Kronsberg 的營建過程中，環境影響評估被嘗試性的改變成為是城市發展控

制上的流程，因此環境影響評估便是一套控制城市發展的標準，然而這套標準必

須被不斷的檢視與修正，以符合真實社會現況的變動。 

因此生態城市的推動上對於傳統的觀念、技術與手法等都面臨被改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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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經驗中，本人在台灣如欲嘗試性的推動某些觀念或作法上的改變時，常會

遭受到民眾的反對，因此本來立意良好的事情到頭來反成為是民眾所厭惡的想法，

但往往經過五至十年間後，卻往往發覺當初的想法其實才是正確的方向，因此嘗

試性的進行各種的改變其實是生態城市發展推動上很重要的經驗和看法。 

「生態城市」步驟架構與評估指標 

因此台灣目前針對生態城市的議題

上，尚停留在規劃技術上的講究，但是

最終還是得回歸至整體社會層面上的調

整，目前個人與城鄉分署在座的同仁一

起嘗試的在進行台灣北中南三處生態城

市操作的實驗，因此台灣已經踏出正確

方向的第一步，因此嘗試的發展出屬於

台灣自己本身的生態城市規劃經驗，而

非是自我設限，台灣目前的困難處境便

是認為城市的生態規劃是技術層面與指標的運用，例如以綠建築九大指標而言，

在台灣宣稱建築物達到綠建築的指標標準，但是居民的行為模式並沒因此而改變，

二氧化碳排放量沒因此而降低，建築開發商也沒因為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的運動而

推展出一系列的新住宅產品設計的詮釋，因此綠建築指標基於錯誤的數值公式的

計算，但居民的行為卻全然沒有改變，因此，我們必須借鏡德國的長處， 台灣

其實也能夠慢慢的被改變，也許現況不被普遍大眾所接受，但是往後待人們回頭

來檢視時才會發覺現今的努力是具有價值性。 

現況台灣在綠建築九大指標的推動上，取得綠建築標章的建築便是所謂的綠

建築，但是這樣的建築卻沒使得人類的使用行為產生任何的改變，單純的認為在

單一基地上進行各種數據上的運算與計較便能降低建築物二氧化碳的減量，但事

實上對於二氧化碳減量一點助益皆沒有，然而也忽略了建材在生產過程上所產生

二氧化碳排放量上的計較。 

從歐盟生態城市的推動經驗中，在原本既有的城市發展架構上進行了適當的

調整，調整的事項包括了都市結構、交通、能源與材料等等，都市結構的調整包

含了景觀與土地使用等等，交通的調整便是以發展大眾運輸為主，降低個人汽車

的使用需求，能源與材料的調整便是尋找出替代能源的可能性，例如德國預計於

2020 年時將提升替代能源使用的使用比例並降低石化燃料的使用等等。因此總

體而言，基於生態城市發展所進行的各種的調整，其實上還是在於滿足人類的發

展需求，並透過這樣子的調整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與地球資源的使用。 

歐盟生態城市實驗計畫的推動於 2004 年時便已針對生態城市的發展提出二

十五個發展願景的詮釋，包括了令人容易親近的城市，具備完善的公共空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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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諧相處的城市等等，這些詮釋便是建構於都市結構、交通、土地使用、替

代能源使用等等的調整之上。 

台灣就是習慣透過數值計算的方式，把它化簡成公式化的標準，但是在生活

的品質上因為每個地區皆不相同，每一個地方都有他不同的生活行為，因此便需

要不同的配套措施，因此每個地方是很難達到統一的標準，就以綠建築標準而言，

規範了建築物的南面與西面應減少開窗，但這個開窗限制對於某些地方是很難達

到這樣的標準，如果假使在一塊基地上就只有南面有光線進入，但是為了配合綠

建築的規範，因此南面就不可開窗，如此真的是很不合理的規定，假使真的如此，

那建築物的採光不就得全部依賴人工光線來達到嗎？所以同樣的一套標準是很

難同時在很多地方皆能同時適用。 

【規劃案例剖析】 

生態城市實驗案例—德國 Tübingen  

德國 Tübingen 是一個城市修補式的

開發案例，利用生態的作法改善週遭的

惡劣環境，基地中分別存在著棕地與閒

置的土地，往後皆將作為住宅區的開發，

因此透過捷運路線的規劃，並將高密度

的發展控制於捷運場站的週遭地區，透

過ＴＯＤ規劃概念的導入，利用便捷的

交通以達到控制並減少私家運具使用的

目的，這樣的規劃是非常重要的手法，

並也可配合控制停車空間的數量來達到

節能效果的最大化。 

Tübingen 位於斯圖特嘉的南方，司徒加特目前是德國的大都會區之一，Tü

bingen 大學以法律系最為有名氣，Tübingen 的發展中將一些工業用地轉換為是新

住宅的居住空間，並在現有鐵路系統上規劃輕軌路線，同樣的也將巴士系統視為

公共系統運輸的一部份。Tübingen 在交通議題上規劃了不同的交通使用分區，如

無車區、車輛減少區、交通寧靜區等等。以車輛減少區而言，便是以集約式的停

車規劃方式取代各別居家空間的停車位劃設，因此汽車皆只能統一停放在公用的

停車場，然而為確保成功的實施，便規劃了以巴士服務為主的公共交通系統。 

而德國 Freiburg 則是嘗試透過簽訂合約的方式，來讓居民放棄使用汽車，但

這存在著些許的困難，因為這與民法上的規範彼此的相互衝突，因此便採以規劃

的手法去減少汽車的使用，市中心區以發展大眾運輸為訴求，並引導其高密度的

發展，反之越往郊區則發展密度越低，因此減少了土地浪費的使用，並能將更多

的土地將之規劃成綠地，是故越往郊區移動則綠色空間也隨之越多。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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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übingen 乃是透過建蔽率的控制來呈顯出綠的意義，藉由各宗建築基地間的建蔽

率的集約且有效的控制來彰顯出連續性的綠色空間的詮釋，因此透過整體規劃的

控制讓綠地能夠集約化的發展，是故其乃是異於傳統透過建物型態、容積率與建

蔽率規定的操作思維，而是將傳統的建築基地線的劃設與退縮的規定皆重新的拆

解，政府並透過計算的方式劃設建築線並規定建築型態，因此方能形成好效果的

綠環境。 

Tübingen 也包含了水環境的創造，除了既有的小河流被考慮之外，更重要的

是雨水的收集皆被系統性的控制，來作為整個環境改善的被動式設計。被動式設

計是指環境的本身，例如環境條件等等，因此為了維持地區的好品質，則必需透

過其它的元素來相互的補強，如此冬天時才不需額外的能源來避免環境的寒冷。

因此透過控制模式的改變，因而能創造出更多的小環境。由此可知，在改變人類

行為模式時，規劃設計是能擔任起引導人們行為模式改變的可能。但是規劃者對

於環境規劃的操作模式必需要被改變，因為不能只是對於將來的發展情形虛擬出

一個假設，然後忽略掉真實的情況，例如只單純考慮房地產利益的最大化便去進

行規劃，但規劃結束後針對建築物的型態與銷售方式全然一無所知，最後才無奈

的表示無法針對現況不好的發展環境做出任何的改變，原因在於剛開始規劃之初

的思考方式與邏輯早就產生了偏誤，因此國外的經驗恰恰跟台灣的操作是反方向

的思考。 

2000 世界博覽會典範—漢諾威 Kronsberg  

基本背景 

Kronsberg 則是一個更有系統的生態社區開發，直至今年三月底為止，大約

有六千戶居住單元，也即是有六千戶家庭居住於此，Kronsberg 位於德國的漢諾

威市，雖然漢諾威只擁有五十萬人，但卻是德國經濟發展實力很強大的城市。德

國目前有十六個邦，其中有十一個邦是被空間部長會議認定為是大都會區域。大

都會區往往在滿足人口成長所衍生的居住需求時常會面臨一些困境，一方面不願

意在城中心拆掉舊房子蓋高樓，像法蘭克福也拒絕這樣子的行為，但是類似於銀

行等等的投資者卻會認為能表現企業絕佳代表精神的呈顯方式就是高樓，如果無

法興蓋大樓則企業就沒有意願進駐，因此在大城市中便會特許某些地方來興建高

樓，是故高樓的興建區位上的挑選就變成是城市發展策略的決擇。 

漢諾威在面對人口膨脹的情形下不願意去破壞太多既有的城市紋理結構，因

此勢必得將城市往外擴張發展，因此便發展出了一個策略，便是盡可能的讓人為

破壞可以減少，並謀求與其他開發建設相互共構的結合。因此透過世博會的舉辦

所建設的各種公共建設可以成為當地社區民眾的永久性資產，為了可以輸運世博

會四千萬人次的參觀人潮，因此社區便制定了交通建設計畫，因此便把世博會臨

近的高速公路變成是雙向共計六線車道，把搭乘高鐵到達城中心的人潮再透過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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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的運輸載送至世博會場，但是當地本來就已經存在一條的輕軌路線，但勢必無

法承載眾多的參觀人潮，因此又闢建了一條新輕軌路線，因此這條新建的輕軌並

駛之與 Kronsberg 的開發相互的結合共構。 

交通 

漢諾威政府預計世博會四千萬人次

的參觀人潮中，設定百分之五十的人次

是透過軌道運輸系統抵達會場，軌道運

輸系統包括了輕軌及高鐵等，百分之二

十五的人次則是透過大巴士的載送，所

以大巴士具有平面道路的優先行駛權，

剩餘的百分之二十五才是透過自行開車

而至的民眾，所以這便是在抑制民眾使

用私人載具，但是單純為了世博會而興

建輕軌，但在世博會結束之後就會面臨無人搭乘的窘態，因此不合乎成本上的效

益，因此便有混合使用的概念，混合使用不單純只有土地的混合使用，也可以包

括輕軌捷運的混合使用，規劃一年十二個月中輕軌能有不同的使用分式與強度，

而也能配合每一天上下班的型態來規劃輕軌的不同使用的搭配，因此輕軌捷運滿

足了世博會的需求時，同樣也滿足 Kronsberg 社區的開發需求，讓民眾可以放棄

選擇私人載具。 

Kronsberg 與外界高速公路的連結相對的不方便，因此 Kronsberg 六千戶的開

發時如果欠缺良好的大眾運輸建設計畫，民眾如果皆選擇開車，則會造成交通塞

車，以及交通上的衝擊，因此馬路便一直的被拓寬，因此 Kronsberg 便採取了輕

軌捷運的策略，而漢諾威市把城市的巨蛋也設在世博會場中，而巨蛋的各種活動

通常選擇在晚上或者是星期六日來舉辦，因此這便是一套整體城市發展的整合性

策略，因而輕軌線於晚間時段也能達到合理的運量承載，此便是漢諾威市的戰略

佈局的構想。 

在籌備世博會時，漢諾威市政府認為四千萬人次對整體城市而言是一個龐大

的商機，因此得創造一個好的商業環境，因此便有人提議於世博會週邊興建

Shopping Mall，但是此題議經歷了兩年時間的爭執，最後被放棄，因為漢諾威整

體城市的氛圍就像是一座 Shopping Mall，整體城市透過通盤的規劃與人行空間

的創造因此形成一個良好的環境，且在地表下也有著各種的人行串連通道，因此

假使為了此四千萬人次的觀光人潮而興建 Shopping Mall 便會產生弔詭，原因由

於 Shopping Mall 的新建便會與市中心既存的商業產生了競爭，因此將會有一方

會衰頹，但 Shopping Mall 的開發商卻一直信誓旦旦的表明開發案一定會成功，

不需靠漢諾威市中心的購物人潮，單憑 Shopping Mall 提供良好的公共設施便可

以吸引全歐洲的旅客前來，因此 Shopping Mall 便能成就一個良好的商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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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座的同仁，一定也常碰到類

似於這樣子的訴求，雖然最後 Shopping 

Mall 沒有開發成功，但是市府將輕軌捷運

線進行了品質上的昇級，提出了如履平地

的概念，也便是從居家或是工作場所便可

透過輕軌輕易的到達市中心，也能輕易的

再回到 Kronsberg 社區中，在台灣搭乘捷

運很不方便，台北可能會好一點，但在高

雄便很不方便，高雄捷運因應成本上的考

量，並非是每個捷運站都有電梯，因此對於老弱的老人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情。 

在 Kronsberg 中並沒興建豪華的車站，但卻用無障礙的方式來提高老年人的

搭乘率，以及低底盤式的公車設計，讓民眾可以輕意拖行行李去達城中心，而不

會有地盤高低不平的煩腦，這是非常貼心且細膩的設計，因此捨棄了 Shopping 

Mall 的投資，將資金轉換成是針對社區的投資，讓社區的生活品質可以往上昇

級，這個事件在當時便非常的出名，因為當時很多的城市都在爭取興建 Shopping 

Mall，以漢諾威舉辦世博會能吸引四千萬人次的實力而言，乃是最有機會來興建

Shopping Mall，但漢諾威卻選擇了放棄，因此在 Kronsberg 開發中有一組交通規

劃上的概念，在世博會週邊透過高鐵站的興建，讓世界各地的民眾可以很方便的

抵達世博會場，並額外興建一條輕軌從市中心延伸至世博會場，因此加上原本既

有的輕軌線，則便有了兩條的輕軌線。 

整體基地發展概念 

在 Kronsberg 開發中也提出了新的發展概念，這對整個德國影響很深遠，便

是 CITY AS GARDEN 的概念，這與 GARDEN CITY 的概念不同，也便是無所不在好

環境品質的概念，以此概念來指導公共設施建設與建築行為上的表現等等，而另

外一個重要的概念便是 social habitat 的概念，這深深影響到了後續 Kronsberg 開

發上的作法，在台灣開發新社區，往往不會思考到開發完成後的社會控制該如何

的進行，但是不同的社會構成中，每一個人的條件並非一致，因此台灣在從事社

區開發時很少會去控制社會的構成，但假使希望將來的社區是個好環境，則就得

必需控制社會的構成，以想要吸引有小孩的家庭來居住而言，如果沒有學校設施、

遊樂廣場與醫生，那有小孩的家庭便不會前來居住。 

因此在城市開發中如果欠缺適當的機制去引導公共設施的建設時，則即便有

了公共設施，人民一樣不會有意願進駐。而德國所發展的城市中心徒步區的概念

也與台灣大大不相同，在台灣僅是透過計畫圖上劃設數條界線便要其空間發展成

徒步區概念是非常的不可行，徒步區的營造與其周遭有無停車場的配置是相當重

要的關鍵，且尚需透過業種業態的控制以避免商業的同質性過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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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發展策略與住房計畫 

而在 Kronsberg 的城區開發上，若區內的土地因被炒作而形成高價的房地產

時，此是無法創造出一個好的環境，以台中市七期為例，家家戶戶皆得顧請保全

來預防搶劫。因此很多人皆盲目的認為重視土地的價值便能營造出好的環境，這

其中乃是隱藏了非常大的社會成本(例:家家戶戶顧請保全等等)。因此假使在營造

一個環境的過程中，若能將社會生活的均衡性進行考慮，則可避免日後社會衝突

的產生。 

而在 kronsberg 的地區中，有一條社會性的規定便是只准單親家庭進住，因

此建築的類型便得符合單親家庭的需求，則單親家庭也會因為需求上的不符而不

願意進住。因此，必須將過去甚少注意的社會衝突因素也得於規劃過程上做一併

的考量與處理。另外針對 kronsberg 社區的開發，漢諾威市府也知此開發案對土

地而言是一種侵擾的行為，但在侵擾行為中也透過新策略的發展來調節人類土地

使用對於自然的侵擾，而此開發策略便是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 EIA 

在台灣環境影響評估的操作往往無法做出具體的成果出現，且環境影響評估

的進行與否對人們的生活而言也無太大的關聯性，明明新社區的開發將對環境產

生衝擊，但是卻無法透過規劃設計的手法來引導居民日常生活行為模式的改變，

因此環境衝擊依然存在，是故新社區的開發改變了地表的結構，造成雨水逕流的

增加因此政府便得去進行排水的工程，但是居民的行為模式依然沒有被改變。 

Kronsberg 在環境影響評估中確立了一個發展的願景，便是居家用水要從一

天原本 128 公升下降至一天 110 公升的標準。甚至到 2010 年預計要減少至 100

公升。但是生活品質不能因此受到影響，既有的汽車與衣服的清洗依然存在。此

外 Kronsberg 社區開發時，環境影響評估便已經驚覺社區的開發將會造成下游地

區的淹水，因此在社區開發時，為了不造成下游地區的淹水，因此把環境影響評

估中的控制因素轉換成是都市計畫的控制要項。因此規範了各種的開發建設內容

要能充份的回應基地保水的訴求，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建築的管制要能有所的回應。

因此並非是在規劃過程中完全不去思考這個問題，事後僅靠公共設施的工程手段

想藉以充份解決問題，這是不可能被實現的想法，因此一定是得藉由各方面的規

劃彼此的來一同呼應基地保水的議題，且也得引導居民的生活模式得做出改變。 

而 Kronsberg 社區開發時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嘗試，便是將環境影響評估轉換

成為是都市計畫內容中的法令控制，因此環境影響評估便有了新的意義。目前環

境影響評估在台灣淪為只是針對開發行為做出可開發與不可開發的決定，至於假

使可以被開發，但開發後如何去維持既有的生態環境系統便無人可以給予答案，

且開發時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卻往往由別人來承擔，因此將環境影響評估視為指引

開發建設的一種過程，則便需要有新的介面來做為支撐，因此 Kronsberg 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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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評估制度中便組織了一個小組來討論裡面的控制，並做為土地的調節以管制

開發的強度。但是如何的來衡量自然的承載條件？因此景觀計畫便扮演了很重要

的角色。而 Kronsberg 社區開發為了降低對於環境的衝擊，除了改變人們行為舉

止的模式外，尚得重新建立起自然生態系統本來的能力。 

傳統開發流程的滯礙 

因此生態城市的營造過程中，傳統的規劃程序必須要被改變，且在計畫之初

便讓民眾參與於其中是很重要的思考，民眾參與也要是一種廣義式的參與。台灣

現今在進行社區營造的過程時，針對新社區的開發而言普遍存在一種疑問，便是

在人們皆尚未進住該地時如何進行社區營造？但是以德國而言很多地區尚未有

居民進住時便已經在推動社區營造，因此必需夠過某種程度上的轉換，由政府成

立一個地方組織，吸引關切地方環境事務發展的人們或者是民間的協會組織來共

同參與，並將生態環境的議題將之予以教導給民眾，以及引導開發商跟政府部門

間去進行相互的互動。而環境影響評估則進行了反覆評估的檢討，並對開發許可

做出回應，因此環境影響評估變成是一種程序，然也提供了一個平台，這個平台

讓各種衝突的因素能夠在適當的位置上被回應以及被分配任務。而 Kronsberg 開

發過程中，不只是觀念上改變，不只是個人行為的改變，尚且包括了整體生活內

涵的被建構以及改變。然而這個改變是需要整體規劃程序去做變動。 

台灣現階段無法立即便成與 Kronsberg 相同的操作方式，但是並不是完全沒

有機會。在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實質開發、標準程序等等當中，當我們要去進

行重新佈局時，有些東西就得被額外的討論，因此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便得在早期

規劃階段時便得對生態基盤進行回應，而都市交通的衝擊都應該被事先的掌握。 

而台灣的都市設計制度為處於細部計畫框架之下，因此將生態上所有的理想

全期待讓都市設計來承載實現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我們便大膽的提出整個生態

城市的發展便是一個都市設計的過程，至於細節上的操作與落實現在尚正與各方

在做討論。Kronsberg 的環境影響評估非是等到為了進行土地使用開發時才去進

行生態基盤的研究，反倒是先進行生態基盤的研究，掌握各種可能的環境破壞後，

再去進行土地使用的控制。而土地使用的控制基本上是透過競圖的模式來產生，

藉由競圖的成果去制訂出願景的藍圖，最後逐漸生成主要計畫的控制。透過主要

計畫、細部計畫一路落實至實質開發之中。這套程序與傳統方式的不同點在於景

觀計畫在一開始便對生態基盤做出充份的掌握，隨後去調整整體的開發程序。 

地表水體策略 

Kronsberg 在地表水的處理上，便是讓水可以被承載、接收、循環再利用，

並使水議題的規劃處理手法能夠成為是一種地景的表現。而針對建築廢棄物的零

輸出而言，假使各種的開發行為皆有景觀造景的預先估計作為回應，因此有風的

地方便可讓廢土作為土牆，另外也能作為噪音隔絕、微氣候調節等等的各種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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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土地開發的一開始便需要有控制的機制策略與方法，讓各種理想皆能達成。 

綠地空間發展策略 

Kronsberg 原本是農業使用的土地，但於一九八七年進行土地變更使用之前，

便先進行景觀計畫的制定，以瞭解生態基盤的承載能力，並指導後續進行開發行

為時能針對既有的生態系統作出回應，因應不同的開發行為而有不同的策略價格

的展現。因此景觀計畫便可以做為指導未來好品質都市生活環境發展的戰略性藍

圖，並與都市計畫相互的整合共構做為都市發展上的控制。景觀計畫透過整體環

境個性的掌握，讓不同個性的綠帶能往人文棲地內做延伸，並以補償的概念來彌

補土地開發行為對於環境生態的干擾。 

綠帶的規劃不應只有面積大小的計算，更應該有位置、方向、區位與功能角

色上的計較，因此綠帶規劃便與景觀計畫有著密切的關係，綠帶可在降雨時作為

滯洪、儲存的機能，從生態基盤對綠的性質、品質提出戰略位置的指引，而環境

影響評估介面的規範，也影響了綠帶落實中對於性質的描述，另外也對每一塊基

地的功能、補償性功能都有任務上的分派，透過主要計畫的更進一步劃分、細部

計畫規範的共同承載，綠帶就不單只是面積有大有小的綠塊，而是有基本的訴

求。 

公共設施發展策略 

公共設施斷面的改變，眾多的綠色空間形成雨水下滲的地區、建築退縮成為

綠軸、生態棲地概念影響到了道路斷面的改變，傳統草溝重新創造出小型滯洪池，

以達到雨水下滲的效果，然而草溝上的雨水蓄滿時便可溢流到下方的管道以排離。

因此減少雨水流走的可能以增加涵養地下水源的效果，並也創造出生態的棲地。

除此之外透過樹木種植方式的控制，樹冠成為連續的綠帶，每一個基地開發所應

承擔的任務分派則由政府予以制定並讓開發商加以落實。交通計畫需要清楚的規

劃與使用模式，不然營運的成本難以平衡，利用不同民眾使用輕軌捷運的時段性

不同，讓每個人皆能夠舒適到達捷運車站以便於民眾使用。 

此外一連串的新產業園區的發展，所需要的人力訴求皆屬於高科技的人才，

因此產業進駐前各種公共設施的配套措施也得配置完善，並結合無噪音的輕軌捷

運與綠帶的整合，而能源計畫的控制也是一個重點項目，由於太陽能電池價格昂

貴且無法長期提供穩定的能源，因此太陽能勢必得有各種不同的組合性運用，諸

如太陽能發電量如果有剩餘的電量則可轉讓給政府。另外太陽能電池維護成本過

高，應鼓勵多使用電纜。季節性因素也會使得夏季與冬季的用電需求不一樣，白

天跟晚上也會有差異，因此得發展出智慧行運用的可能性，但此必需要有準確的

估算以達成平衡值，假使學校能有能源計畫，由校方自行提供實驗室使用所需的

能源，並積極的進行再生能源有效的使用。而藉由民眾使用行為的差異的控制也

能做為掌握能源供給控制的基礎，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當社區一開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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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整體發展規劃時便得將如此的概念納入到規劃的理念之中，如此便能有成效

的加以落實，此外也得發展出不同的能源供應系統，針對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需

求，以提供不同的能源供應。而太陽能最佳效率與最佳功率此兩者具有不同的定

義，這必須與生活的需求相互的結合，並選擇適當的設備，以發展出高度整合且

最佳化的能源使用方式。 

水資源經理策略 

水資源的規劃並非單純只是從公共建設的角度出發思考，而是必須要有整體

規劃的想法，而雨水下滲保留的概念必須與整體使用的規劃相互的整合，建築開

發商進行開發時必須回應環境影響評估的訴求，而同樣的在環境影響評估的指引

下，綠地的生態值與環境衝擊值的落實就會有不同的任務。開發商提出的建築計

畫方案便是空間管制計畫與都市設計概念的相互結合。廢棄物的管理諸如將廢棄

物轉換成為是庭園的堆肥並與環境設計相互整合在一起，並進行教育的推廣，廢

棄土零輸出的土地管理必需瞭解地區未來發展的方向，透過整體的規劃有系統的

控制廢棄土，使廢棄土能夠作為周遭地景營造的素材。 

1993 年 Kronsberg 舉辦競圖來探討建築應有的類型，並探討主要計畫中針對

建築的類型該進行怎樣的控制，因此建築類型便與建築開發商的承載能力有關。

在捷運路線週邊地區配置高密度的發展，住宅類型以大軸線的方式結合生活空間

的廣場，每一種不同居住的類型分別有不同的高度與建造方式。然而每一種開發

的建築類型都牽涉建築商實現利益的想法。而土地使用得採取混合式的使用方式，

不要只是單一的住宅使用。 

台灣在實踐生態城市的營造上最大的問題在於政府買賣土地與炒作土地，歐

洲政府在進行各種土地的開發時，最終的土地獲利是歸於零，公共設施開發投資

將不會有任何的獲利所得，因此唯有歸零才有機會透過控制模式的操作來體現生

態城市的理想。而政府針對不同的開發商就有給予不同的地價反應，以吸引不同

社會族群與年齡族群的進駐，因此透過不同的土地定價與社會人口計畫的結合，

以體現社會混合的目標。而開發商、協會、宗教進入社區進行開發，並尋求一套

公開標售的機制，其所進行的項目不單只有開發設計，尚包含販售與財務計畫等。

而在競圖的過程中是以社會利益為大化為考量，因此再來決定基地所應該開發的

住宅數量、人口數與居住族群等等。而在財務計畫時應挑選對於社會利益最有利

的規劃案，政府不能只謀求土地開發上的獲利，而把社會控制包裹在公開競圖中。

而政府所制定的不同價格策略，開發商透過土地炒作所賺得的利潤基本上必須進

行轉手再投資，若不投資則以高額財產稅來進行課稅，因此藉由以錢滾錢的方式

創造出社會資金的流動，是故不怕建商炒作土地賺錢，因此以要求建商所賺得的

利潤得進行再投資的要求作為環境控制的手法。 

社會控制、財務控制、環境影響評估、能源概念等等皆需共同的整合進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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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制之中，不同土地的市場定位價格將會造成多元的建築型態上的發展，但

是無論如何皆會透過一種新的控制方式來進行生態的任務分配，而任務的分配也

會因人文棲地與自然棲地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任務性質，而建蔽率所空出來的空間

也會有不同類型與任務的分配，並藉由植栽計畫來提昇整體環境中的綠意。因此

便有不同類型的綠廊道。至於任務分配也包含停車計畫，依然是提供停車位的需

求，但是又不願意在視覺上看到汽車，因此採用半地下化的停車設計。因此車輛

的使用需要被抑制，道路設計的斷面需要被改變，熱能供應需要有整套完整的系

統，水資源開發與管理計畫需要以最大的遲滯、滲透，來形成最小的逕流，並符

合環境承載能力，將水資源的管理能夠轉換成不同的經驗與不同的水資源空間類

型，因此不是讓水快速排掉而是能夠有最大化的下滲。透過社區營造來教育民眾

並控制土地使用的性質，而建築量體的控制則透過開發商來落實。因應基地與發

展條件的不同，因此發展的型式與表現策略的方式也會不同。 

生態城市的營造不可能單靠政府部門的努力便可成功，必須透過大家的共同

參與及生活方式的改變方能成功，人的活動場域、動物的活動場域、乾地、溼地、

水尾、水頭等等會有不同的設計與策略，水的遲滯過程中也包含了淨化水質的功

能等等，水質水量水生活的水資源營造模式中同時控制水量與改善水質，也同時

將處理水資源的操作轉換成為是一種地景景觀。而同樣是進行土地的開發、同樣

是進行環境的規劃，每個地方皆應該把生態永續的概念納入規劃程序之中，透過

程序的控制，表現在空間的展現風貌上，如此最終的目的皆是希望改變人類的生

活行為模式。 

Kronsberg 的社區開發中，開發商被引導扮演不同的角色，民眾透過教育而

被引導產生生活習慣的改變。而社區的開發中一開始就有非常清楚的行車概念，

將來必定會有集體的停車場，以及完善的捷運系統，以提供民眾不同的交通選

擇。 

台灣所處的困境便是在重視土地劃分以後，便以單一的基地去計算每塊基地

所應該有的停車空間數量，因此這反倒是鼓勵汽車使用的概念。Kronsbeg 社區開

發中還隱藏著水循環的概念，而整體社區空間系統也便是生態的系統，包含微氣

候調節、水循環、滯洪與房屋污水處理等等皆是生態議題的落實表現。另外將建

築管制的訴求及對品質的想像，已經在空間規劃的層級中便開始去思考落實的可

能，因此對於建築管制的基本訴求落實在主要計畫、細部計畫與建築管理此一管

制脈絡之中，如此才有辦法回應水循環處理與微氣候回應等之訴求。 

水資源議題處理的相關設計及設施與居民的日常生活相互的結合在一起，並

運用廣場空間來創造出雨水的遲滯與下滲的設計等等，此皆涉及到生態技術工法

上的運用，雨水從道路排進到河流與湖水中，在透過水中的植物等生態環境所形

成的特別的過濾網，來處理並淨化水質，因此水岸也自然的風貌也有人工的風貌，

彼此對於生活經驗上提供了不同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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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控制層面，基於落實生態基盤的維護，一種方式是在現有的已開發

區中重新發現新的機會，將綠資源嘗試在現有的資源限制下作一個調整，另一種

方式是在新城區開發上，將生態基盤轉換成一種好環境控制的基盤，此得透過都

市計畫程序落實到建築管理層面的執行，每一個都市在對於生態回應上的調節時，

每個都市有自己不同的選擇，而非是每個都市全都一致。 

而位於義大利的 Umbertide 案例中，此城市的自然結構具有山脈與河流，並

有固定風向的氣候環境以提昇環境的舒適性。在地中海型氣候環境下普遍氣候是

很炎熱，但透過微氣候的控制依然可以使蔚藍的海岸環境令人覺得舒適，充分利

用自然的風作為一種微氣候調節，變成生態發展上很重要的因子，並充分利用這

種方式可以替代能源消耗的訴求，因此利用風向所帶來的機會，在設計與開發中

去強化風向所帶來的效果，因此呈現出引導風在環境中的控制。 

台中市給人的印象是生活很舒適，此便與利用微氣候來進行相關的調節有關，

從台中市的地形受到中央山脈、大肚山脈及海洋交互交錯的影響，因此颱風很少

侵擾至此，台中內部有九條河川，正好順應東北季風的走向，因此能夠引導風向

進入台中市的都市空間。透過將近有五十米的河流斷面將風引導進入都市空間之

中，而土地使用的控制也是順應著生態資源與微氣候因素，來強化空間內生態的

效果與能力。 

當然 Umbertide 在都市結構的構成中，在都市中利用創造新的都市交通系統

去各個城區相互的串連在一起，因此在都市結構中便包含了大小不同的交通節點、

舊城區、新城區、車站與混合使用地區等等，再透過公車與環狀輕軌系統創造出

一個舒適的環境。因此 Umbertide 作為一個生態城市發展時，空間結構中便已把

好品質的空間系統概念，包含公共空間、街道的重新定義等等，注意到這些項目

未來在做發展上時的可能性。 

以台灣的大湖都市計畫區而言，受到強風的特性，更應透過植栽及都市土地

使用的控制，來深刻導引微氣候以營造出好的空間品質，因此得判別出主風道、

次風道以及空間的地形，此皆是創造出都市風廊道配置中很重要的因素。以台北

林口台地舊聚落的配置而言，勢必得配合周遭環境的特性來創造出有品質與性質

的控制系統，因此土地使用上的控制便能夠開始有不同的解讀方法。 

因此在進行土地控制時，不是單純對於土地本身來思考如何的被控制，而是

得從空間生態系統的角度上思索未來的機會，以創造出提昇生活品質的機會。此

便會牽涉到建築配置型式的轉變，透過主、次風廊道的特性配置形成良好微氣候

控制的建築配置型式的可能性，因此當充份掌握環境的特性便可進而形成大小不

一的舒適空間環境。 

在荷蘭舊城區中 GWL 社區的開發經驗中，可以透過蓋滿高樓以阻擋風，但

是也能透過風的引導來形成主、次廊道的產生，以調節出好品質的微氣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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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的國家也充份利用植栽來抵抗令人不舒服風的侵擾，並利用大面積的工業設

施、污水處理廠、瓦斯槽轉換成是公園開放空間，以形成荷蘭海邊的風廊道。因

此荷蘭發展出一種對應的方式，便是以每一種不同分區中的綠地去創造出微氣候

並維持歷史的紋理以便形塑一個舒適的生活型態。在舊聚落中透過建築物的配置

與街道的配置來形成主要微氣候的調節方式，而在舊聚落中有 78％的民眾騎自

行車，只提供 20％的停車機會並訂定了很多限制汽車使用的條件，提供適當的

公共設施以及交通輕軌捷運的建置，把綠地轉換成生活的庭園，並考量氣候問題

與歷史的保存，人們針對整體的土地使用一樣有使用的需求量，因此在土地使用

上呈顯出使用方式與強度的控制，但依然能夠涵納進對生態空間系統中對品質、

性質的控制，包括自然與人文的棲地系統。 

一開始設計時便針對主要馬路進行噪音的控制，從規劃設計時便開始要求，

包括到交通行為的控制，並透過每個基地間的考量，創造出複合式的空間型態，

將原本深藏在居家內部的綠效果轉換成是建築外部空間的表現，並具有生態棲地

上的意義，因此在城市中心創造出城市的花園是能夠被實踐。 

當被破碎化的細小空間不容意被處理時，便可透過新的手法使之成為比較連

續的系統，另外在既有法令保障人民對於土地使用的方式與強度的付予上，並不

會因生態議題考量上的規劃而犧牲到都市總體的開發量。而落實生態除了自然環

境以外尚得包含人類使用行為的控制，然而此是目前台灣最不懂得處理的議題，

透過開發的過程中，建立起永續財務的機會，否則將會重蹈高雄新市鎮的錯誤開

發經驗，開發已停擺了十五年依然沒有發展，政府的負債累積越來越多，每個月

開銷將近一億五千萬的利息支出，因此耗費過多的預算而沒有具體的成效。因此

懂得地區的發展邏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Freiburg 在二十世紀初期，污水沒有科技上的處理，只能運用土地自然的淨

化能力來處理污水，雖然現今已有污水處理廠的設備，因此將原有的水質淨化的

自然設施轉換成為實現生態城區發展的可能。Freiburg 作為好的生活城市發展，

因而開始有越來越多的綠色產業，並在永續利用的概念下進行交通與財務的控制，

以財務而言，政府得進行先期預算的投入，興建社會住宅以供弱勢民眾使用。而

風的控制、生態廊道的設置皆得有預先的規劃。在公共設施的投資上先闢建學校、

教堂、活動中心及輕軌捷運等公共設施。然而也透過社會政策的制定讓中低社會

的民眾優先進駐社會住宅並搭配社會人口政策來實踐之。 

然而台灣都市發展很少考量到人口政策，人口政策該包含如何的來吸引年輕

人與家庭族群的進住，台灣的主要計畫很少檢討計量背後的內涵，然而在德國此

是非常精準的被推估，包括所要吸引的數量人口以及將來的居民的社會階層背景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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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投資商與民眾之土地開發策略 

在 Freiburg 中，開發商進行土地開發是追求最大利潤，但是政府對每一塊基

地都設定固定的價格，政府不進行土地的投資以創造更多的利潤，但是以台灣而

言，則是由政府帶頭炒作土地，這是與德國恰恰相反之處。在德國政府運用價格

歸零的策略，政府配合開發時利用資金的投入但不賺取額外的利潤，因此政府便

有能力去分配高級住宅區、中低收入區、有家庭區、單親家庭區，也有能力去考

量不同社會族群承載能力的不同來決定開發區所應進行開發的規模，也能依此決

定未來土地使用的內容及不同公共設施發展需求。而對於土地使用上內容的控制

是透過土地控制策略來實現，以價格歸零政策來落實執行，政府設定土地的價格

並決定土地的使用性質，所以德國針對土地的開發有很特別的策略，運用價格歸

零的政策及固定土地的價格作為社會的調節，社會調節則落實永續發展的理想，

固定價格的策略是以價格作為控制開發商的機制，並制定出開發的條件以讓開發

商公開進行投資，政府進行各開發商的服務建議書的審理，挑選出最有利之地區

發展方案，再予以制定成細部計畫圖，成為未來都市發展的法定計畫管制圖。因

此透過不同的價格策略進而擬訂出土地使用的管制，建商開發後不可隨意變更管

制項目，因此建商必須提出財務與販售計畫，將社會交易行為皆納入管制。德國

透過社會的控制的進行，如高額稅制等，以抑制土地炒作並創造社會經濟流動，

因此便會產生出如無車區此大膽的規劃構想，以實現土地控制的新模式。且再財

務控制的模式上落實土地使用方式、強度、生活環境品質與性質的控制。此也是

目前台灣都市計畫最大所不足的部份。且每條生態廊道的定義都不相同，在細部

計畫作為集約利用時都被加以的控制，透過人群的引進以及公共設施與捷運的投

資建設等，強化都市分期分區的發展。 

以台灣而言，開發區道路開闢之後，公共設施建設速度相當緩慢，無法吸引

後續開發商及人潮的進駐，然而在高雄農十六的開發經驗中，讓國小與公園先行

建設以吸引民眾的進駐。因此唯有第一期順利的開發與出售，才能累積資金做為

下一期發展的持續。公共設施的進駐中以自行車道最為的重要，配合捷運系統來

形成不同的空間系統，如行車時速的三十公里區等等。 

綠帶為動植物棲地與人文棲地的整合，因此必需透過固定價格的鎖定以留設

生態環境發展的條件。政府成立相關的場所以供應對地方發展有興趣者能提供其

相關的資訊並教導其空間上的理念。土地使用的控制在生態城市發展上包含了規

劃階段以及實踐階段。而針對既有的建成區一樣也得進行相關的控制，如採取混

合式的土地使用等，而政府也進行土地的建蔽率及容積率的整合，共同塑造出公

共空間及地區發展的氛圍。而台灣卻是將建築物空間品質營造的相關規定制定成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並交由建管單位來進行審查，但是隨後設立而成的都市設計委

員會又進行建管式的審查，因此往往造成都設與建管上的衝突，因此在德國這都

是被細膩的控制與設定，透過一開始與開發商的對話過程中便將既定的空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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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設定，因此不需要透過委員會的審查。而透過太陽能與雨水的收集作為低

耗能建築的管理控制，回應真實的發展需求，並在財務平衡的基礎上來開展。因

此台灣都市計畫要建立起一套新的控制模式，好品質空間必需從土地規劃構想至

執行的開發上都得進行一連串的控制方能落實，並考量公部門的角色、開發與投

資者的誘因、協力夥伴、居住者誘因、居住者使用行為模式等等，才能落實財務

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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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  

Lesson 6  

生態城鄉的藍帶（內涵分析&規劃原則）

/技術課程(4) 

 

 

 
課程時間：98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1330-1530 

上課地點：城鄉發展分署 5 樓會議室 

授課講師：郭宇罕專案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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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概述 

在面臨氣候變遷的當下，水資源的管理成為生態城鄉規劃必須面對的課題。

本次課程主要是介紹同時兼顧「水質、水量及水生活」的水環境規劃手法，並說

明如何運用 GIS 來對基地的水資源進行調查與分析，並透過不同的土地使用，提

供不同的任務分派，用「水防線」的概念來增益水的自然循環效益及減緩災害的

發生。 

 

典寶河谷水防線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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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人類為了追求生存棲地

以及更好的生活環境，不斷向大自然爭

取生存空間，擷取資源。人類居住越久、

人口越多的地方，受到的影響也越大。

隨著世界人口快速的增加、科技不斷進

步，人類的影響不斷加速而且擴大影響

範圍，未來世界各國可能會面臨森林面

積縮小、土壤流失、水污染、空氣污染、

降低生物的多樣性、沙漠化、甚至可能

導致全球氣候變遷。工業革命以來，人類

大量的製造二氧化碳、氧化亞氮、甲烷、

氟氯碳化物等溫室氣體。人類對自然界

的影響不再侷限於地表，而是擴延至大

氣，而藉由大氣的運動，其影響逐漸片

佈全球，大幅提高了全球暖化的可能性，

整個自然界水的循環邏輯同樣也受到嚴

重的破壞與衝擊。 

氣候變遷下世界各國所面臨的水患威

脅 

根據 1996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轉佳

委員會(IPCC)的第二次評估報告，從

1850 年至 2007 年止，全球氣溫已經逐

年攀升，未來全球平均地面氣溫於 2100

年時將比 1990 年時增加 2℃，海平面將

上升 50 公分（介於 15 至 95 公分）。

氣候的變遷與暖化、海水面上升與各地

氣候改變與極端性，將可能造成熱浪、

乾旱、極端暴風雨、颶風等災難性天氣

頻繁出現，更將造成水資源平衡供應與

管理的困難、洪災頻繁、海岸保護困難、

各地國土流失、生態系統受威脅、農林

漁牧生產受干擾等問題。尤其台灣屬海

島型國家，人民生活與水系、海洋有極為

密切之關係，面對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

之衝擊不得不謹慎省思。根據聯合國統計單以 2008 年一整年因為自然災害造成

的死亡人數和經濟損失都超過 2000 年至 2007 年的年均水準。由其以亞洲地區

所受到自然災害影響最嚴重。2008 年，全球共發生 255 起洪水和風暴災害，從

全球平均溫度標準差(1850 年-2007 年)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未來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預測圖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自然界的水循環過程 

資料來 http://www.esipfed.org  

http://ec.europa.eu/index_en.htm
http://ec.europa.eu/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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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洪災次數就可以看出在氣候變遷與溫式效應下全球所發生的洪災頻率越

來越嚴重，次數也越來越多。今年 2009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帶給台灣罕見的暴

雨，造成台灣中部與南部地區歷經百年來的水患侵襲，同年，菲律賓、墨西哥、

澳洲、泰國、中國、孟加拉、印尼等地區也同時遭受到百年來罕見的洪災。尤其

台灣屬海島型國家，人民生活與水系、海洋有極為密切之關係，未來面對氣候變

遷、海平面上升之衝擊不得不有新的水治理方式與態度。 

 

1999/2001/2003/2005/2007/2008 年之全球洪水發生頻率次數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http://www.dartmouth.edu/~floods/index.html) 

台灣治水困境與邏輯 

獨特的台灣河川特性造成治水與水資源使用的兩難 

臺灣南北長約 400 公里、東西最寬約 150 公里，中央山脈由北到南縱貫全

島，因此河川多呈東西流向。與大陸型的河川相比較，坡陡、流路短而急是典型

臺灣多數平原型河川的特色。河川上游的坡度常大於 1/100，下游亦介於

1/200~1/500 間。每年約 900 億噸的降雨中，大約有 500 億噸逕流迅速入海。降

雨時空分布不均，也嚴重影響河川水資源的利用，78％的降雨集中在每年 5 到

10 月，其中又以颱風及豪雨居多，大雨宣洩不及時常易釀成災害；相反地，枯

水時期則常有缺水情況；而降雨空間的分布差異也很大，北部的乾濕比約 6 比 4，

中部和東部約 8 比 2，南部則為 9 比 1。如此獨特的河川特性即造成台灣目前河

http://www.dartmouth.edu/~flood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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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治理與水資源利用的困境。 

 

台灣河川與世界河川坡度比較示意圖 

資料來源：陳伸賢等四人(民 96)。 

 

台灣地區降雨分佈不均示意圖 

資料來源：陳伸賢等四人(民 96)。 

專業知識技術與權責的分工 

河川水系是都市與城鄉環境中水環境治理與經營的核心課題。藍帶系統的規

劃與治理往往是空間規劃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議題與最難面對的挑戰。傳統水的治

理強調「水的第一時間排開」，在專業知識與技術領域的分工上被歸類以水利工

程為主，因此治水防洪方式主要以「蓄洪、分洪、導洪、束洪與避洪」作為主要

防洪的工具。 

 蓄洪：或稱為滯洪，係將河川下游所不能容納之洪水，擱置於上游適當之地

區，等下游地區水位低落再進行洩放，主要設施以水庫為主。 

 分洪：疏分洪流，主要以疏洪道與分水路為主。 

 導洪：整治河槽，增加流速，導引洪由易於排洩，減短洪水延時與降低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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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主要以築堤、築岸、改善彎道、加寬加深河道為主。 

 束洪：建堤防以範束洪水，使在固定流路內暢流入湖海，而不泛濫成災，土

要形式以築堤為主，例如：土石提、防洪牆 

 避洪：主要為非工程治水，透過洪水預報、警告、土地使用限制、洪災保險、

排水系統達到有效治洪。 

從傳統的治理模式與運用工具中可以看出台灣現階段對於河川流域治理，在

觀念與思維依然強調硬體工程，「視水為威脅」作為進行整體水治理之考量。也

因此在我國目前河川流域管理事權也在強調專業分工之下區分為：水利方面、環

境保護方面、林地及坡地保育方面、土地管理方面。在權責分工多層與模糊的情

況下，不難看出目前台灣河川流域治理效用不彰之其中幾項癥結點： 

 一條河川自上游、中游、下游、海岸，各段皆屬不同機關所管理，河川分段、

無系統性依照各負責單位進行規劃管理。加上各單位間各有其專長，想法與

方法無法有效達到一定的共識，加上政府所編列之預算不同，整理治理的效

益無法彰顯。 

 河川治理往往以河道本身作為治理尺度，加上過份的依賴硬體工程，往往對

河道進行工程可能會導致其他地方塌陷或土石流，進行環境保護又不能針對

現有河道進行擴增工程等等，在無整體通盤考量下之治理原則與模式，許多

針對河川本身之規劃常會產生牴觸。 

 各單位、各領域有其各自所遵從之法令條文，但法令皆無一主要上位法源作

為之上位指導計劃，條文內容針對河川與周邊土地、環境、生態資源等等所

定之法條往往過於籠統，因缺乏上位主導法源所以各單位在進行規劃時，常

各自解讀，缺乏共識。 

強調「第一時間排水」的水工治水 

檢視目前傳統治水的原理與概念，依據水患治理條例計劃保護基準，所有需

治理的河川、排水道等，所有治水工程或防洪設計普遍皆採用「重現期」來做為

工程設計的基礎。而重現期的單位是「年」，時間愈長、強度愈大，但每年出現

機率也愈低。目前政府掌管的主要河川，防洪多採用 100 年重現期保護標準，

也就是平均每 100 年才會發生 1 次的大洪水溢堤，縣市政府主管的次要河川是

50 年、非都市的區域排水系統是 25 年、都市雨水下水道重現期僅 3 至 5 年，針

對河川治理所秉持的精神依然是以「快速排水」為主要原則，從下圖表中看出政

府投入大量的經費進行河川水泥化、河道加寬、加深，堤防堤岸增高、增設疏洪

道、河川截彎取直等，河川治理的思維依然是以工程介入水的自然流動邏輯，干

擾其自然的能力。在未來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大自然氣候的預測將更具挑

戰，而台灣本島的氣候將會越來越趨向於極端化，雨季也許提早或延遲，雨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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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越來越大，依照目前的河川整治工法與原理，人們將更難以逃離洪水的威

脅。 

2005 年至 2007 年河川防洪工程簡要分析統計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統計簡訊，本研究整理。 

 

 近五年水利署各類工程發包件數概況統計直方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統計簡訊。 

 

治水的新思維與邏輯 

永續發展下所強調的藍帶治理邏輯 

水有其自然的動態循環能力，河川氾濫本身並不是災害，是一種自然的河川

作用力，淹水災害的產生是因為人們自身的行為與習慣，過度的利用、破壞與開

發自然土地、河川環境，導致河川喪失其原有的自然能力，尤其在已建成環境中

水患的問題更為嚴重。人類行為的轉變代表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的方式也開始有

了新的相處模式，典範開始變動。尊重自然既有的演變邏輯，人類應是附和、融

合而不是剝削與侵占。 

近幾年世界各國面臨越來越頻繁嚴重的水患災害，人們逐漸體認到對土地及

河川的不當管理和人為破壞，如堤防、攔河堰、水壩、水泥護岸等防洪工程，竟

也是造成水患越來越嚴重的幫兇，也證明了以防堵為主的治水策略徹底失敗。 

在永續發展下的河川流域治理，我們從國外的經驗中看到了「尊重河川、與

水共生、還地於河」的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不管是要重建或是回復河川系統，

重點都是要去面對河川原本的自然能力，河川具有成為生物棲地與生物生產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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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此河川整體而言應是一個自然的動態過程，演變的過程讓河川從上游至下

游都是一個生物與自然動態交互作用的空間(Hollander et al., 2006)。河川治理的

邏輯必須從上游、中游、下游有一整個連貫性的治理模式，而非分段各自治理，

並且必須考慮到對於整個環境的影響(G. van der Velde, R.S.E.W. Leuven, A.M.J. 

Ragas, A.J.M. Smits, 2006)。歐盟針對洪水管理所提之策略，對於河川水系原本

就是落於洪氾區範圍內的土地，必須盡可能的進行其中土地使用的管治與限制。

並透過更自然的防洪技術與方法（如洪氾區修復），提高空間整合性的規劃和對

水的邏輯的認識，因此若要減少洪水發生的可能性，必須有適當的土地使用管理

模式(M.S.A. Blackwell and E. Maltby，2005/10/10)。因此從國外針對洪水管理、

暴雨逕流管理與流域治理的理念，不難發現進行藍帶空間水治理的主要精神在於

透過「水的最大下滲、水的最大遲滯、水的最小逕流」，因地制宜的回復水既有

的自然能力。 

近代結合地景規劃的區域治水模式(以 kronsberg 為例) 

隨著人類的開發與成長，已建成人類集居環境中藍帶水系統的治理與規劃更

突顯其重要與迫切性。藍帶水域空間的治理與規劃開始透過整體性空間特性的通

盤檢討與系統性的課題整合與潛力分析，逐漸藉由景觀與地景的規劃，將水治理

的概念融入到現實生活空間中，與自然融合、與生活整合。德國漢諾威的 kronsberg

社區的開發就是一個值得借鏡的典

型經驗。 

漢諾威位於中部 Niedersachsen 

邦，為一之名以展覽會場產(如 Cebit 

電腦展)業聞名的城市。1990 年代面

對人口膨脹的壓流下，以及配合

2000 年世界博覽會契機下，於是於

Kronsberg 這個山坡郊區開發新社區，

預計提供 3,000 居住空間，市政府

並想要藉此社區開發機會，樹立能源、

水資源、廢棄物、土壤的「生態最佳

化」環境典範，形塑如同居住在花

園般的社區(City as Garden) (Eckert, 

Brandt,& Kier, 2004)。 

Kronsberg早在1982年就針對該地區的發展提出了主要的整體發展概念計畫，

1987 年以景觀計畫做為自然保存與地景維護的基礎下整體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細部計畫的擬定，並藉由環境影響評估(EIA)統合開發區中整體環境、生態等面

向之影響預測，同時 EIA 也作為民眾、專家學者、投資商與政府等相關利益團體

進行課題討論與擬定解決方案之整合平台。 

Kronsberg 整體發展之空間管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改自(曾梓峰、陳子文，民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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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onsberg 的區域水治理策略 

在整個從對區域的自然環境與人

文環境的分析與調查之下，以整個上

位計畫所指導，一步步提出主要計畫

與細部計畫之內容。Kronsberg 社區位

於緩山坡上，地質上屬於滲水性較差

的石灰質粘土，並且當地的地下水位

高是重要的地下水庫，因此規劃研究

單位認為若以傳統開發方式會使水逕

流量增加(2%→29%)與滲透量減少

(45%→25%)，導致下游水患的發生。

所以必許有四大課題需要被解決： 

 破壞整體自然水資源平衡─水

滲透問題  

 水災的頻繁發生與預防 

 減緩水逕流(run-off)速度與量  

 面臨土壤滲透性不佳的挑戰與突破 

規劃團隊因而提出了以「水的最大遲滯、水的最大下滲、水的最小逕流 」

作為區域治水三原則，同時提出了七大技術面向的水治理方式： 

 充滿草凹陷的 Mulden-Rigolen soakaway 水吸附系統  

 調節水逕流排出  

 水保留區(area) 

 減少鋪面與建成表面  

 結合排水的山坡景觀大道 

 水保留池(basin) 

 排水小溪流 

透過分散式雨水管理概念設計手法，以雙層生態溝渠、區域緩衝保水林帶、

半自然雨水溝、社區雨水滯洪池、區域滯洪池作為社區綠地、開放空間與建築中

庭之地景設計元素，不僅使開發前後逕流量只增加 1%、更提升原來地質的滲透

量(45%→50%)。尊重原本自然排水情況，因地制宜的規劃方式，達到人、水與

空間的最適化結合。 

Kronsberg 水治理策略概念圖 

資料來源： Hannover Kronsberg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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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onsberg 水治理與空間景觀結合之表現(公、私部門)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自 Hannover Kronsberg Handbook 

與生活整合的區域治水規劃模式 

地理空間自明性的辨識與分析 

藍帶水系統的規劃主要在於針對欲進行規劃治理之流域水系目標之整體地

理空間特性的辨識與分析。探討形塑流域整體空間與環境生態之潛力條件與基本

背景，及探討流域空間之水文、水理之地域特性與治理發展潛力，並針對整體空

間生態性之功能與價值，結合人文活動，因地制宜的提出最適化空間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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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發展條件分析 

自然發展條件分析主要是界定不同地理的環境特性，包括水文(集水區、河

網、窪地、河川級序等)、土壤(類別、質地、排水等)、地質(岩層、粗細)、地形

(坡度、坡向等)、氣候(溫度、降雨、風、日照)等條件，此自然條件形塑構成生

物棲地之基本植被類型、棲地型態、適合生存之物種群體等條件。 

人文發展歷程分析 

人文發展歷程分析主要針對聚落發展、法定計畫、土地使用、農業水圳與灌

溉分佈等因素，探討人類之長期發展趨勢，與永續流域治理之模式，並可作為下

一階段分析人類發展歷程中對於治水模式與行為方式之依據。 

大尺度 

 自然環境分析(地形、地貌、氣候、生態、藍帶與綠帶棲地等) 

探究整個景觀所生成的本質與過程，是包含了水、風、海浪、地形地貌、氣

候等等，透過這些自然元素不斷的重複生成、演化，透過這樣形式與功能的關係

就形成了我們所謂對於「景觀」的認知。因此，整個自然環境的條件直接的形塑

與營造出不同的地理空間特性，不管是在氣候、地形地貌、生態系統等等，各個

自然景觀區塊都有其獨特地自明性與價值性。故對於規劃基地整體區位與空間、

自然環境的形成、演變過程的了解，是「因地制宜」規劃的主要項目。 

 人文棲地分析(聚落、文化、土地使用等) 

整個人類發展的過程對於環境與生態的影響是相當嚴重切無法忽略的重要

課題。所有非原生自然的發展、改變都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與想像所營造出來。

因此整個人類生存棲地的擴張對於自然環境都是一種干擾、侵擾的行為。不同的

族群、不同的文化發展，充滿了不同的未來想像，所秉持土地使用地態度與形態

也就不盡相同。但藉由聚落擴張演變的分析與了解，地方在地性文化的認知與理

解，不難發現其土地使用規劃的目的與目標。以大城鎮、都會區而言，在工業時

代起就開始以「效益與成本」作為土地使用劃分與城市規劃的主要精神，格子狀

的街廓代表點到點地最快速物流成本、放射狀街廓代表環狀集中發展供應的原理、

有機形態的街廓代表早期因地形、地質等自然因素所發展人居空間的表現。不同

時代、不同文化與聚落所衍生對於土地開發、土地使用的態度與行為也不全然相

同。因此，藉由對大尺度下人文棲地的分析，是了解地方特性、自明性的方法之

一，在整個規劃地前置作業可以透對對於人文棲地的了解，發展出適合在地性地

規劃方式、策略與民眾參與機制的建立。 

小尺度 

 地形、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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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地形與坡度的了解主要有兩個原因：規劃地區之穩定與不穩定地區的位

置與範圍；土壤流失與沖刷對於生態棲地的干擾。不同的土地使用有一定地坡度

需求值域，根據農委會山坡地土地限度分類標準，坡度在 5%以內為一級坡、

5%~15%為二級坡、15%~30%為三級坡、30%~40%為四級坡、40%~55%為五級

坡、超過 55%為六級坡。人們建築可以利用坡度為 30%。從整個對於地形坡度

的了解，從等高線圖中也可以看出五種基本地坡地形式：直立式、S 型、凹型、

凸型與不規則形。因此藉由地形、坡度穩定性的評估就可以更了解整個地形空間

中的潛在不穩定與相對穩定地區的位置與範圍點，以利於後續規劃之參考。 

 土壤、岩層 

基本上土壤與岩層地是由水、空氣、礦物質與有機質所組成。從土壤的形態、

組成、溼度與排水能力等就可以了解到規劃地區之基本土地使用開發限制，從最

基本的建築物區位地擇址、工法與材料的使用等等，結合地形地貌與排水逕流的

考量，土壤性質的分析與了解同樣也是辨識地域空間特性的主要項目之一。 

 風、微氣候 

整個規劃的過程中所考量的氣候條件除了雨量與濕度的變化外，最重要的就

是對於風的了解。一般從大環境考量下會先從規劃區域所處之緯度所賦予的氣候

區進行基本地認知，如熱帶氣候區、亞熱帶氣候區、溫帶氣候區、溫帶地中海型

氣候區等等。之後即進入小尺度規劃地區之特性辨識，從季節性季風、海陸風、

山風谷風等，甚至進一步了解由地形地貌所形成的自然風道等等，都是在對於地

區微氣候變化的體驗與分析。 

 藍帶系統(主支流、河川級序、排水流域、河川密度、集水區、逕流方向等) 

藍帶系統主要是在探討相關水系環境與生物棲地之特質與潛力。從整個水文

循環的概念下去了解水的循環邏輯，從整個水系流域空間中之主支流、峽谷地形、

河川級序、集水區、排水流域到逕流方向等的分析與了解，作為後續規劃之考量。

因為整個藍帶系統主要就是在處理有關水的問題，從水資源、水質、逕流處理等

等都是在提供最佳的水文水資源與治水管理。 

河川級序法則(the principle of stream orders) 

河川流動的過程會因為地理空間、地質、自然坡度與集水區面積的不同，而

產生不同的蜿蜒度。大致來說可以利用河川的級序來描述河川的形狀。河川級序

所建立的分類系統是依據排水網路中河川的大小等級而定。一級河川是指沒有支

流的溪流，二級河川是指至少有兩條以上一級河川的溪流，三級河川是指至少兩

條以上二級河川結合的溪流，以此類推。一般而言，河川的級序越大則代表上游

的流域面積越大，也就代表其河道的斷面之流量可能越大。所有的分級河川的總

量總和可以形成進階平均數通常在 3.0 左右，稱之為分叉率(bifurcatio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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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分叉率 3 為例，代表下游匯集水道的規模必須至少有 3 倍平均支流的大小。 

排水流域(drainage basin) 

排水流域或集水區也是依據溪流級序法則進行分級。一級排水流域是由一級

河川所注入所形成的水域；二級排水流域是由二級河川所注入所形成的水域，依

此類推。 

河川密度(drainage density)  

河川密度主要是指單位土地面積中全部河川的總長度(平方公里)。在水域管

理中河川密度是一項很重要的因素，因為河川密度可以顯示出河川系統排水的效

率。密度越高排水效率越高。 

地下水補注 

補注主要是來自於地表的土壤、濕地和湖泊的重力水以供給地下水體之專用

名詞。地下水補注地區域主要有可能位於：累積的地表水域，如濕地、湖泊等；

高度滲透的地表土壤或岩石；暴露於地表或接近地表的地下水層。 

 綠帶系統(生態核心區、廊道、基質、區塊等) 

綠帶系統主要是針對整體空間景觀之分析與觀察，藉由區域空間之景觀特色

與生態棲地、區塊之辨識與分析，進一步納入整體規劃之考量與要求。透過整體

空間景觀類型與景觀結構之分析，進一步分析其景觀之生態系統功能與價值，進

一步做為掌握生態系統之能力與現況。 

環境敏感區(地下水補注區、洪氾平原保護區、易淹水潛勢區、土石流警戒區等) 

環境敏感區係指對於人類具有特殊價值或具有潛在天然災害，極容易受到人

為的不當開發活動之影響而產生環境負面效應的地區。換言之，「環境敏感區」

即是「高環境敏感度（High Environ- mental Sensitivity）」的地區。大致上可以分

成四類：災害、生態（重要生態體系與棲地）、景觀與生產性資源（特定農業區、

水資源、地下水等）。 

課題與問題的判斷 

因此透過整理對於流域空間自明性之分析與了解，更進一步的可以釐清整體

水系流域之課題與潛力。以高雄典寶溪為例，透過一連串的分析提出典寶溪在水

質、水量、水生活中所面對的困境。9：1 的乾溼比造成河川環境的洪氾與乾旱

的強烈差異性，加上台灣平原型河川多指定為區域排水，往往也成為產業與生活

廢水的排放管道，水質因此惡劣與惡臭，而也因為不友善的河川空間也直接形成

人與藍帶環境的不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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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透過整體對於典寶溪流域空間整體地理空間特性的分析與了解、生態棲

地價值與人文棲地活動的辨識與指認，以集水區及逕流源頭作為治理出發點的想

法，結合典寶溪本身在上游、中上游、中游、中下游、下游的河段分層。水系自

山谷區燕巢東側丘陵群、內門丘陵尾端，流經丘陵台地，出谷後形成中下游一大

片洪水平原區，一系列下來各自有不同的水文條件以及空間特質。加上過去人類

開發，土地使用的變遷與水系的變化，基於不同上中下游的環境特質，不同型式

的土地使用，形成多元的集水區特色，因此在整體對於流域空間通盤性的考量下，

透過 GIS 的運用與整合分析，因地制宜的在治理模式概念上以「水防線」，作為

流域空間治理規劃的大原則規範。 

 

 流域空間治理模式─水防線模式 

分區治理概念與策略的擬定 

河川治理原則應以流系為單元，水土不分統籌規劃，順河性而治(許時雄，

民 90)。給予綜合治水的涵義為：「為達更具經濟、環境與社會面之治水效益，

針對水道所在之流域及毗鄰社會經濟體，進行整體防洪規劃並運用各種可行工程

與非工程組合方案之治水方式。」(陳與簡，民 93)。現代的土地開發對待自然水

道的態度是「視水為威脅」。以截彎取直的方式改變河道自然排水方式，增加人

工河道，加寬、加深河道或是改變集水區的大小。因此相對應的傳統水利整治工

法，主要以「點與線」做為河川治理尺度，以快速排水為主要訴求，如此違背水

的自然循環邏輯，也更增加洪水頻率的發生。流域分區與小集水區治理原則主要

以「流域」做為河川治理的單元。結合河川流域本身之氣候條件、地型、地貌、



《 156 》 
 

水性、水理、現況土地使用、人文、交通等，進一步結合河川排水流域(drainage 

basin)的分析，以集水區特性與土地使用條件所為主要依據，結合流域之上中下

游之分段，概念上以水防線的概念提出整體流域分區治理策略之擬定。 

在整個流域分區治理規劃策略的架構下，依照各分區之特性與策略，進一步

以「在逕流源頭進行貯留、洪峰的滯留與

蓄積、對於貯留水的處理」，也就是「最

大水的遲滯、最大水的下滲、最小水的逕

流」作為區域水治理的主要核心精神。因

此 再 透 過 BMPs(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暴雨最佳管理作業、LID(Low 

Impact Development)低衝擊土地開發對

策、NDS (Natural Drainage Systems)自然

排水系統等手法，利用景觀規劃、地景空

間營造的方式將整體藍帶水系空間治理

的方式融入到「現實生活中」。 

 

典寶河谷五道治水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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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寶河谷 11 組未來行動計畫與策略計劃圖 

 

各尺度集水環境表現圖 

小結 

傳統水利工程的河川治理講求最有效的防洪排水，因此使用大量的混擬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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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材料，築堤、築岸、築水道。人與河川沒有交集也沒有感情。近年來政府提倡

「生態治河、親水建設」，強調以生態工法做為水利施工之依據，期望透過相關

親水建設可以重新將人們拉回水岸，但效果總是曇花一現，防洪與親水往往難以

抉擇。檢討國內外針對河川流域之水治理的經驗，不難發現不管是在處理河川還

是都市逕流，現階段所有的水利治理思維與工法皆強調「快速排水、視水為威脅」

的硬體水工治理。河川具有成為生物棲地與生物生產的功能，因此河川整體而言

是一個自然的動態過程，演變的過程讓河川從上游至下游都是一個生物與自然動

態交互作用的空間(Hollander et al., 2006) 。河川流域的治理就是要針對河川棲

地與周邊空間生態進行恢復或修復。河川因為人類的發展而受限其自然演變的能

力，棲地受到汙染，生態的價值性因此而降低。因此如果要重新恢復其河川自有

的生態系統，就必須針對整體河川流域的生態性進行維護與限制其區域內人類活

動與土地開發之強度。因此河川治理的中心思想必須以整個河川及其周邊生態系

統做為基礎，治理河川、治水或是處理地表逕流的問題，都應該有新的思維─接

納水、與水共存。流域治理因而必須有整體性的評估與考量，景觀計劃此時便扮

演重要的土地使用管制與行動之架構，進一步以景觀規劃作為防洪、治水與親水

之重要工具，透過因地制宜的景觀、地景設計，以「水質、水量、水與生活」的

好品質生活空間作為未來人類棲地與自然棲地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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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 

水質‧水量‧水生活之藍帶規劃  

藍帶不止局限於水岸 

藍帶有很多不同的經驗，在景觀規劃上，談水基本上是談人和水的關係，水

在自然界有自己的邏輯，我們討論的是人跟水的關係，這裡提的是要被提醒，好

城鄉要好的水，但我們很少去探討有怎樣的經驗和需要。 

其實人和水的經驗有很多都是斷掉的，那段調的時候就會處理成，假設水就

一定會進來，其實水它有自己的邏輯，第二個關於水在生活空間裡面，談藍帶就

是水的存在以及一種系統的經驗存在，不僅在空間上、我們在做城鄉規劃’將來

會要求景觀規劃，在藍帶規劃上在主要計畫上會被當作是重要的生態基本能力，

將來都市計畫發展上面，預期都會針對任何基地的能力做調查掌握與回應，其中

一個重要的就是藍帶，在這裏面我們就用經驗去分析，談藍帶系統，談自然界的

某種能力，就不能被簡化只有一個水域，只是一個水岸，談的是人跟水的關係的

一種相互的關係，藍帶之所以重要代表一個能力，對人類生存非常重要的元素，

物質不滅定律它是循環的，它有各種不同的現象和作用，形成各種不同生態環境

的條件，也展現跟生活的關係，也會去影響到大自然生存的條件，它會影響到河

道，生物棲地的關係，我們必須跟各位說，在自然科學上面其實是有能力在動的，

它的行程往往是人類的浩劫，舉例來說亞馬遜河，位什麼對人類造成危害，其實

是它的循環關係被破壞，本來有一組自然循環的關係，結果某個基至被破壞，結

果造成裡頭的植物死亡被迫害等等。 

“人”與”水”關係的變動與展望  

我們了解水岸、藍帶的時候有個重點，不只是規劃水岸，我們目前在做藍帶

規劃的時候某種程度考慮人類生存的環境，和水有關的循環關係，某種程度被重

視，並恢復自然的關係，我們現在可以講愛河的規劃是不及格的，因為現在愛河

的規劃裡面只是截汙，我們希望有好水可是水怎麼循環，我們思考的邏輯還是他

們在借用外來的力量，曹公圳和愛河的關係是早就已經有了，因此透過曹公圳對

愛和進行補充，在歷史上解釋是不是錯誤的，在三百多年前在解決南部地區人類

生活的維持所開發的能力，當然就是借了高屏溪的水，每年排放出去，基本上並

不是錯誤，並不是把它當成無窮無止盡的，愛河與水怎麼進出，與周遭地表要怎

麼循環的關係，人和水的關係很曖昧，在沙漠會逐水草而居，都和水岸有關，羅

馬人在各地的聚落都是以水為主，從必要的地方去取得，但人也很害怕水尤其是

無法控制，是無法控制大自然的邏輯，例如橋頭的五里林，人類架高居住，避免

損失幾個壯丁抬著房子就可以跑，所以發展很多的方式來用水，羅馬人建水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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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這關係很重要，人們在開始技術發展以後開始處理有關水的技術，水岸

航運，人類發展出全盤的新能力，背後本身都沒去處理人在應用以後對這個的影

響，我們看到了功能導向，看到了人們單純要取水的概念，這東西動輒數百億元

的水利工程，就為了維持人生活的安全，考慮洪峰、斷面半徑，在工程界不照這

樣座萬一出水災誰負責，透過堤防保護了人的集居環境，當然這一破堤，這地方

大概就崩了，這東西我想都非常清楚這邏輯，最勁區是大概都亦是到了，人類的

能力對水控制是有限的，由其是水的能力，與洪水共存，鹿特丹每年都有建築雙

年展，整個的城市治理談的就是與水共生，人們都要預期怎麼跟洪水共舞，這裡

面有非常多的做法，你們看到的環地與河，其實只是與洪水共舞的一個解決方式，

鹿特丹附近，看 flooding house，利用工程技術可以在水上升降的住宅，技術已

經到了相當成熟的地步，甚至透過簡單的保力龍透過上面的水泥覆蓋，然後增強

它的活力，高雄市政府本來也要引進喔，裡頭重要的運動就是環地於河，但裡頭

的生態代價都很高，大量增加河水斷面，增加儲水的洪量，然後把截彎取直的河

道蜿蜒復育成一連串的溼地，不只有深展關係還有力量關係，我們尊重水的蔓延，

洪水平原復育的計畫，降低洪水來的衝擊和空間。 

藍帶(BLUE BELT)的類型、組成與價值  

景觀規劃技術的改變，亦提裡面大概會有幾個重要的期待，第一個希望也好

水；第二不希望有洪水，好水希望有健康有生命力的河川，好水不僅是人在景觀

上需要對棲地也很重要，他不希望有洪水和汙染的水，因此有一連串發展技術，

讓水在這裡面有最大的下滲，有最大的遲滯，最短的逕流，這裡在處理水的技術

和態度，因此發展出一連串地景的元素，僅可能再開放空間裡面去營造地景元素，

有新的技術構面，第一階段先談到這裡，水要進一步思考，在地形上面，上游中

游下游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它流經山地、丘陵、和平原，是完全不同，在有人

無人的地方條件也完全不同，有自然合流、間歇性的山溝等，它受氣候影響很大，

可能在做防水、排洪，可能做集水，還有農水路，基本上是用來灌溉的水，排水

的溝渠，在河水埤塘沼澤濕地滯洪池、魚塭，養殖諸如此類非常多，河床深淺、

坡道及緩，有自然的曲線通通都不一樣，理論上都有其邏輯，類型的辨識是我們

在做藍帶的基本研究或了解的時候非常重要的，我們以橋頭鄉為例，這是糖廠典

寶溪從這裡流過看到有自然、擬自然、完全人工的河段，還有灌溉、汙水排水的

河段，因此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構成，然後了解藍帶的類型，這是在認識藍帶非

常重要的，從不同角度看，這是溝渠話以後，基本上水流不進它的水裡頭，因此

它的特性也是我們必須了解的。 

藍帶的調查與課題分析判斷  

有很多經驗是被特別的法定所訂的，比如典寶溪為例，在都市發展裡面，區

域計畫裡面就已經被指定為區域排水，簡單四個字造成這條河流有不同任務的承

載，都是我們必須了解的東西，因此我們如果在進行規劃的時候，如果要恢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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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自然能力的時候就要有不同的對策包括河川本身的保護維護，促進發展，因

應周遭的關係，應用水的能力等等，針對它的類型特性提出各種不同的對策，很

明顯重要的工作，妳就不會把它當作是排水來處理而以，鳥松這部分利用，水的

循環系統和人的關係，各種不同的排水在未來考量就有不同的任務，類型和組合

裡面，可以辨識它有很多自然的藍帶，澄清湖周遭有很多的藍帶，跟埤塘，跟語

狀的山溝啦等等還有很多人工的排水灌渠，其實這東西用整體思考，很容易去辨

識做為棲地，至少有七種不同的棲地類型，不同的位置和類型，變是和掌握對大

家再做整體景觀規劃有個重要的基礎。 

第一自然能力，乾濕地，地質地形土壤特性，藍帶環境的資源，坡度、流向、

流速跟環境周遭的特質，是流經怎樣的地形，地表、地上地下有不同，流域及水

區的分析，在我們調查上是很重要的，過去和人類生活相互之間的關係，去討論

和歷史的演變，相關計畫和設施，典寶溪被指定是區域排水，如果不是依照新的

規劃是照傳統的話，他有與水幹管和汙水排水幹管，產生問題周遭土地使封表性

地表減少與水下滲的能力，這產生兩個嚴重的問題，乾季時，地下水位低，補充

水位不足，比以往更乾，因為封表性地表，雨季來時就加速加快了它的逕流，這

中間沒有遲滯，比如我要六個鐘頭水漲，可是利用區域排水的系統，在兩個鐘頭

就漲了，所以很多人就莫名其妙被淹死了，可是他不知道水在區域計畫裡面已經

被改變了，因為指定為區域排水整個邏輯被改變了，因此判定周遭土地使用很重

要，生活汙水、工業、灌溉汙水，在台灣廣建汙水處理廠，處理雜水跟生活汙水

的態度是不一樣的，那個策略成本也不一樣，因此我們用典寶溪河谷跟大家分

析。 

七十九年被改成七域排水，以十年作為保護標準，水源少數自援中港的支線，

大部分是後勁溪，整個灌溉流域大概是這樣，有不同的管理單位，我們也用不同

的分析去幫助各位去掌握，我們就非常知道為什麼會淹水，高速公路以東是 80

分之一，以西是 2000 分之一，簡單的說要兩公里才會提高一公尺的落差，那這

邊市有八十公尺就會有一公尺的落差，因此你可以判斷它是泥岩的地形，與水的

沖刷就會比較嚴重，地勢平緩非常容易形成淤積，也顯示出台灣平原河川在這裡

面的特性，自清能力相對較差，枯水期會形成各種不同的條件，分析汙染源在哪

裡，區域排水嚴重，透過人類指定知道水源的情況，裡頭跟生活的關係是怎麼樣，

過去的開發人們切斷了水路的關係，人們越來越遠離河川，集水區低窪在這裡的

排水，最容易的集水在什麼地方，到底有什麼敏感的地形，自然環境在這裡的保

護，未來在疊圖與河段在設計的時候，基本上能夠掌握背後看不到的水紋運動特

性妳就有一些新的了解。 

這環境敏感地區有不同的樣子，可以把它分類分級，基本上有大致的邏輯，

整個疊起來之後，呈現什麼系統，藍帶綠帶整個疊合後的基地環境，是我們想知

道的，當然人工治理也很重要，也對政府去作溝渠的位置，工作在哪，不同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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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管理單位在河川就不同，每個全屬單位和要求就不一樣了，雖然對一個土地來

說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可是在現實上就是這樣子被管的每個不同的管理單位都有

不同的法定任務，不同處理就有不同的策略，上中下游的汙染管理都不同，因此

不同都要提出不同對策這東西變得非常複雜，藍帶最後規劃目的，因此水質、水

量、水生活一直都是環境同時處理的議題，那下禮拜大概還會跟大家談設計的問

題，這很多觀念都還要突破，每個課題都要有他不同的處理方法，因此也提到五

道水防線，針對特殊條件所提供的訊息與發展機會，用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 

system 來分段分向處理這樣的議題，因此由這些段小行動共同構成的，邏輯很重

要回應它的水的條件，水量有水量的管理，水質有水質的對策，水生活得創造都

要被處理的，有些地方是不可以被下滲的，因為石灰岩地形被下滲的話會變成卡

斯特地形，會被水溶蝕，會形成漏洞，會崩現，對人類開發是很危險的，裡頭的

技術是要被改變的，因此可以處理水的對策，因此透過水的遲滯跟循環來增加對

水的那個，坡地植生的緩衝再不同一樣的大學處理的對策是不一樣的，自然埤塘、

保留開發的綠地等等，這些東西其實有不同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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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  

Lesson 7  

生態城鄉的綠帶（內涵分析&規劃原則）

/技術課程(5) 

 

 

 
課程時間：98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1000-1200 

上課地點：城鄉發展分署 5樓會議室 

授課講師：郭宇罕專案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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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概述 

綠地資源的確保與串聯，也是生態城鄉發展的重要議題。本次課程從綠地的

定義與辨識、景觀生態學的概念應用來說明綠地扮演的重要功能與角色，並配合

GIS 的應用，教導如何對綠帶結構、功能與價值進行分析與確認，並從土地使用

的禁止、避免、平衡、補償、促進發展等五項原則來進行土地使用的調節。 

 
綠地串聯功能與類型示意圖 

今天談論綠帶規劃的概念，從早期把綠色空間串連在一起的概念之後，現今

已經一些更深刻的連結，特別是綠帶做為一個生態系統，則其有哪些項目需要被

考量，綠帶的連結尚有一些其它的向度，綠帶系統的運用做為景觀規劃的項目也

有一些其它的技巧，城鄉綠帶的連結有非常大的豐富空間，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

式來銓釋綠帶，從觀光旅遊、生活及地方改造如何利用綠帶做為介面來處理也是

存在很多的技巧，綠帶做為一個自然的棲地也有其重要性，那綠帶假使做為一個

人文棲地則該如何面對？ 

因此綠的核心架構中包涵了綠的類型與價值，因此大家可以從綠的價值中去

思考綠的連結方式，因此綠的向度是很寬的，我就以四種綠帶的類型尺度來與各

位做一經驗的分享，大尺度的便像是在德國的法蘭克福，透過特殊的交通工具來

步行，在充滿綠意的氛圍中騎腳踏車，這是以綠做為一種生活棲地的一種很重要

的概念，當然也具有生態連結上的考量，小尺度的便是高雄市半屏山與柴山串連

的經驗，單一基地的便是綠的概念的豐富的操作，結合綠地及人文的生態系統，

將之變成是有意義的規劃設計，而原本自然生態的修補與縫合是一個很基礎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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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這裡面也牽涉到綠帶的建構、新景觀美學、生態網絡等等我們先前也不斷的

向各位宣導，而人文棲地的綠帶都會便定義在開放空間系統之中，因此開放空間

也是必須形成網絡，因此不是把綠全部連在一起就叫做綠網，其實其背後有很多

的意義存在，然而綠帶的串連只是維護綠地系統的存在而已嗎？ 

因此綠地的設計目前皆已都考量了自然棲地平衡及人類破壞等等這些因素，

綠地設計可能有非常豐富的設計概念但它卻不等同於硬體設計，近幾年高雄市的

公共空間設計也越趨簡單，洗石子、埋金屬線等不必要又花錢的設計已越來越少

了，簡單並不代表沒有設計想法，簡單代表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深思熟慮，綠帶

的設計得盡可能的去恢復其自然的能力，並出現人跟自然的互動，從過去到現在，

這條綠帶到底代表了怎樣的邏輯，其基本的構成做為一種自然的能力的背後，到

底需要怎樣的條件，綠的基本型態與價值需要被認定，也變是設計規劃好的綠，

將來到底是怎樣的風貌，是怎樣的結構，扮演何種角色，這是對於一個設計者是

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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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 

“都市是過度成長的怪獸，它是物質資

源的饜食者，快速耗損土地承載力，這種

不和諧的系統只能以災難收場《Urban 

evnironmental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urban design》 (White, 1994)” 

都市快速的擴張現象，已造成城市需

要增加對於土地和其他資源的消耗 

(Yokohari, 2000)。許多學者已經針對其中

進行相當程度的研究與分析，如Wang, R.S發現北京在過去十年間都市擴張25%，

並造成 32%周圍農地與綠地的消失，並對生態系統產生重大的威脅 (Wang, Chi, & 

Ouyang, 2001)；美國在 1992 年到 1997 年對於土地開發的速度以倍數成長並超

越前十年的量，每年將近三百萬英畝土地因此改變，“都市化土地成長區域已經

超過人口成長的 2.65 倍”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00)；Ewan 等針

對美國 Arizona 洲 Phoenix 市進行 20 年的研究分析，發現都市擴張成長

47%(404 km2)，並對環境生態造成衝擊 (Ewan, Ewan, & Burke, 2004)。國內研

究部分，林裕杉等針對台北汐止 1990 至

2001 年土地利用衛星影像進行分析，發

現山坡地的大量植被，因都市擴張與人為

開發需求而轉成為建地，並促使植被分佈

呈現零散、連接性差、破碎化、面積減少

(林裕杉, 吳振發, & 鄧東波, 2004)；呂明

倫針對墾丁國家公園保安林進行1993至

2001 年分析，由於都市擴張的衝擊已經

對原有保安林面積減少並產生重大衝擊，

使原有的保安林生態功能受損 (呂明倫, 2004)。 

問題的本質 

都市擴張對環境與生態系統破壞三的主因─人口成長、工業化與都市化 (陳

淑珍(譯), 2005)，基本上都均可解釋與具體觀察為都市擴張之現象。另一方面，

基於人們對於生活環境的要求隨經濟與所得提升而有所改變，由於都市中心所產

生的空氣、土壤、水、光與噪音汙染與環境破壞，但居民卻期待擁有較高的生活

品質，包括好的食物與飲用水安全，以及盡可能擁有遊憩的開放空間 (Botkin, 

1997)，於是，都市就這樣不斷的向外蔓延與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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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斷人口的膨脹與都市擴張，

對於周圍土地與環境資源的消耗，以及

汙染的輸出，使都市與周圍生態系統已

經不符合自然生態鏈下的「生物多樣性

原則」，都市環境被建築物與相關設施、

道路所包圍，原有自然環境背相繼破壞

與分割，僅存的綠地就像是自然界的孤

島，野生生物無法生存，對於生態系統

的衝擊包括生態系統單純化、動植物滅

絕、棲地減少與消失、天敵減少與食物

鏈失衡 (洪宜萍, 2001, 頁 43)。 

然而，都市擴張之人類活動與自然演替對於景觀會造成累積性的影響通常是

長時間且緩慢的。通常土地利用變遷是一系列小區域的改變累積而成，景觀的變

遷與影響是緩慢而不易被察覺，以至於土地利用變遷的管理常常受到忽視，直到

改變的程度嚴重的影響生物族群、空氣與水質、或其它對人類有價值的資源時，

才會受到重視 (林裕杉, 吳振發, & 鄧東波, 2004)，因此，對於都市擴張與自然

資源與生態系統變化的掌握，就變得非常重要。 

人與綠關係的重建 

“我們需要擴展以實現我們國家的

抱負。在一個充分就業、高度成長的經

濟體系裡，你要比在一個低度成長的經

濟體系裡，更有機會釋放公有和私有資

源，以對抗土地、空氣、水源以及噪音

的污染《Small is Beautiful》 (Schumacher, 

1973)” 

自 1962 年 Rachel Carson《寂靜的春

天》發表後，人類就開始意識到對破壞

自然環境的後果，以及 1970 年的石油危機與環境公害、1972 年《聯合國人類

環境宣研》的 60-70 年代，人類開始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但早期著重點在

於科技與技術的發展來解決問題，並認為人類與自然是兩個不同個體。現今 21

世紀的對於環境治理面則是偏向於多面向管理策略，並認為都市本身與人類是自

然生態的一環。 

80 至 90 年代人類對於永續發展的關注1，使都市規劃師、地理學家與社會

                                                       
1 包括 1987 年 WECD 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1992 年《里約宣言》、1997 年《京都議定書》、

2002 年《地球高峰會》等對於永續發展的訴求相繼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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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對於都市環境有了新的看待方式，都市不再視為是獨立的個體，相對的是自

然的一環，這個思想的主流為 (Leitmann, 1999)： 

 都市是自然的系統：都市的機能及都市之間的關係可以被視為一個具有生命
的有機體。 

 都市是工業革命的受害者：都市是大量工業化生態的地方，居民多暴露在衛
生環境惡劣及工業污染等不利健康的環境因素之中。 

 都市是自然的一部分：都市必須設計成與自然特性相融合，如果無法這樣作
的話，都市則有崩潰的危機。 

因此，因應都市擴張所帶來的生態系統與環境危機，除了對於過去至現在的

構成進行了解外，更重要的是如何把都市視為是自然的系統，設計出與自然特性

相容的環境，並兼顧人類居住環境持續的擴張，考量如何保留、創造與結合自然

環境資源的特性，以及形朔永續生活方式的行為，是未來所追求的。 

「景觀」與「景觀生態」的基本意涵 

“景觀生態建立在空間、時間的異質性以及探討由人類引起景觀改變的理論

與應用《Landscape Ecology: A Top-Down Approach 》 (Sanderson & Harris, 2000)” 

自有人類以來，人生活在地球整體環境上，但人類的演化與發展卻並非如同

其他生物般是去適應地球的不同環境而定居；相對的，人類總是改變環境去適合

人類定居，長期下來人類漸漸脫離自然環境束縛，而創造集體密集居住環境─都

市，但過度成長擴張以及對自然環境的侵擾，也使得人類開始談論生態科學與環

境保護。 

「景觀」的定義與內涵 

“景觀就人們的感知而言，意味著一區域，其特質為自然與/或人類因素之

間行為與互動的結果《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 (Council of Europe, 

2000)” 

「景觀(Landscape)」一詞最早出現於西元前的希伯來語聖經中，從詞源上具

「美」意思，是用來描寫耶路撒冷壯麗的景色 (Naveh & Lieberman, 1984)；中古

世紀對於「景觀」的詮釋，從古英文字(landscape)、古荷蘭字(lantscap)、古德文

字(lantscaf)中可以發現其代表「自然風光」與「田園美景」之意思；17 世紀景

觀更有園林、造園、庭園設計之意思；18 世紀景觀成為在地理學中描繪一個「土

地」整體的空間概念；19 至 20 世紀景觀被定義為區域的外貌與視覺，景觀並且

是一個展現一地區文化多樣性、一致性自明性(identity)特色；20 世紀初，景觀

更被認為是具有結構和功能整體性的生態單位，由相互的區塊與廊道組成生態系

統與棲地。 



《  198  》 
 

綜合言之，人們對於「景觀」的定義，從不同的時間歷史與地區各有不同詮

釋的內涵包括風景、園林、造園、景觀建築、土地與地貌、地區空間、資源、文

化、環境與生態系統。現今目前對於「景觀」的普遍認同的定義包括三個面向： 

區域空間的視覺、美學、文化與自明性意涵： 

由「風景」等意思演變而來，意味著一區域，其特質為自然與/或人類因素之間

行為與互動的結果，亦或視為表達由當地生活所形塑獨特的區域或國家自明性，

景觀因此意旨與代表社區與家鄉或國家辨識，並為表達地區多樣性、一致性與自

明性 (Pedroli, 2000, p. 221; Olwig, 2002, p. 299; Council of Europe, 2000; 

Zonneveld, 1995, p. 199; Naveh, 1995; Antrop M. , 1997)。 

地理與環境上的意涵： 

表達地球上不同地理區為所形成之氣候、土壤、地貌與生物各種成分的綜合體，

以及其所形成的棲地與生態系統 (趙羿, 賴明洲, & 薛怡珍, 2003; Zonneveld, 

1995; Groot, 2006)。 

景觀生態意涵： 

探討一數里以上嵌合體，包含當地生態系統與土地利用的循環，由區塊、廊道與

基質(matrix)所組成，並形成土地嵌合體(Mosaics)，因此構成整體景觀結構、系

統與相互作用，以及所形成具有的功能，和整體模式(pattern)的變化就是研究的

重點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 Zonneveld, 1995; Forman, 1995; Troll, 

1939; Turner, Gardner, & O'neill, 2001; 林裕杉, 吳振發, & 鄧東波, 2004)。 

整合性探討─景觀生態之內涵與關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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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 T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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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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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過程之間相互作用的機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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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觀結構： 

結構是景觀元素中空間形式或排列的配置，包括區塊、廊道、基質、生態交

錯帶、邊界與邊際等組成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 

 區塊(patch)：為景觀生態基本形式，定義為在不同環境之下相對同質性的區
域 (Forman, 1995)。區塊為景觀的基本單元，而景觀改變、變動與過程稱為

區塊動態性。區塊有明確的形狀與空間配置，和可以描述其內部的構成，如

樹的數量、樹種的數量、樹的高度等 (Forman, 1995)。 

 廊道(corridors)：廊道為區塊的一種形式，扮演物種移動與交流之角色，是
鄰近土地邊的重要帶狀種類的景觀 (Forman, 1995)。廊道的好處可以增加生

物多樣性、促使棲地區塊間相互吸引以獲得更高品質結合，也扮演物種活動

中的障礙與過濾器功用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面對持續性的棲

地喪失與孤立，許多景觀生態學家強調提供景觀連結性，由其必須提供野生

生物活動的廊道及踏腳石(stepping stone)，來建造廊道系統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 

 基質(matrix)：為在一定範圍上佔面積最大2的區塊，是景觀的“背景生態系

統”，或是擁有高連結性(connectivity)3，則被認定為基質。 

 生態交錯帶(ecotone)：是邊界的一種，或是兩個生物社群的過度帶
(transitional zone) (Allaby, 1998)，生態交錯帶可以自然地發生，例如湖岸或；

也可以是人為創造的例如森林旁的農業田地 (Allaby, 1998)。生態交錯群落

會保留每一個邊界社群的特性，且通常會包含那些在鄰近社群所沒有發現的

物種。典型的生態交錯帶包括籬笆列(fencerows)4、森林和沼澤地的過渡區、

                                                       
2一般認定景觀元素所佔面積超過 50%則為基質。 
3連結性(connectivity)是衡量廊道、網絡與基質的連接或空間持續 (Forman, 1995)；如果兩個空間

不被兩端與該空間的周界相接的邊界隔開，則該空間是連通的，一個連結性高的景觀類形有三個

作用：1)這個景觀類型可以作為障礙物，將其它景觀元素隔開，例如林帶可以將兩邊農田隔離，

在林中社防火林帶可以將兩邊森林隔開，這種障礙物可起物理、化學和生物的障礙作用(如阻礙

昆蟲和種子的流動)；2)當連結性是以相互交叉帶狀形式出現時，可形成網狀廊道，以便於物種

的遷移，也便於種內不同個體或種群間的基因交換，這種網狀廊到對於被包元的其它景觀元素來

說，則使他們成為被包圍的棲地島當一景觀元素完全連結並將其它景觀元素包圍時，則可將它是

為基質;3)動態控制作用，例如種子從裸露地萌芽後，經由不斷競爭逐漸演替生長成林，發展成

為穩定森林群落，這樣表現出森林對景觀動態的控制 (趙羿, 賴明洲, & 薛怡珍, 2003, 頁 48)。 
4籬笆列(fencerows)，為美國與歐洲農地規劃上常見的作法，甚至還發展出所謂的“籬笆列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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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到草地的過渡區，或者森林中有水的土地界面如水邊帶(riparian zone)，

生態交錯帶的特性包括植被的鮮明、外貌改變空間社群出現，以及外來物種

與生態交錯物種出現，或者物種豐富度高於或低於生態交錯帶之外 (Walker, 

et al., 2003)。 

 邊際(boundary)與邊界(edge)：區塊有一個界於可被定義與模糊的邊際 
(Sanderson & Harris, 2000)，這個鄰近的生態系統邊界的組成區域為邊際 

(Forman, 1995)；而邊際也可以是人為劃分內部與外部的結果，但卻不依定

符合自然劃分的結果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邊界指的是一生態

系統鄰近的周圍，其可影響鄰近區塊產生環境上界於內部區塊與其邊界的差

異。邊界效應(edge effect)包括景觀區塊外部特有的物種組成或豐富度 

(Forman, 1995)例如，當景觀是一明顯的嵌合體不同型態，森林與草地鄰近，

其邊界是彼此鄰近的。 

景觀功能： 

功能是動物、植物、水、風、物質以及能量在此結構中的運行與流動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代表每一元素根據本身生命週期在景觀上所

產生的相互作用 (Turner & Gardner, 1991)。景觀功能是多面向的，扮演自然、人

文與生態角色 (Groot, 2006)： 

 調節(Regulation)功能：維持必要生態過程與生物生命系統之因子，包括氣候、
水資源、土壤、營養物提供、授粉作用、廢棄物分解、生物控制等物理性調

節作用，達到生態系統平衡與穩定。 

 棲地(Habitat)功能：提供野生動植物棲息空間，包括庇護所(生活空間)與繁
殖地(源)。 

 生產(Production)功能：自然資源的供應，包括食物、素材、耕作等。 

 人文發展功能：人文發展的提供包括美學、休憩、地區精神與歷史等。 

景觀變化： 

變化是超越時間的，它是空間形式及運作機能的原動力與變遷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由於景觀的變化是一個必然的特性 (Antrop, 2003)，因

此透過對於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整體景觀結構變化 (包括區塊數量與大小、廊道

數量與類型、景觀結構配置等)的探討，以掌握景觀功能之改變。 

                                                                                                                                                           
(fencerow ecology)”，籬笆列可視為是一種介於農地與林地區塊所形成廣闊廊道網絡的田地邊

界列。農地在運用籬笆列作為邊界後可提供較高的動植物生物多樣性，並成為棲地、暫時遮蔽處

(shelter)、與食物來源。在台灣類似的土地規劃與配置為田地間竹園、防風林系統，為同樣角色，

而許多研究也指出其扮演景觀上重要生態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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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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

夠重朔與修補/補償/平衡這些因人為擴張而破碎化6的生態系統，則是本研究核心

關切課題。 

土地使用與景觀生態的互動關係 

“人類改變地球的主要關鍵，在於轉換土地以提供食物、住所和生產使用，

對於土地使用的轉變影響了地球環境的物理、化學和生物系統，以及直接衝擊地

球是否能持續提供資源給人類本身《Ecological Principles for Managing Land Us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00)” 

分析都市擴張所造成景觀破碎與生態系統的破壞中，其核心關鍵問題乃在於

現代人類的「土地使用(land use)7」上，造成對於自然資源─水、土壤、動植物

等衝擊。在都市發展面，從工業時代都市到人口爆炸的年代，人類發展出一套處

理集居環境的法令規範工具─「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對於居住環境的想像被簡

化成為工作、居住、交通、休閒，並確保人口無過度集中與分散、資源有效分配、

對居住最小衝擊、房地產價值最大化，無視於不同地表及所形成「區塊」中的整

體「結構」是生態系統的整體部分，扮演維持物種多樣性、穩定性以及自我調節

之機能。 

土地使用對於景觀結構所形成生態系統的侵擾，造成棲地的分割與殘存區塊

的隔離作用，是生物多樣性保育上必需面對的一個困境。但其本身就是「景觀」

的一部份，影響景觀「結構」的區塊大小、形狀與空間關係，扮演生態系統、棲

地、物種種類、生物群落的動態性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00)。 

從許多成功的例子觀察，解決土地使用與景觀生態看似二元的衝突性，是找

到持續土地使用擴張與景觀生態之目標相容機制，例如綠園道(Greenway)的規劃

是一種“透過結合空間與功能相容的土地使用形塑網絡的策略以達成多重利益”

的形式 (Ahern, 1995, p. 139)，其扮演人為生活品質提升與社會發展，以及生態

上小棲地與廊道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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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土地使用(land use)的意涵是人類修改自然環境或荒地，成為人類發展與活動目的之土地如聚落、
農業等，具體反映在地表土地覆蓋(land cover)上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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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的類型、構成與價值 

綠地的定義 

綠地(Green space)起源於中國古代的庭院、或是歐洲中世紀的城堡莊園與宮

廷式庭園的貴族與帝王象徵；而近代綠地的大量出現，毫無疑問的是因應工業革

命與都市快速成長的變遷之下所形成的概念，也可以說是一種避免都市過度汙染

與高密度發展，以及維持基本生活品質的構想。Ebenezer Howard 可算是最早提

出都市綠地較完整構想，認為理想的「花園城市」8的特性是結合城鎮(Town)與

鄉村(Country)的特性而出現其意涵與定義依土地使用，因此提出一個城區除了居

住機能外，還要具備綠地空間─公共花園、公共建築、中央公園、綠環道、林蔭

大道(boulevard)、外環永久綠帶與周圍農地和工廠所包圍。 

經過百年的發展後，近代對於綠地(Green space)的定義包括：綠地存在於半

自然區域 (Jim & Chen, 2003)；綠地可以視為是都市自然殘存地(Beatley, 2000)；

綠地是指戶外環境空間含有顯著的植被，並由公共與私人多樣性土地組成，並可

以社會性、生態棲地價值、實質功能細分成不同類型 (Bonsignore, 2003)；綠地

是應用在都市環境的概念，有別於自然區有大面積未被改變的自然植被與少量的

人為活動 (Allmann, 1997)。台灣對於綠地狹義的定義為現行法令與計畫體下的

下都市公園綠地包括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戲場等，以及隨國民生活休閒與

國土保安防災需求的國家公園、都會公園、親水公園等 (郭瓊瑩, 2003)；1996

年營建署首次舉辦「全國公園綠地會議」經過不同專家學者達成對於「綠地」的

共識，是泛指穩定保持著植物生長的土地或水域，其廣義定義係指可供生態、景

觀、防災、遊憩等功能之開放空間 (王秀娟, 2002)。 

綜合上述說明，綠地(green space)至少有下列內涵與構成： 

 綠地是有植被綠化的土地。 

 綠地是因應不同需求與機能考量─經濟、社會、生態等。 

 綠地可由多樣性公共與私人土地組成。 

 綠地可細分成許多不同類型與形式。 

                                                       
8Howard的花園城市(Garden City)理想，是由於當時工業革命的城市因著工廠的進駐而快速成長，

大量人口湧入都市，也使十九世紀中許多百萬人口城市的持續出現，使都市公共設施顯不足、住

宅缺乏、環境惡化與老舊、市中心頹廢、社會問題、居住環境品質低落等都市問題產生。Howard
認為一種新型態的花園城市概念，是有別於城鎮(Town)與鄉村(Country)的兩種生活型態，他以三

塊磁石來表達他創造出城鎮與鄉村之外的第三種選擇的可能。城鎮的特性為「Closing out of 
Nature」，但卻有工作機會與現代化設施；而鄉村的特性為「Beauty of Nature」，但卻因工業化後

土地區於閒置，且缺乏工作機會與現代設施，因此他對花園城市的理想是結合城鎮與鄉村的優點，

這個花園城市有好的環境、並且擁有工作機會與現代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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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現行綠地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 (內政部營建署, 1996) 

綠地的功能與角色 

綠地除了扮演提供人們休憩與體驗自然(experience nature)外，也促成氧氣/

二氧化碳交換、淨化空氣和水、調節微氣候、減少噪音、保護土壤與水資源、維

持生物多樣性、提供文化與社會價值，是作為都市與人口擴張如何回應自然環境

永續發展重要因子之一，而多目標整合型態之多樣性綠地則是現階段綠地重要目

標 (Bonsignore, 2003)。 

一般而言，綠地的功能至少包括下列 (Flores, Pickett, Zipperer, Pouyat, & 

Pirani, 1998; Uy & Nakagoshi, 2008; Jim & Chen, 2003; Li, Wang, Paulussen, & Liu, 

2005; Bonsignore, 2003; 郭瓊瑩, 2003; 王秀娟, 2002)： 

 生態系統與生物棲地價值：生物暫時避難所、增加生物多樣性、動植物棲地
環境、營養物儲存與循環、生態系統構成、物種遷移廊道、覓食環境。 

 環境調節機能：暴雨逕流量緩衝、空氣與水質淨化、都市微氣候調節、減緩
都市熱效應、噪音減緩、減少土壤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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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憩與體驗機能：遊憩機會、紓解身心壓力、自然學習場所 

 社會與人文發展功能：增加房地產價值、社區團結、視覺美學、環境教育、
強化地區認同感、提供戶外集合與活動場所。 

 生產功能：提供農林漁牧的生態。 

 防災功能：緊急災害避難安全場所功能、防止災害擴散。 

綠地的形式探討 

由於綠地內涵是具植被、具多元使用機能、公共與私人組成，因此可以被細

分成許多不同形式，可以根據尺度、社會關係、動植物棲地價值、人口、可使用

強度、位於區域等細分為許多不同類型，下表為許多學者提出綠地形式類別： 

綠地形式分類 

分類者 分類標準 綠地(green space)形式 

(Francis, 1987) 尺度、社會

性、可使用

強度 

傳統綠地：鄰里公園、遊戲場、人行林蔭道、廣場；創新：

社區公共空間、鄰里開放空間、校園庭院、街道綠帶、公

路運輸綠帶、農場、城鎮小徑綠帶、未開發之空地、水岸

帶。 

(Council, 2001) 尺度、社會

性、可使用

強度 

迷你公園、鄰里公園、遊戲場、社區公園、城鎮公園、保

留區、區域公園、區域公園保留區、州與聯邦遊憩區、社

區遊戲空地、線性公園(小徑、廊道與公園道)、特殊地景風

貌、私人遊憩設施、私人遊憩開放空間區。 

(Crombie, 1992) 棲地價值 小型棲地價值：混合與工業土地；有限的棲地價值：住宅

街道綠帶、長草地與多年原野地、都市公園、修剪整齊的

公園；棲地價值：住宅鄰里綠地、多樣的水生棲地、多樣

的陸域棲地。 

 (Bonsignore, 

2003) 

尺度、社會

性、水與氣

候功能、動

植物生態價

值 

廣場、鄰里公園及遊戲場、運動場與高爾夫球場、私人庭

院、迷你公園、社區公園、社區花園、保護區、滯洪濕地、

區域公園、區域公園保留區、私人校園與經營公園、公共

建築綠地、州與聯邦遊憩區、小徑廊道、海岸線、公園綠

園道(Parkway)、街道與人行道綠帶、區域高速公路綠帶、

鐵路綠帶、私人整合成可利用的綠帶廊道、灰帶(廢棄的商

業土地)、荒廢工業土地(棕地)、老舊採礦(石)場、未開發空

地或自然殘存地。 

台灣法定綠地 尺度、社會

性、人口 

廣場、兒童遊戲場、鄰里公園、社區公園、一般公園、綠

地、幼稚園、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社區活動中

心、都會公園、區域公園、保護區、人行道、退縮綠地、

法定空地、水岸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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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者 分類標準 綠地(green space)形式 

(郭瓊瑩 & 王秀

娟, 1997) 

自然公園綠

地 

特殊價值：國家公園；保安：自然保留區、生態保育區、

水庫集水區保護帶、水源水質保護區、特定水土保持區；

森林資源：森林區(森林遊樂區、實驗林等) 

區域公園綠

地 

專用：特定專用區(軍事地、科學園區、事業用地)；生產：

農業區、休閒農業區、市民農園；緩衝：工業區、工商綜

合區之生態綠地；保育：都市計劃保護區、非都市土地山

坡地保育區、非都市土地變更使用留設保育區；交通：景

觀道路、運輸綠帶；水岸：河濱公園、高灘地、水路、水

圳沿線綠帶綠廊；風景：區域公園、風景區。 

都市公園綠

地 

都會：大型都市公園、環保公園；中心：都市公園、都市

廣場；社區：鄰里公園、兒童遊戲場、遊戲巷、公園巷；

都市與人文：古蹟、紀念物、歷史公園、植物園、動物園、

運動公園、紀念公園、兒童公園、交通公園、學校、墓園、

文化中心、美術館、行政機關綠地、廣場、行人徒步區；

綠帶：綠道、園道、水岸綠帶、自行車專用道、安全島綠

帶、圓環綠地。 

由上述分類可知，綠地之形式依不同區分而細分的類別，而若以本研究所探

討“景觀生態”原理分析綠地之形式，則有兩種主要類別─區塊(patch)與廊道

(corridor)型態，在依鄰里(1:500)、社區(1:2000)、地區(1:10000)不同尺度可區分

為下表所示：  

景觀生態之綠地形式分類 

 鄰里尺度(1:500) 社區尺度(1:2000) 地區尺度(1:10000) 

區塊

(patch)型

態 

兒童遊戲場、鄰里公

園、私人庭院與花

園、池塘、廣場、迷

你公園、法定空地、

社區活動中心、停車

場、花園住宅。 

校園、社區公園、社區花

園、滯洪濕地、自然殘存

地、未開發之空地、農業

區、休閒農業區、市民農

園。 

運動場與高爾夫球場、保護區、

灰帶(廢棄的商業土地)、荒廢工

業土地(棕地)、墓園、植物園、

動物園、運動公園、紀念公園、

大型都市公園、特定專用區綠

地、工商綜合區之生態綠地、山

坡地保育區、濕地。 

廊道

(corridor)

型態 

公園巷、小徑廊道、

街道與人行道綠

帶、自行車道、巷

道、安全島綠帶、遊

戲巷、退縮綠地、小

巷綠地。 

公園綠園道(Parkway)、綠帶

廊道、線性公園、水岸綠

帶、圓環綠地、行政機關綠

地、河濱公園、高灘地、水

路、水圳沿線綠帶綠廊、河

谷與水岸帶。 

海岸線、區域高速公路綠帶、鐵

路綠帶、林蔭大道、環山綠道、

水岸綠帶、景觀道路、運輸綠

帶、區域公園、風景區、保安林

帶、水域、濕地。 

資料來源：參考與修改自 (郭瓊瑩 & 王秀娟, 1996; Bonsignor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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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帶結構、功能與價值分析 

Dramstad、Olson、Forman 的景觀生態之土地使用 55 項原則 

自從 1986 年 Forman& Godron 發表《Landscape Ecology》是確立了現今景觀

生態的內涵與重要關切課題與學理基礎後，1996 年 Dramstad、Olson、Forman

更以「景觀生態學」為基礎，針對 1)區塊原則(區塊大小、區塊數目、區塊位置)；

2)邊界與邊際原則(邊緣結構、邊界形狀)；3)廊道與連結性原則(廊道和物種活動、

生態踏腳石、道路和防風林帶、河流廊道)；4)嵌合體原則(嵌合體網路、嵌合體

破碎化格局、嵌合體尺度粗細)提出 55 項運用在土地與環境規劃設計上之原則，

提出兼顧人們持續的土地發展的同時，透過景觀規劃與設計維持與創造生物多樣

性，其 55 個原則並非艱澀難懂，取而代之多是以圖示化來與案例的方式，來指

出土地計劃與設計規劃如何運用景觀生態學的原則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此下為與本研究高度相關之原則： 

區塊原則 

原則 圖示 

原則 1邊界棲地和物種 

將大區塊分成兩個小區塊後，會產生而外邊界棲

地，使邊界物種部分增加。 

原則 2內部棲地與物種 

將大型區塊分成兩個小區塊後，會使內部棲地面積

減小，使各族群數量與內不物種減少，此觀念是保

育重要重點。 

原則 3當地物種滅絕可能 

大型與小型區塊的比較，大型區塊數量較多，且物

種滅絕的可能性較低。 

原則 4棲地的多樣性 

大型與小型區塊的比較，大型區塊有更多棲地，也

包含更多樣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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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5大型區塊的益處 

大型景觀區塊可以保護地下蓄水層以及連結水流

網絡系統、維持大多數內部物種族群的生命力，並

為需要廣大空間遷移的動物提供基礎棲地與遮蔽

所。 

原則 6小型區塊的益處 

小型區塊的作用可以中斷向外擴張的中心基質活

動，並具備踏腳石之功能，有例於物種之間的活

動，且部分物種適合生活於小型區塊內 

原則 7聚集數個區塊形成棲地 

在缺乏大區塊情形下，某些相互關係的普遍物種可

以在附近幾個小型區塊內生存，雖其中單一區塊功

能不完善，但結合數個區塊後，功能如同大區塊。

原則 8區塊選擇作為保育區 

選擇區塊作為保育區的條件(1)對當地具有貢獻的

功能，例如此區塊地理位置與其他區塊間相關性及

融合性;(2)具有特殊背景的特性，例如是否有稀有、

當地特有物種棲息。 

邊界與邊際原則 

原則 圖示 

原則 9邊界結構的多樣性 

植物性邊界具有高度結構的多樣性，水平或是垂

直，會導致更多樣性的邊界生物物種生存於此區。

原則 10自然與人為邊界 

大多數自然邊界多元曲線型、複雜且柔軟；相反的

人為邊界則多為植線、簡單且剛硬。 

原則 11 直線或曲線型邊際 

在直線邊際上，物種會沿邊際進行遷移活動；相對

的在曲線型邊際上，物種則可穿越或片及此邊際進

行遷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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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12邊界曲線性與寬度 

在一景觀內，邊界的曲線性與寬度可決定邊界棲地

的總數。 

原則 13 邊界與內部物種 

旋繞式區塊將形成邊界棲地具有較大面積，使邊界

物種數量增加，但卻會減少內部物種數量，是保育

重要課題。 

原則 14 與周圍環境的相互影響 

旋繞式區塊其周圍環境中心基質間，會有更多相互

影響，無論是正面或負面。 

原則 15 生態上「最理想」區塊形狀 

生態上最理想區塊形狀為「太空船形」區塊，其中

有一圓形中心用以保護資源，加上曲線形邊際及手

指般的延伸，利於物種傳播 

廊道與連結性原則 

原則 圖示 

原則 16 踏腳石之連接性 

呈現連串排列的踏腳石在廊道或沒有廊道之間擔任

連接的媒介功能，提供內部物種區塊與區塊之間的

活動遷移。  

原則 17 踏腳石之間的距離 

對於高度已視覺導向物種而言，牠們在踏腳時間活

動的有效距離曲決於他們看見前後連續性

(successive)踏腳石的能力。 

原則 18 踏腳石消失 

當一小型區塊消失，而其功能在兩大區塊之間擔任

物種活動之踏腳石時，如此一來會壓制物種活動，

並且將會增加區塊形成孤立作用(isolation)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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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19簇集型態的踏腳石 

在大型區塊之間，最理想空間串連形態的踏腳石是

在此之間維持排列直線型導向的形態，可提供物種

活動、交替間格或替代路線。 

原則 20 溪流廊道的連結性 

植物溪流廊道的寬度與長度兩者相互影響或結為一

體，長流且沒有裂口的溪流廊道對於維持水棲環境

的條件是不可區的重要因素，如維持冷水溫度、高

含氧量等，若缺乏這些元素，物種還是難以保育。

嵌合體原則 

原則 圖示 

原則 21 網絡連結性與網路系統9 

結合網絡連結性與網路系統可以看出其簡單與複

雜性，高度的結合提供物種活動有效利用的整體連

結與指引 

原則 22 交會點效果 

在自然植物廊道之間的交會處，只有少數內部物種

生存於此，而此處各類物種豐富繁衍卻高於網絡其

他地點。 

原則 23 位於小型相連區塊物種 

同樣是兩座相同屬性小區塊，若有與網絡連結，其

物種多樣性高於未連結小區塊，而發生地方性滅絕

機率比較低。 

原則 24 散播10及小型連結區塊 

沿著既有網絡的小型區塊或交會處可提供有效棲

地，以利各別物種在此短暫停留或繁殖，可使散播

生物具有更高生存機率，並且會有更多散播物種生

存於此網絡之內。 

                                                       
9 網路系統(circuitry)指現存的環線或替代網路系統之程度。 
10 傳播(Disperal)是指物種維持或擴張其族群的分佈，代表物種向族群外移動(擴張)或脫離母體

(維持)，這對生物族群必要的過程，因為在生態系統上，不同生命週期有不同所需的資源，傳播

減緩了生態系統中資源的壓力，而資源的競爭也是變成傳播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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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25整體喪失與內部棲地 

嵌合體的破碎性會減低特定棲地的形態，也會引起

內部棲地大量的損失。 

 
原則 26 擁有多重棲地物種的嵌合體 

集中點(convergency point)11與相鄰點(adjacencies)12

和棲地散佈(habitat interspersion)13有利於多數棲地

性植物種生存。 

生態土地使用相互補償結構模式 

棲地的破碎化是人為活動對自然地

景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趨勢，造成棲地的

分割與殘存區塊的隔離作用，是生物多樣

性保育上必需面對的一個困境。 

Joha於2007年提出面對已建成都市

土地使用的高度複雜性、變動性，生態土

地使用相互補償結構(Ecological Land 

Complementation)是一個對於恢復都市生

態系統最佳模式之一，也是恢復與創造已

建成社區尺度之景觀生態系統方法，此模

式核心精神是以不同綠地之間的簇群

(clustering)為工具，提出基於景觀生態準

則與生物生命週期理所需多樣性棲地為理

論基礎的不同綠地景觀區塊間的排列，以創造出一種具有“生態相互補償”之土

地使用模式。 

核心原理基礎 

根據景觀生態學與島與生態理論原理，景觀對

於生態具有互補分佈(complementation)與供給

(supplementation) 過 程  (Dunning, Danielson, & 

Pulliam, 1992)，根據不同種類區塊的景觀，生物

需要在不同區塊間移動以獲得滿足自身生命週期

所需資源如草料、築巢與繁殖之不同需求 (Pope, 

                                                       
11集中點(convergency point)為三個或以上的棲地交會處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 
12相鄰點(adjacencies)為不同位置的相鄰棲地結合處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 
13棲地散佈(habitat interspersion)為棲地分散性大於聚集在一起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 

 兩種景觀生態過程 

 (a)景觀互補分佈過程與(b)景觀供給過程。這個過程發生在生

物個體於不同景觀棲地間移動，各別去尋找合資源過程。景

觀的互補分佈過程強調需要許多物種在不同棲地間彼此連

結，已完成他們各自的生命週期，而不同棲地間的接連性是

重要因子，也決定生物能夠彼此移動的範圍。 

 景觀生態土地使用原則─多元

區塊所形成高價質生態嵌合體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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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hrig, & Merriam, 2000)。因此，景觀互補分佈牽涉一物種至少需要兩個不同資

源做為棲地，並在相同季節提供，且資源必須要相鄰彼此 (Eybert, Constant, & 

Lefeuvre, 1995)。 

根據景觀生態原理，區塊是決定物種的出現與多樣性，並假設棲地多樣性隨

區塊變大而增加 (Hooper, Solan, & Symstad, 2002; Simberloff, 1986)，因此較大的

區塊有較豐富的棲地多樣性，以及更多的生物群體 (Primack, 1993)；第二，不

同棲地間的接連性(proximity)14是決定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因子 (Johan, 2007, p. 

48)。 

ELC 分析過程與規劃設計原理 

在都市規劃與設計上，棲地擴大化可以

透過安排不同都市綠地區塊靠近彼此來達

成，而許多生態研究也指出公園的集合簇群

總是有較高的植物多樣性  (Gaston & 

Thompson, 2002; K̈uhn, Brandl, & Klotz, 

2004)；在居住環境中，如果有足夠的花園

區域，可以增加物種出現在棲地，並能扮

演做為野生動物的移動導管 (Barker, 1997; 

Szacki, Glowacka, Liro, & Matuszkiewicz, 

1994; Young & Jarvis, 2001)，當簇群的花

園鄰近於都市公園時，透過景觀交互補償

功能，提供地區性小棲地如樹林、灌木林、

池塘和新鮮的水，可使鳥類的多樣性提升，

並增加吸引敏感物種的可能 (Melles, 

Glenn, & Martin, 2003; Blair, 1996)，這樣

的生態價值非花園棲地本身可以達成作用，而是周圍環繞著不同花園所形成地方

性棲地的相互結合結果 (Chamberlain, Cannon, & Toms, 2004)。 

ELC 結構不只涉及區塊大小或內部結構，更是決定了景觀生態上資源的相互

補償與供給，扮演生態系統的相當重要過程如種子傳播與植物授粉作用

(pollination)，例如昆蟲在不同的生命週期需要不同的棲地，因此在這種集合的

花園可以提供許多草料給幼蟲，而城市公園開放草地則可提供成熟環境。 

實際規劃與設計上，ELC 結構會牽涉到簇群(clustering)工具，透過結合不同

綠地區塊聚集，例如斯德哥爾摩城市裡，有 18%的土地組成包括這些集合的花

園與高爾夫球場 (Colding, Lundberg, & Folke, 2006)。 

                                                       
14連接性(connectivity)是衡量廊道、網絡與基質的連接或空間持續 (Forman, 1995)。 

圖 1 ELC 結構的構想與生態功能  (Johan, 

2007)。 

(a)(左)高爾夫球場有池塘但沒有林地，(右)當兩者位於鄰

近旁，由於景觀相互補償作用，可提供兩棲類物種繁殖機

會；(b)當都市花園地帶以簇群式鄰近森林區塊和農地，可

促進傳粉昆蟲出現，不同的傳粉昆蟲會使用不同花園收集

花粉與花蜜，並以鄰近森林棲地作為巢穴，且對於鄰近農

地物種促成重要的授粉作用，因此，這些區域在環境上傳

粉昆蟲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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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規劃原則 (Johan, 2007, pp. 52-53)： 

 簇群(clustering)不同型態綠地區塊：如高爾夫球場、校園、都市公園、花園
的結合 (Johan, 2007, p. 50)，增加棲地可利用性。 

 掌握可能具 ELC 的土地使用結構：以促成生物“多樣性”，利於於不同功能
的生物群體(如傳粉昆蟲、種子傳播生物與害蟲調節生物)的土地使用配置，

例如透過鄰近區域土地的配置，產生較寬廣的花園棲地鄰近於農地，可增加

較為大量的當地傳粉昆蟲出現，促進花粉作用。 

 以 ELC 結構作為“保育目標”：促進都市那些可能特別關鍵區域必要的生態
過程如花粉作用與種子傳播。因為許多物種群體是屬變異族群 (Hanski, 

1998)，因此需要都市綠地區塊作為空間與時間尺度上的“生態踏腳石”以

及物種廊道的移動與基因交換。 

 作為小區域及那些無效果的自然保留區(區塊過小)的替代方案。 

 利用 ELC 結構發展成“環狀”設計概念：以環狀串連各 ELC 結構，並採用
符合不同物種需求的方式。 

景觀安全模式 

“棲地的零碎化是人為活動對自然地景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趨勢，造成棲地

的分割與殘存區塊的隔離作用，是生物多樣性保育上必需面對的一個困境” 

由於景觀生態過程的健全發展，存在一系列安全層次，式控制與維護整體生

態過程穩定的關鍵因素，對於一地區的景觀規畫具有重要意義，如農業安全格局，

它由保護地的面積、數量等因素組成，並語人口和社會安全水平相應。建立農業

安全格局，使農業生產水平為持在相對安全的水準 (趙羿, 賴明洲, & 薛怡珍, 

2003, 頁 247)。 

定義 

任何一景觀，其內部均存在某種潛在的空間

模式(pattern)，對控制景觀內的水平生態過程起

著關鍵作用的策略點及其空間連繫構成的景觀

安全格局(security pattern, SP)。 

景觀安全模式因此是運用生態單元(區塊、

廊道)的空間配置作為規劃概念，以生態規劃原

則之下，達到一區域最佳的生態規劃藍圖，構成

最適當、穩定、高效率的生態網絡系統。因此，

那些可以控制整體格局之關鍵局部、點和空間
 典型景觀生態安全模式假設 

資料來源： (俞孔堅,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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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構成的景觀生態安全格局，就顯得特別重要。 

基本概念 

景觀安全模式的組成，對於控制生態過程的策略意義有三方面 (趙羿, 賴明

洲, & 薛怡珍, 2003)： 

 主動優勢(initiative)：有利於該生態過程對景觀整體結構或局部的控制。 

 空間連繫優勢(co-ordination)：有利孤立與破碎的景觀區塊之間的空間連繫。 

 高效優勢(efficiency)：有利於該生態程序控制景觀整體結構或局部，並在物
質、能量尚達到高效和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高效優勢是安全模式的總

體特徵，同樣包含在主動優勢和空間連繫優勢之中。 

若以以自然保護區為例，典型景觀安全模式包含以下景觀元素( (趙羿, 賴明

洲, & 薛怡珍, 2003)： 

 生物繁殖源(source)：存在本地物種棲息地，物種擴散和維持的源點。 

 緩衝區(buffer zone)：環繞在源周圍地區，相對物種擴散的低阻力區。 

 源間連接(inter-source linkage)：相鄰兩源之間的最容易聯繫的低阻力通道 

 輻射道(radiating routes)：由源向周邊景觀輻射的低阻力通道。 

 策略點(strategic point)：對溝通相鄰源之間連繫有關鍵意義的中繼站或生態
踏腳石(stepping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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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策略點判別方法 

景觀空間特徵 對應景觀中之策略點型態 圖例說明 

盆地進出水口 地理空間上占有重要位置 

 

廊道斷裂處 農地中綠籬、水圳廊道斷

開處 

 

具「跳島」作為

的殘存區塊 

竹為綠籬、果園與社區內

綠地 

 

廊道交會口 自然河川、水圳、綠廊交

匯口 

 

林地與大型區

塊凹陷處 

區塊形狀傷的凹陷處 

 

位於基質中央

的林地區塊 

相鄰想阻力平面間之切點 

 

連絡島嶼的「陸

橋」 

鄰近成群的綠快或杉林 

 

資料來源：修改自 (羅宏銘, 2001) 

因此，透過地理資訊系統(GIS)分析工具，針對現有重要生物繁殖棲地掌握，

並輔以緩衝區分析，辨識物種移動之低阻力廊道與策略點，並具體回應成為城鄉

土地規劃與設計準則，則是邁向生態城鄉之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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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帶結構、功能與價值分析步驟 

基本資料的準備 

包括影響景觀構成之自然因素(水文、土壤地質、氣候、高度等)與人文因素(保

護區、土地使用、法定計畫等)，以及如何透過綠地建構與恢復高效率與高穩定

生態網絡系統所需之現況圖、航照圖、土地權屬圖等；而所涉及尺度包括區域尺

度、鄉鎮尺度、社區尺度、街廓尺度，如下表所示： 

表 1 城鄉綠地計劃圖面準備 

層級 主要規劃圖面要求 精細度 輔助圖面要求 

區域尺度 - 日治堡圖 

- 日治地形圖 

- 聯勤測量圖 

- 經建圖 

1:50000─

1:25000 

水文 

- 河流分布圖 
- 洪氾區域圖 
- 地下水補注等級圖 
- 水圳與灌溉區域圖 
- 集水區圖 
- 水庫集水區 
- 水源水質保護區 
土壤與地質 

- 水土保持區 
- 山坡地區 
- 土壤(酸鹼、排水等)分析圖 
- 地質(岩層、類別等)分析圖 
氣候 

- 降雨等雨量圖 
- 氣溫等溫圖 
- 日照量等值線圖 
法定環境保護(敏感)區 

- 自然保留區 
- 野生動物保護區 
- 重要棲地環境區 
- 國有林自然保護(保留)區 
- 國家公園 
- 環境敏感保護區 
- 保安林區 
- 實驗林區 
- 森林遊樂區 
- 文化古蹟保留區  

鄉鎮尺度 - 航照圖 

- 都市計劃圖 

- 法定計畫圖 

- 相關計畫與規劃圖 

- 行政區域圖 

- 數化高層圖 

- 村里界圖 

- 國有與公有土地圖 

1:20000─1:5000 

社區尺度 航照數位測量圖 1:2500─1:1000 - 地籍圖 
- 建築基地測量圖 
- 局部高程測量點 街廓尺度 現地照片 1:5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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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架構之操作流程與分析方法 

界定具體要研究之區域

參考行政區域、集水區流
域、分水嶺、完整之聚落
範圍等進行研究範圍界定

針對研究區域基本自然條
件與人文發展歷程之相關
基本資料收集與分析

利用GIS工具並透過航照
圖(1:2500)、歷史圖(1:10000)、
相關計畫(1:10000)、土地使用
計畫(1:10000)、地質與土壤圖
(1:10000)等，並輔以田野調
查、地方人士訪問等方法

考量土地使用、土地覆
蓋、景觀異質性、生態價
值、侵擾性、使用強度分
類，並透過GIS工具運用

針對研究區域之景觀類型
進行定義，可分粗為區塊
類型、廊道類型

掌握不同類型之區塊與廊
道，所構成的整體景觀結
構嵌合體

透過對於GIS工具掌握區
塊之面積、周長、形狀、
內緣比、總類數、豐富度

透過對於景觀結構之掌
握，分析其扮演生態系統
之價值與功能及綠地系統

包括分析重要棲地、緩衝
區、水陸域棲地、廊道、
ELC結構等方法

分析研究區域之過去、現
在與未來土地使用之演
變，並辨識土地使用對於
生態系統之侵擾性

透過現況空照圖與歷史圖
圖比對，以及土地使用強
度(人口、類別)分析，以
及對於原有生態系統分析

分析如何在現況景觀結構
與功能下，建立(恢復)一
個高效率與穩定的生態網
絡與棲地系統

1.物種選擇確定
2.生態系統分析
3.生態源確定
4.生態源間通道
5.生態緩衝區指認
6.生態策略點指認

以景觀安全模式與過去生
態系統為邏輯，提出土地
調節之原則

以禁止、平衡、補償、促
進發展作為土地調節原則

 
景觀生態取向之土地調節模式分析流程 

研究範圍界定 

第一步驟為界定研究空間範圍。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認為棲地的

斷裂分割主要是由於地形上的異質性如山丘與流域，以及自然過程如火災、山崩

和洪氾。人為活動也會促使棲地的斷裂分割如砍伐、農業使用、都市化、道路建

設，這些都足以改變現有的區塊、廊道與邊界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6, p. 139)。因此，考量現有行政界線、形塑社區的重要地理範圍、棲地斷裂

分割之因素(主要道路、鐵路、集水區、山丘、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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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與條件分析 

第二步驟探討形塑景觀之條件與基本背景，亦即探討景觀驅動力(driving 

force)之背景，由於“景觀”是一種自然與人類長期互動的結果15。因此，透過

前述圖資，探討景觀驅動力之背景包括自然發展條件與人文發展歷程，以及其變

化情形，構成形塑整體景觀之驅動力。 

 自然發展條件分析 

自然發展條件分析主要是界定不同地理的環境特性，包括水文(集水區、河

網、窪地等)、土壤(類別、質地、排水等)、地質(岩層、粗細)、地形(坡度、坡向

等)、氣候(溫度、降雨、風、日照)等條件，此自然條件形塑構成生物棲地之基本

植被類型、棲地型態、適合生存之物種群體等條件，並反映在地表形成“景觀”。 

 人文發展歷程分析 

人文發展歷程分析主要針對聚落發展、法定計畫、土地使用、農業水圳與灌

溉分佈等因素，探討人類之長期發展趨勢，並可作為下一階段分析人類發展歷程

中對於自然生態系統「侵擾」之土地使用行為界定。 

景觀的類型定義 

第三步驟界定與分類現有的景觀類型，透過 GIS 工具，考量土地使用、土地

覆蓋、景觀異質性、生態價值、侵擾性、使用強度進行景觀類別定義與分類。  

透過上述分類準則，可分類成為區塊(patch)與廊道(corridor)兩種主要形式，

再依其生態性或侵擾性區分，故可分為： 

 生態型區塊(如林地、農地、草地等)。 

 侵擾型區塊(如工廠)。 

 生態型廊道(如樹列、河流等)。 

 侵擾型廊道(如道路等)。 

景觀的結構辨識 

第四步驟是分析與辨識景觀結構。回顧景觀生態學之學理性研究，已經發展

出一套辨識景觀結構之指標系統，透過景觀生態指標運用，可以系統化辨識景觀

結構之特徵，作為下一階段景觀生態系統之能例，運用指標包括下列： 

 區塊面積 

                                                       
15

“景觀”就人們的感知而言，意味著一區域，其特質為自然與/或人類因素之間行為與互動的
結果《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  (Council of Europ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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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rc View 內建 Calculate Areas 功能計算區塊面積。區塊面積大小是景觀

生態學分析最重要之因子，關乎分析之尺度，以及生態區塊之棲地價值(面積效

應)。依據 Dramstad、Olson、Forman 以「景觀生態學」之 55 項原則說明不同區

塊之生態價值： 

  

大型區塊較為穩定 大型區塊有較多的棲地多樣性 

  

小型區塊具有踏腳石與特有棲地 小型區塊可能是重要生態策略點 

參考資料：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 

 

 區塊周長 

以 Arc View 內建 Field calculations 功能計算區塊邊緣周長，周長計算主要

與廊道、形狀有關，是景觀生態學分析重要因子，其對生物物種的擴散和覓食有

直接反映。依據 Dramstad、Olson、Forman 以「景觀生態學」之 55 項原則說明

相同區塊大小而不同周長之生態價值： 

 

周長越高代表邊界結構適合生態生存 周長低易使物種沿邊界移動，而周長高產生

之形狀越易使物種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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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 

 形狀指標 

形狀指標是用來描述區塊組成之形狀與複雜度，以及其可能的型態，運用前

述面積、周長之計算，並透過下列公式求得： 

AP π4SA=   式中 A為區塊面積，P為區塊邊緣周長 

形狀指標的運用可以用來指認區塊的生態功能與價值，以基地內幾個不同區

塊之形狀指標數值來加以說明： 

  

指數 1.071，形狀趨於圓形，區塊有好的

核心區 

指數 1.309，區塊有核心區，以及意於物

種進入之凹陷外緣 

  

指數 2.332，區塊有部分核心區，但具有

良好廊道功能 

指數 3.058，區塊幾乎無核心區，但具有

高度廊道功能 

依據 Dramstad、Olson、Forman 以「景觀生態學」之 55 項原則說明

不同形狀之生態價值： 

 
形狀指數高代表趨於圓形，有大核心區

塊；反之則區塊較小且具有廊道價值 

形狀指數高不易物種進入；反之則易使

物種進入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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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Dramstad, Olson, & Forman, 1996) 

 區塊內緣比 

區塊內緣比，是關乎區塊之邊緣效果，數值越小代表在相同區塊面積下，數

值小者有較完整的核心區塊區域，計算公式如下： 

AP /EA = ，式中 A為區塊面積，P為區塊邊緣周長 

  

內緣比 0.028，區於圓形 內緣比 0.089，圓形及狹長型沿伸 

  

內緣比 0.181，區於狹長形 內緣比 0.225，狹長形 

內緣比的指標使用有其限制性，主要為分析之區塊

尺度大小不能相差甚大，如在小型區塊上，同樣是趨於

内圓形之區塊，但其 緣比指數卻是最高，因此，內緣比

指標使用需配合區塊大小之篩選。 

內緣比資訊與景觀生態學中之推移帶

(Ecotone)、緩衝區以及邊緣效果(edge effects)有極大之關聯性，重要之生

態資訊如下： 

表 2 內緣比高低之生態意義 

 低內緣比 

(圓形) 

高內緣比 

(狹長形) 

 低內緣比 

(圓形) 

高內緣比

(狹長形) 

內部面積 高 低 生態異質

性 

小 大 

邊緣寬度 小 大 作為動物 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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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價值

與本體的

交互作用

小 大 物種多樣

性 

多 少 

區塊內部

障礙物 

少 多 動物覓食

效應 

多 少 

資料來源： (徐化成, 1996) 

 區塊總類數 

區塊總類數為一研究區域內出現之最大的區塊總類，是作為區塊多樣性分析

之背景條件。 

 區塊豐富度指數(Richness) 

代表在一分析單元內之景觀的不同區塊元素相對豐富度(R)： 

%100)max/(TR ×= T ，式中T代表一分析單元內不同區塊類別數，

Tmax 代表一研究區域內出現之最大區塊總類數。 

區塊豐富度指數可以清楚分析每一分析單元區塊的豐富度，並可配合圖形化

表示來分析與辨識各分析單元之生態價值。 

 ELC 結構分析 

生態土地使用相互補償模式

(ELC, Ecological land-use 

complementation)，為前述 Joha 於

2007 年提出針對建成區恢復生態系

統之方法。他認為已建成都市土地使

用的高度複雜性、變動性，ELC 結構

是一個對於恢復都市生態系統最佳

模式之一，也是恢復與創造已建成社

區尺度之景觀生態系統方法，此模

式核心精神是以不同綠地之間的簇

群(clustering)為工具，並以多樣性綠

地結合，以創造較完整棲地環境，促成景觀對於物種的供給/補償之角色。 

生態城鄉的綠帶規劃，為在一已建成或即將人為開發之環境規劃議題，因此，

針對潛在與現有 ELC 結構之辨識準則包括： 

 不同型態綠地區塊(如公園、校園、花園等)的結合。 
 以 ELC 結構作為“保育目標”，形成生態踏腳石。 
 整合過小與無效的自然保留區。 

資料來源： (Johan, 2007,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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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成為“環狀”設計概念，串連各 ELC 結構。 

景觀的生態系統功能與價值辨識 

第五步驟是針對景觀的生態系統功能與價值辨識。

透過前述景觀類型與景觀結構之分析，進一步分析其景

觀之生態系統功能與價值，進一步做為掌握生態系統之

能力與現況，分析流程如圖所示： 

 研究物種選擇 

鳥類為研究中適合針對之研究物種，因其為高等脊

椎動物，在生態金字塔上扮演著消費者之重要角色種類

繁多，分佈廣泛，且具有發達之視覺能力，對於環境結

構和組成的改變也相當敏感 (Forman & Godron, 1986; 

Savard, Clergeau, & Mennechez, 2000)，且鳥類又是易於

觀察之物種，一般常見鳥類棲地與繁殖場特性整理如下

表： 

 

一般常見鳥類物種類別 

 物種 棲地特性 

八哥 農地、有垃圾之地、空曠林地 

麻雀 一般住家與大樹旁 

斑文鳥 禾本科(草、水稻)種子與昆蟲出現地 

大卷尾 一般農耕地與山區樹林 

白腹秧雞 沼澤、水田、濕地周圍草地 

紅鳩 築巢於大樹上，活動於農田與一般草地 

竹雞 竹林地、林道邊緣、農密草叢 

小彎嘴 一般灌木叢間 

烏鴉 一般森林與社區內，食肉性 

家燕 一般平地農村之庭院 

白鶺鴿 水域地帶與住家附近旁綠地 

灰鶺鴿 水域、濕地與山谷地帶 

綠繡眼 一般果園、樹林與庭院內 

白頭翁 農耕地、樹林與庭院住宅 

小白鷺 水田、濕地、平原、竹林地 

黃頭鷺 旱田、沼澤、草園、牧場，並築巢於竹林地 

夜鷺 一般農耕地、水圳、樹林地，築巢於竹林地 

景觀的生態系統功能與 

價值辨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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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觀結構之生態系統功能辨識 

景觀結構─大小、形狀、內緣比等扮演提供核心棲地、緩衝區、生態廊道路

徑等生態系統價值。本研究認為提出以面積大小、形狀與 ELC 結構做為辨識生態

系統之功能，其優點為較為簡易，且資料容易取得，涉及面積與周長之推算，面

積大小、形狀指數與區塊種類之生態系統功能原則辨識如下： 

區塊之面積大小效應 

根據島嶼生態理論的面積效應，以及 Dramstad、Olson、

Forman 以的景觀生態之土地使用原理上，均提出大區塊棲

地的重要性，是扮演生物多樣性與物種數量的角色，是所

謂的「面積效果」，簡而言之，大型區塊的生態角色如

下： 

 扮演維持生物多樣性角色 
 維持較穩定的物種生存環境 
 提供物種繁殖場地的可能 
 避免物種滅絕 

而對小型區塊而言，大多是占據重要的位置，對於基

質的控制與管理而言，小區塊有其重要價值 (Margules & 

Pressey, 2000)。較大的區塊保留區有較高的生態價值是眾

所皆知，但越來越多研究已經證明中間尺度、小型區塊保

留區的價值 (Semlitsch & Bodie, 1998; Zuidema, Sayer, & 

Dijkman, 1996)，以及其對於控制與整體景觀基質角色的重

要性 (Sisk, Haddad, & Ehrlich, 1997)；另外，並非所有物種

都需要依賴在大型區塊棲息，甚至某些物種僅出現在較小

型的區塊 (Barrett, Ford, & Recher, 1994)。小區塊也提供物

種生存的基礎，更可提供繁殖區域的價值，如生態踏腳石(stepping stones)，並促

進物種交流 (Forman, 1995; Fischer & Lindenmayer, 2002)。因此，在人類發展的

同時，不能因為以往未重視小區塊棲地價值，而移除它 (Fischer & Lindenmayer, 

2002)；相對的，由於小區塊較低的成本，因此更適合一開始的生態棲地計畫的

點狀與短期執行，相較於大區塊的相對高成本而言 (Fenton & Hale, 1997, pp. 3-9)。

綜合上述說明，小區塊之生態角色如下： 

 扮演控制景觀基質(matrix)角色。 
 提供部分特有物種之棲地。 
 具有生態踏腳石價值。 
 具有較低的棲地計畫執行成本。 
 多個小區塊結合也具有如同大區塊之功能。 

圖 2 大區塊生物多樣性高

圖 3 小區塊扮演控制基質角色

圖 4 小區塊具生態踏腳石價值 



《  224  》 
 

綜合上述大區塊與小區塊之價值，以及不同學者針對面積大小之生態系統價

值之研究，提出以城鄉尺度而言，可區分為下列幾個區塊面積分析準則： 

 超大型區塊：10公頃以上，提供主要物種繁殖與重要棲地之價值。 
 大型區塊：2-10 公頃，主要提供棲地之價值。 
 小型區塊：1-2 公頃，扮演控制景觀基質角色與形塑成大區塊角色。 
 超小型區塊：0.5-1 公頃，主要扮演生態踏腳石功能。 

區塊形狀之生態功能 

透過針對景觀區塊形狀指數

分析，可以掌握各區塊之形狀結

構。形狀指數越小，形狀趨於圓

形；反之，則趨於不規則形狀，

而「太空船型」之區塊，則是不

規則區塊中生態價值最高者，形狀指數對於本研究而言，可作為廊道、棲地價值、

景觀安全模式之判斷。不同形狀之景觀生態價值與功能如下表所示： 

區塊形狀指數之生態功能分析原則 

區塊形狀 
核心

棲地 

邊界緩

衝區 

與周圍相

互作用 

提供物

種食源 

物種多

樣性 

趨於圓形 

(形狀指數小) 
大 小 小 多 高 

不規則形 

(形狀指數大) 
小 大 大 少 低 

 

區塊種類之生態價值 

不同區塊種類有其各自生態價值高低，本研究認為景觀分類上即可以“生態

型區塊(如林地、草地)”與“侵擾型區塊(如工廠、聚落)”作為分類，而若以前

述(林地、草地、工廠、聚落)區塊之生態功能價值，則由高至低排列為林地、草

地、聚落、工廠。因此，以順序尺度之生態價值判別，以簡化複雜之區塊生態價

值判別準則。 

 棲地價值與類型判斷原則 

透過以景觀結構為基礎之景觀生態功能分析，進一步掌握棲地之價值、類別

與形式之判斷，初步可分為區塊型(patch type)、廊道型(corridor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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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型 

 生物繁殖場：提供主要物種繁殖與重要棲地價值，區塊為高生態價值者(如
林地)，且面積達 10ha 以上；或 2-10ha，但形狀趨於圓形。 

 一般生物棲地與避難所(shelter)：主要提供棲地之價值，其生態價值僅次於
生物繁殖場 

 生態緩衝區：提供成為核心棲地周圍緩衝棲地空間，其構成主要為生態價值
較為低之區塊如草地、花園社區、農田等。 

廊道型 

 生態綠廊與藍帶：現有的線型廊道與河道藍帶系統所構成。 
 物種廊道路徑：區塊與區塊之間的物種移動廊道。 
 小區塊踏腳石：小型區塊，且具有物種移動廊道價值。 

土地使用的變遷與侵擾行為分析 

第六步驟針對歷年土地使用與景觀之變遷所造成生態系統侵擾進行分析。透

過歷史與現況圖資，分析不同年代之景觀結構與其生態系統功能之變化，與土地

使用之演變歷程，辨識與分析土地使用造成生態系統之具體侵擾性，重要原則如

下列說明： 

 最高價值之區塊面積變化？ 

 核心區塊棲地是否夠大？有好的連接性？有足夠緩衝
區？ 

 重要棲地破碎化發展過程？ 

 生態廊道的增減？是否高效率？ 

 人類土地使用於自然環境擴張情形？使用強度？ 

最佳化生態系統─景觀安全模式分析 

第七步驟為景觀安全模式之分析。其目的在於建構與恢

復高效率、高穩定之生態網絡系統，分析步驟如下： 

 研究物種選擇 

 前述以一般鳥類為主要研究對象。 

 生態繁殖場(源)空間辨識 
圖 5 景觀安全模式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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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針對主要物種繁殖與重要棲地價值之分析。 

 生態繁殖場(源)間通道空間辨識 

 生態繁殖場(源)間之前在物種廊道或物種移動較低阻力路徑之分析。 

 生態緩衝區指認 

 依附在主要生態繁殖場周圍之緩衝區分析。 

 生態策略點指認 

 位於重要源間通道之樞紐位置指認，或是物種重要廊道之中位控制點，形式
可能為棲地、踏腳石。 

 

侵擾之土地調節原則─禁止、避免、平衡、補償、促進發展 

第八步驟為針對人類對原有生態系統所造成之侵擾，以

景觀安全模式作為具體建構與恢復生態系統之架構，包括生

態策略點、源間通道、生態緩衝區、生態繁殖場(源)，提出

土地調節原則─禁止、避免、平衡、補償、促進發展之模式，

以作為下一階段社區規劃綠地準則之指導性角色： 

 禁止：若未能避免對自然環境之損害，或未能予以充分
平衡，對自然環境的侵擾必須禁止。 

 避免：對於自然及景觀所產生損害可避免者，應要避
免。 

 平衡：對於環境侵擾與規定期限內所進行的自然保護及
景觀維護。 

 補償：對於環境侵擾與規定期限內所進行的自然保
護及景觀補償。 

 

綠帶的規劃原則 

綠地對於土地使用「侵擾」調節機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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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觀生態學的發起起於德國，因此德國很早便對於景觀生態學投入相當之研

圖 6 調節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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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而在 1970 年代後，德國更近一步以景觀生態學為基礎，以人類對景觀生態

環境「侵擾」16為衡量工具，提供景觀計畫與土地使用計畫之共構模式17。 

理論基礎─恢復生態學(Restoration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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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生態系統的動態發展中，處於一種生物群落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動態平衡，但

由於自然與人為的侵擾作用下發生位移，打破原有生態系統的平衡，使系統固有

的功能遭到破壞或喪失，穩定性和生產力降低，抗侵擾能力和平衡能力減弱，系

統生產力下降，導致生態要素和生態系統整體發生不利於生物和人類生存的量變

和質變 (章家恩 & 徐琪, 1997)，這樣的生態系統稱為「退化生態系統(Degraded 

Ecosystem)」或「受損生態系統(Damaged Ecosystem)」 (徐作岳 & 彭少麟, 1996)。 

因此，如何恢復生態系統到接近於它受侵擾前的自然狀況，即重建該系統侵

擾前原有的結構與功能有關的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特徵就是生態恢復學主要之目

標 (Cairns, 1991)。「恢復(Restoration)」的重點是指生態系統原貌或其原先功能

的再現。因此，透過一定的生物、生態以及工程的技術與方法，人為去改變和切

斷生態系統退化的主導因素或過程，調整、配置和優化系統內部及其與外界的物

質、能量和資訊的流動過程及其時空秩序，使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和生態學潛

力，盡快且成功的恢復到一定的或原有的，乃至更高的水準就是重要的目標 (章

家恩 & 徐琪, 1997)。 

土地使用的「侵擾」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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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之間所有的思考，都是為了「侵擾行為」（Eingriffe）做規範，人類對土

地使用的各種行為，不管是建構性或是破壞性，都是對一種「狀態」的侵擾，必

須要有所調節。棲地系統之「侵擾行為」的土地調節，其目標至少可區分為陸域

(Terrestrial)物種、水域(Aquatic)物種與環境棲地品質，如下表所示： 

                                                       
16 德國聯邦自然保護法對於「侵擾」之定義：指對地表外形或其使用之改變，該改變對自然資

源管理的效能或其景觀風貌會產生重大或長期性的損害 (陳明燦（譯）, 1993) 
17德國總面積為 356,910 平方公里，由十六個邦組成，是全球重要的工業大國之一，在發展工業

技術的同時，仍強調自然環境保護與土地利用之間的平衡發展，透過景觀計畫的制訂，確保土地

開發利用的過程中，同時兼具對原有自然環境及景觀的尊重，甚至以補償的方式回復開發過程中

對環境破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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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擾行為」的土地調節之棲地系統目標 

類別 核心發問 可能的衡量標準 

陸域

物種 

- 應該有多少自然植被覆蓋？ 

- 應該有多少當地植物在此？ 

- 生物多樣性尺度應該要如何？ 

- 植被覆蓋率 

- 物種的數量與豐富度 

- GIS 上的物種覆蓋紀錄 

水域

物種 

- 是否有高價值的物種？ 

- 是否有連續的水生棲地且被保護？ 

- 水岸廊道的緩衝尺度為何？ 

- 生物性指標 

- 空間紀錄與等級分析 

- GIS 上的物種紀錄與範圍 

環境

棲地

品質 

- 有意義的當地自然區域為何？ 

- 當地自然區域狀態？是否有好的功能？ 

- 自然區域是否夠大？有好的連接性？是

否有充足的緩衝區？ 

- 空間紀錄與等級分析 

- 生態的完整性指標 

- 區塊的尺度、形狀、連接度與區位 

資料來源：修改自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6, p. 142) 

因此，以景觀計畫作為對於土地使用調節，其基本的核心發問為下列 

(Auhagen, Ermer, & Mohrmann, 2002)： 

 哪一些有價值的？需要被保護的？具有發展能力？ 

 哪些是自然跟景觀的破壞？ 

 當有一個已經規劃的構想或土地使用，有哪一些會對於自然和景觀變化是可
以被預見的？ 

 有哪一些發展的目標是必需被遵循的？ 

 有哪一些措施是必要的？ 

對於調節土地使用之原則，依先後對於「侵擾」的認定標準與流程順序分為

下列 (陳明燦（譯）, 1993)： 

 禁止：若未能避免對自然環境之損害，或未能予以充分平衡，對自然環境的
侵擾必須禁止。 

 避免：對於自然及景觀所產生損害可避免者，應要避免。 

 平衡：對於環境侵擾與規定期限內所進行的自然保護及景觀維護。 

 補償：對於環境侵擾與規定期限內所進行的自然保護及景觀補償，平衡與補
償的差異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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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與「補償」之差別 

 平衡 補償 

功能 以「同樣」的功能 以「類似」功能、物種 

時間 25 年內，目標物種能夠被恢復 超過 25年才能恢復 

空間 在同一個功能空間 不在同一個空間中 

調節土地使用原則基礎下之具體行動策略 

依照調節土地使用之原則─禁止、避免、平衡、補償之基礎下，有下列行動

策略 (Auhagen, Ermer, & Mohrmann, 2002)： 

 保護：長期狀態被維持在那個狀態(靜態)，如：萊茵河 

 維護：—定期各種不同措施讓某一種狀態維持它的狀態(動態)，例如：一個
草地必須經常被剪，當他是被認定是草地的時候，就必須定期被修剪。 

 促進發展：現在存在的狀態被改變了，而他改變的方向是基於自然保護與景
觀維護之下被發展，價值被提升。 

荷蘭國家生態網絡修補行動原則 

荷蘭 2000 年基於歐洲整體生態網絡的健全發展，提出了幾個重要的生態網

絡修補行動概念： 

 核心區(core areas)：具有象徵意義的大型自然區域或是由一定數量的小型區
域連結組成。  

 生 態 發 展 區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s)：用來增強既有的核心區，或者也

可以自行擴展成為新的核心區，許多以

前的農業區也可作為生態發展區。  

 經營管理區(management areas)：自然區
域，通常是私有農地，透對對環境友善

的土地經營管理方式，以保護其具有保

育價值的動植物族群˙。  

 連結帶(connection zones)：在各河新區間
區帶，能提供動植物族群擴展、遷移、

交流的區帶。這些連結以相互串連或生

態跳島的形態構成。  

圖 7「侵擾」補償生態系統之形式示意圖 

修改自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6, p.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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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衝帶(buffer zones)：位於核心區外圍區帶。  

綠地作為城鄉生態網絡修補的形式探討 

「綠地」除了扮演提供人們休憩與體驗自然(experience nature)外，也促成氧

氣/二氧化碳交換、淨化空氣和水、調節微氣候、減少噪音、保護土壤與水資源、

維持生物多樣性、提供文化與社會價值，是作為都市與人口擴張如何回應自然環

境永續發展重要因子之一，而多目標整合型態之多樣性綠地則是現階段綠地重要

目標 (Bonsignore, 2003)。而若以綠地形式而言，至少可分為區塊型綠地如公園、

遊戲場、綠地、開放空間等；以及廊道型綠地如綠園道、林蔭道、綠帶、鐵路綠

帶。 

因此，以綠地作為調節土地使用「侵擾」的形式的探討，亦可分為區塊型綠

地與廊道型綠地。如美國加州民間開發業者在 Sacramento 附近河畔大型開發案，

由於造成對原有生態系統之侵擾作用，因此以恢復與平衡河邊生態系統為目標，

具體以 48 英畝當地植物，以及 145 英畝河川林地做為補償 (林憲德, 2005)；德

國魯爾地由於長期煤礦與鋼鐵產業造成當地生態系統「侵擾」，以 15,000 公頃綠

地作為「侵擾」之補償 (林憲德, 2005)。 

結論 

人類追求對於集居環境的理想與型態，從工業革命、二次大戰到現代社會，

都一直處在一個辯證與嘗試的過程。在這過程中，人們往往忽略了土地之中的景

觀有其多元功能，由區塊、廊道與基質構成，其不同區位之結構，有其扮演支撐

整個生態系統之承載力。 

無知的人們忽略集居環境的土地、景觀所構成的生態系統，對於綠地的訴求

僅用人口假設的配置與土地建築管制之開放空間留設，完全是為了人類避免過於

密集發展，以及對於工作的調節機能考量。原有環境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景觀區塊、

廊道因人們集居環境發展，一步步如同水煮青蛙般消失，直到整個生態承載力大

到足以影響到人們生存時，才有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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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城鄉規劃與更新策略工作坊  

Lesson 8  

生態城鄉空間的修補、美學原理與品質

控制（2） 

 

 

 
課程時間：98 年 12 月 04 日（星期五），1000-1200 

上課地點：城鄉發展分署 5 樓會議室 

授課講師：曾梓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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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概述 

不管生態城鄉會怎麼發展，土地使用的方式仍然是最核心的課題。因此，本

次的課程是以「土地使用之品質與性質控制主題」來進行案例的操作分析。共分

為下列三個主題來作介紹： 

綠地系統串聯  

 既有綠資源的重新辨識-法蘭克福 Grün Gürtel  

 新型態綠地系統的創造-Hammarby Sjöstad  

微氣候的調節  

 現有環境的改善-義大利 Umbertide 

 新社區開發-荷蘭 GWL Terrein  

兼顧財務與世代交替的開發方式（佛萊堡 Rieselfeld）  

目的是為了讓學員能夠更清楚的瞭解這些看似與土地使用的方式和強度並

無直接關連的主題，在國外的操作上是如何與之相結合。 

 
荷蘭 GWL Terrein 建築配置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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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 

土地使用之品質與性質控制主題操作案例 

綠地系統串聯 

回到核心，我們都是在作土地發展的管制，不管城市將怎麼發展，土地使用

的方式一直都是最核心的課題。傳統都市計劃裡，在乎的是土地使用的方式和強

度。在生態城鄉裡面，有一些重要的新態度，土地使用的方式和強度還是有一些

訴求，會希望回到人們真實的需求。以台灣的現實來說，當整體缺乏配套時，必

須透過某些東西慢慢去創造機會，重新詮釋土地使用的方式和強度，因此土地使

用方式的調整就是生態城市中最核心的課題。我們暫時對台灣土地使用的方式不

改變，因為這琢磨起來過程繁雜，因此我們特別去談土地的使用品質和性質，在

這土地控制裡面有什麼作為及可能性。 

整個生態城市是外加的，像生態基

盤等概念，大家比較容易去理解，但也

有一些困惑是把這個東西整合到土地使

用管制時，特別在土地使用品質及性質

上時，這東西有什麼可能性以及作法。

一開始，在學理上就談到土地使用品質、

性質可以被加入，如果景觀計畫在這裡

面可以作為一些協助，透過平衡、補償、

促進發展、禁止、避免等等，它可以對

土地使用控制的部分扮演一定的角色。土地發展的品質和性質可以有不同的發展

模式，不同的方法，但往往不習慣、不容易作，但經過之是轉換都可以被使用。

因此今天談的城鄉空間的修補，品質和原理，有一些經驗可以給與大家參考。 

生態城市的操作上並非已經定型，分析其它國家的操作方式，其實都在尋找

這種可能性，原則看起來是很相當清楚的，使用的手法可以非常多變樣、創意。

簡單的說，綠地串連的系統、對氣候的調節，在開發上透過財務，知道永續土地

被使用的過程其實是一個世代交替，這過程在土地使用方式上會變動的。都市計

劃裡頭談公共設施，就有公園和綠地及遊樂場的提供。可是高雄市就出現了問題，

遊樂場在這城市中，藉由檢討人口，老齡化的程度等而劃設，某些地方如鄉村地

區老人帶小孩的情況還是有，但不管如何，兒童遊樂場是不是永遠就是兒童遊樂

場，或是隨著世代交替它有機會變？在德國已經有這樣的經驗，土地使用上在同

一塊基地，使用的性質及回應的變動，提供設施的時候就提供一些新的想法等。 

這些訴求怎麼回應到土地使用的空間展現策略上。大家所學的都是傳統的都

市計劃、地政，檢討台灣這個部分也是目前最為困難的，其實在國外這個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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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是高整合的，不管專長是都市、建築，最後其實東西會長什麼樣子，這在學

校的訓練就已經被訓練，不管是哪個切入點，土地使用最後都會轉成一個容積，

這個容積會具有什麼樣的品質，落實在表現上，在台灣都市計劃的教育上其實是

相對忽略的。 

現在作生態城市發展時，在主要計畫階段，呼籲要考慮到生態基盤，上次在

燕巢大學城中提出了生態基盤的觀點，因此整個都市空間的結構就作了一些改變。

在一個已經形成的都市計劃區域內，難道我們就沒有機會去檢討它的生態基盤嗎？

作為一種讓人民可以接近、可以使用，也許在城中心內沒有過大的綠地，以每個

人為中心點，約 15 到 20 分鐘內就可以接近到最大的綠。 

 既有綠資源的重新辨識-法蘭克福 Grün Gürtel 

今天來探討這些觀念的變動。在法

蘭克福，城市號稱是發展1200年的歷史，

在1989年的時候，城市開始做一個發想，

在景觀規劃上和空間規劃上是一個典範

突破，在已經建成的都市環境裡，感受

到城市發展的危機，70 年代的時候在歐

洲城市發展中被認定為是歐洲最醜的城

市(倒數第三名)這件事情對法蘭克福是

衝擊，他們夢想自己是做大城市，特別

是金融首都，有機場，也想像綠有沒有機會在法蘭克福城市中出現，這代表一個

生態危機，這座城市有沒有機會在重新作生態基盤，並思考其機會。在城市無法

改變主要計畫的結構，道路各種東西，主要計畫所決定的城市功能是不可能改變

的，它們在這樣子的條件之下還是繼續思考有沒有機會發展出一種全新的都市品

質控制的基礎，因此對現有的綠資源重新辨識，發展出各種不同的主題、各種不

同的土地控制，看到細部計畫的表現，這是法蘭克福實際所經驗到的，而生態城

市的發展就是要在這樣子的經驗中去實現。 

土地已經被分割後如何辨識綠？依照過去的經驗，這個綠頂多是建蔽率容積

率在基地上所切割剩下來的，政府留下的公共設施留設出來的園道等等。可是這

在傳統都市計劃裡面有沒有重新被辨識，重新給予它土地使用的品質和性質，土

地使用的方式可能有改變，但是它的品質和價值、性質上有沒有被重新辨識、串

連起來。一張張的想像圖，在其本身空間上是一個很大的顛覆，我們現在對於高

雄，重新辨識綠色資源、存在點？以什麼形式存在？1981 年花了很長的時間去

做了綠網，裡頭概念的發想，在 1989 年拉茲教授在作的時候完全的突破，因此

重新的開始辨識，有些是公園、有些是園道，可是裡面還有一些荒廢的地，河道

邊已經被狹窄化，有一些堤岸作為防洪所建起來的一些地，從不改變土地結構的

情況之下重新去辨識它，發現這裡有山、有田有沼澤，有花園有公園、墓園，有



《 256 》 
 

閒置的空間用地，有機場，這個東西在土地的基本結構就是這個樣子，可是在被

使用的方式上看。例如高雄市，有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是在過去傳統工業化發展被

指定為工業的土地，我們在作空間規劃的時候就時常把它圖成咖啡色，可是換個

角度看會發現上面充滿了各種綠的可能性，難道在都市的土地上就不能有綠的品

質跟性質嗎？這就是觀念的變動。 

因此在這個觀念和發展裡面，重新看到這裡存在了一種綠資源結構，它被很

多東西所切斷，被高速公路各方便給切斷，例如跨越的路橋、隧道等等，透過公

共設施簡單的調整，配合它的功能，土地透過複層式的作法，這裡面的土地品質

及性質積極地被落實，開放空間使用的型態其實是一系列的過程，透過整合及細

緻的調查。 

這個新的觀念，基本上主要計畫土

地使用上沒有去改變結構，它只是重新

辨識後嘗試提出呼籲和主張，重新落實

到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的管制，一些行動

計畫中被落實出來。在台灣比較辛苦的

是，看到這樣子的作法，政府要花多少

錢去徵收，這裡面是以一個縣市，用現

況作為基礎，用現況證據(Evidence)來構

建，背後其實就是一個品質的系統，因

此只要進一步去思考如何一步一步去落實它，就可以注意到有很多土地控制背後

展現的各種可能性。例如在大湖、林口的例子，將來屏東也是有機會，在每一塊

不同棲地的時候，土地的表現、空間展現中什麼應該被強化，什麼是在空間中需

要被調整，道路進行地下化等，這主要計畫的功能沒有被改變，而是重新獲得新

的展現可能。地下化把土地的結構原本看來是切割，包括農田原本是整併處理，

其實是一種綠化，因此在土地使用、景觀上去強化，各種表現的可能。以綠作為

生態的基礎，它其實是扮演著這樣的角色，裡面有很多的綠是屬於農田的，它轉

換為市民的一種新的機會，透過政府的輔導，市民參與形成市民農園的表現機

會。 

法蘭克福機場目前改為市民所愛的地方，過去是美軍空降的機場，在檢討中，

第一個是被閒置，但他們去爭取到第一個把土地給釋放出來，釋放出來的綠帶連

結，轉化成公園，可是在土地使用品質性質上，台灣就容易做一些奇怪的設施，

但是在法蘭克福的基地上面，看到完全一種另外公園展現的可能，發展出全新的

概念，這裡從過去的飛行場變成新世代的飛行場，跑道被留下來，作為都市文化

這裡面有幾個，滑翔機飛翔、溜滑板翻身等等的飛翔，然後變成一個具有主題性

的公園，裡面的設施是把旁邊飛機場廢棄的東西作成一些設施，然後這片綠地發

現了很重要的蝶類生存，這個地方也就變成了生態保育，甚至將他們架高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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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代表了，我們在既有的城市，機場一樣都能夠展現其土地使用品質的獨特性，

再透過城市去串連。透過市民農園，增加了一些道路以後，變成了一種展現的機

會，本來作為農業使用，還是保留農業使用，可是透過其農業品質使用的仲介，

轉成全新的空間在這裡實現的可能性。 

這裡頭最困難的就是，這裡面有

些地帶是沒有綠帶空間的可能性，這

鐵路因為地下化，因為鐵路幹線的調

整，這個地區荒廢過程中，產生了狹

長的地，在台灣，即便是狹長的地都

要是為利益工具，進行都市計劃變更，

擬訂回饋百分比等等。而德國以都市

發展結構來看，重新再思考已經構成

的綠有沒有在以新的方式存在於都市

中。這個地方，對他們來說鐵道已經重新檢視，什麼東西在這裡生存，什麼東西

在這裡生長，形成有意義的生長形式，透過重新的經營去達到土地品質和性質提

升的可能，除了綠色生態的綠，在人文生態上的綠野是很重要的一環。人文生態

包括歷史生態上的土地使用，在使用這塊土地的方式，在邊陲的地方，調查發現

過去曾經有一條通路，這個通路本身是過去從巴黎到莫斯科，中間商旅必經的道

路，但這個地方因為高速公路的興建，現在已經沒有了，那再恢復它的品質和性

質的時候，人文的資源在這裡也成為一個重要的生存機會，因此可以看到做了一

些很簡單的設施，包括曾經在這裡喝水、一些奇怪的椅子緬懷很多過去的可能性

等等，那像這種東西，可以看到在一個現有的基地裡面，它如何提升都市品質與

性質的嘗試。 

這些問題很創新，最難的是大家在印象裡面覺得沒有綠的可能的時候，重新

辨識這個綠在哪裡是最難的，進一步去分類、結構化重新去看到每一個基地每一

個區塊型式、內容、性質，它的品質等等。2009 年德國景觀建築師公布，年會

裡面發佈了一個專有名詞，在美國稱為 landscape urbanism，在德國稱為 landscape 

at system/ in city system 或者是說 original system。它的意思在說明現在永續發展

裡面，整個都市發展空間的經驗控制裡面的時候，景觀其實已經在扮演非常不一

樣的角色。過去景觀的認知是我們認為房子蓋完剩下的地方去「做景觀」，可是

在目前已經不是如此，整個都市生存空間系統裡面，傳統的相關要素重新被整合

起來，這也是都市發展之中一個重要的界面，那這都和景觀、生態承載的界面有

關，所以不要以傳統的方式去想景觀。 

 新型態綠地系統的創造-Hammarby Sjöstad 

最有名的案例 Hammarby 本來是一個港務兼工業用地，本來是工廠的空間在

建構的過程裡面，把生態基盤配置到基地裡面就更顯得重要。第一個可以看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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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是一個公園，透過高速公路的通過，輕軌捷運轉進來，嘗試去把周遭的綠資源

做最佳的結合，綠資源在這裡呈現一個綠手指的概念，即透過週遭已經存在的綠

地資源，讓街道空間系統，開放空間的基盤，用一種線性的方式或是用系統性的

方式來插入到人類生活的空間，讓土地使用的方式和強度之外，品質及性質承載

的重要基礎。因此可以看到幾個重要的界面，第一個以這個區域來看可以看出幾

個系統，這是街道空間的圖，可以看到綠的概念，它不是只有插進來一個，綠的

它本身是有分級的，以道路系統作為核心的，中間這個是完全 urban quality，可

以看到水池，看到傳統公園休憩的，可是在這個面是純粹是自然的，這個綠手指

伸進來的時候，它其實是有各種不同形式延伸進來，它是在以道路作為基礎，呈

顯一個植栽復層植栽構成的空間系統，然後這是指一個一連串以都市廣場作為概

念一種被連成一大片的綠系統，這個地方有花有草，是一個傳統都市的水岸，而

旁邊的這個地方卻是非常擬自然的，我們看到的實際經驗就是這樣，這個邊的都

市水岸是這樣，因此從中間看的時候看到的是這樣子的綠，綠手指進到這個空間

系統裡面，這個在都市計劃的配置上，在上次的燕巢大學城的思考上就是類似這

種模式。 

因此，同樣在這個社區，有各種不

同的 mixuse，這一個社區裡已經開始引

入圖書館、電影院相關的公共設施進入

這個區域，這件事情代表都市計畫目前

對於主要計畫土地使用控制上面，對於

學校、市場、傳統市場兒童遊樂廣場等

等的控制。如果說，以生活內容來看現

在追求 mixuse 的城區，這個東西怎麼去

串連所謂人文生態串連系統就相對重要，

因此高品質的環境因此不是簡單的綠化及退縮，每個面向都有不同的個性，這樣

的概念落在我們傳統規劃上就是一個一個的街廓。當我們自己意識到土地使用被

切割完就結束，沒有一個整體概念時，一經切割後就會被顛覆掉，可是如果作空

間規劃時，已經很清楚的知道裡頭有一種空間的品質系統被發展時，就會想盡各

種辦法讓土地怎麼被切割，然後還要進行管制，讓整體基地開發，讓所謂的建蔽

率綠地如何形成集中利用，這件事情其實是能夠被作的，當基地要被分配出去時，

如果說開發商要建築時，把條件說清楚一樣有機會實現。在高雄目前在落實這個

計畫，明年地政處可以同意的話，可以透過半開發商競圖的方式，把空間系統管

制作好，讓建商來追求這個事情，我們認為台灣還是有實現的機會。現在追求土

地使用管制的時候，其實都是管制自己，上次有提過是把社會各種力量衝突往前

拉，不要永遠只有看到土地，要看到的是人類再使用土地的邏輯和模式，對土地

的控制，不如說是控制土地被使用的程序，這是很重要的觀念，這樣子一來才更

有機會去落實土地使用品質和性質實現，相信台灣一定會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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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雄目前找到一個機會，在都市中的一塊農業地，是幾十年來沒有被擺平

的，去切入形成一種共識，大家願意用集體開發的方式，都市更新的手段等幾種

開發的方式。過去永遠在爭執兩件事情，一是市地重劃、區段徵收，在市中心、

愛河邊的農 21，爭執了十五年，現在已經接受了某種程度的整體開發的可能性，

開出條件讓建商競圖，提出最好，它們可以實現利益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這些原理不是只落在管制面上而已，而是管制在開發的程序面上，

在許它好的未來，所以並非畫出兩條線進行退縮而已，在退縮上都符合法令上的

條件，但是要成為哪樣子的商品就相對重要。在農 21，民眾也知道未來也一定

會有停車場，但不是單一戶的停車，而是集體的，而且要減到多少數量，但條件

是已經有好的捷運系統，什麼人使用什麼的交通工具去區分，型成了不同的選

擇。 

這個開發區一開始就有很清楚的

車子概念。在高雄，我們提到停車場將

要是集體的，而且要是少量。可是條件

是甚麼？若這裡已經有這麼好的捷運

系統，這裡面的人甚麼人用甚麼車這有

區分，這個東西形成了不同的選擇，有

車你可以選擇哪個地方，沒有車也沒有

關係。土地劃分後，單一基地裡面，計

算出來的停車量，會把整個系統的品質

給破壞掉。所以這個裡面不是沒有車的概念，但是要減少開車這是可以做到的。 

因此，這裡面可以看到，這裡面還隱藏了水循環等等，當空間已經成為了一

個系統的時候，這裡面的微氣候調節、水循環、滯洪都已經能被包含在這個系統

裡面。當然，包含了房子本身的汙水處理系統，這樣的設計精采在哪裡？就是整

個把建築管制裡面的訴求跟這裡面品質的想像放到空間規劃的層級裡面。在主要

計劃層級裡面做了回應，在建築管制的基本訴求都已經落實到細部計畫裡面所呈

顯出來的空間指導、土地使用的管制。 

這裡面生活過濾排水，都市品質的一連串廣場所接在一起的廣場帶。雨水的

設施，不同的兩種設施在這裡面，共構在一個轉換點上。這個在生態的技術工法

裡面這是關鍵，所承載的是從道路路面下的雨水，直接進到湖裡面，通常道路都

是被汙染的，但它是輕度汙染。這樣子的落石和植栽，根系形成了非常特別的過

濾網。這個過濾網與水是先到這個裡面來，它會在這裡面被吸收過濾，然後變成

乾淨的水進到這裡來。一個水岸的空間有自然的岸、有人工的岸。這裡面的水上

是有很多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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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氣候的調節 

 現有環境的改善-義大利 Umbertide 

土地控制上面談到生態基盤的一種落實。生態基盤的落實上有兩種層面，一

種是在現有的已經開發的地上，如何重新發現他的機會，重新發現它的綠資源等

等，然後嘗試在裡面進行在現有的限制下的調整。第二在這裡面，所看到的東西

是我們在一個城區開發裡面，如何的把生態基盤轉換成好環境的控制的基盤，這

個控制的基盤甚至已經控制到了土地使用在這個裡面最後的建築管制行為，這都

已經被先期的納入了，這東西很重要。 

那另外就是說，有沒有別的方式，因為每一個的都市在這裡面調節的生態的

回應的時候，其實都有很多的選擇，這不是全部的都一樣。那因此，以這個義大

利的城市來說，這是一個歐盟生態城市的案例。這裡面最重要改善幾個東西，就

是這個城市的結構，如後透過亞平寧山脈的河，透過裡面清楚固定的風向的系統，

然後來提升裡面環境的舒適。然後另外的就是交通的系統。在這裡面，這種地中

海型的氣候，地中海型的氣候他其實很熱，可是到了未來海岸這種地方，會覺得

舒適。主要是因為與這裡面微氣候的控制有關係。雖然在這裡面熱，但是利用裡

頭自然的風，來做為微氣候的調節，這就成為了它們發展生態上很重要的品質，

因為可以減少很多其它的創造舒適的替代性的能源消耗這樣的訴求。因此這裡面

新城區的開發，配合歷史的教訓，去創造在這裡面配置的可能。這個配置的可能

性是和風向所帶來的機會的適應關係。在設計上面一方面去做新的開發，一方面

去強化風向在裡面所帶來的效果，去引導風在裡面的控制。 

台灣有台中這樣的案例，台中氣候上傳統經驗的認為是舒適的。台中的地形，

中央山脈在的右邊，左邊是大肚臺地，地面上的氣候風是被地形所控制、擋住，

所以台中在颱風來的時候很少直接被侵襲。在這樣被兩山夾住的空間裡有九條的

河川，東北季風的尾勁進到了這九條河川，西南季風如是，九條河川正好呈現東

北西南的走向，只要河流沒有被消滅，台中的面上幾乎都有 50 米的斷面，這九

條五十米的斷面正好是風的廊道，這是台中很獨特的。因此這裡面全面在綠化的

時候是有技術的。土地使用是順應著這個東西去強化生態的效果和能力。 

 新社區開發-荷蘭 GWL Terrein 

在都市結構的構成裡，城區如何去創造一個新的都市交通系統，串接大節點

進入到小的節點，包含了新舊住宅區和公設、自行車道、環狀輕軌系統的串連。

因此在做生態城市的時候，把空間中好品質的概念來自於自然本身放進去的時候，

要做的東西，包含了公共的空間、街道的東西，如何重新去定義。注意到能力的

可能性。以大湖來說，第一個一定是避掉強風，當地氣候本身是一個比較溫和的

系統結構，我們過去很少注意到，但當你注意到，並去控制風向配合現有都市空

間系統，用植栽去導引的時候，品質就提昇了，也配合了土地使用的調整。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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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記憶裡一定看得到。掌握控制風的主要風道、次要風道、旁邊的地形，可

以去配合現有的街道去配置，就可以去突顯好品質。像林口台地上的舊聚落，配

置一定有它的道理，早期住民選擇居住時一定有它的道理。這樣的道理配合周遭

的空間，一定可以配合出品質與性質的系統，落實到土地使用的控制就有它新的

方法。進行土地控制的時候不只是土地本身，而是要去配合空間裡頭生態系統的

機會。這裡面看到在建築的配置上就提出了一些新的可能性。找出了主要、次要

風廊道配置的可能性。這裡頭形成了許多微氣候的小環境。還是可以發展的，只

是配合了這些東西後，是可以形成改變，這就形成了大大小小舒適的空間環境。 

舊的城區如何在這裡面進行新的開發，配合主次要風廊道，去創造好的舒適

的環境，這就是邏輯。新的開發，這裡是在抵抗一些不舒服的風。地點在荷蘭的

市中心地區。北邊遇到比較開放的空間，這個地方以前是工業設施、汙水處理廠，

現在拆掉被改成公園，這裡面我們看到荷蘭的一種因應方式。一個新城區的開發

可以看到他們更系統的處理這些事情。這裡配置了一個高層樓，去抵擋風，然後

在這裡面去創造一種舒適的、歷史紋理裡不同詮釋手法的空間型態。這是以前的

工廠、汙水處理廠、空地等，這個區域被重新的開發。這裡面大概有百分之七十

八的是騎自行車。這裡面只提供了百分之二十的停車機會。當然這裡面還是提供

了許多公共設施、交通線。主要是騎乘自行車、搭乘輕軌通往市區。裡面還把綠

地轉換成自己的生活庭園。 

兼顧財務與世代交替的開發方式（佛萊堡 Rieselfeld） 

配合裡面整個土地使用，一樣有需求量，強度要容納多少人，可是仍然還是

可以去做土地使用上土地的品質和性質的控制。這裡面甚至包括了人文的棲地，

包括了自然的和擬自然的這些結合，還有噪音的 控制。第一排的建物設計本身

就是雙層窗，從一開始知道，開發商就去配合，這東西一開始就可以去要求。這

裡面包括了交通行為的控制都已經被落實在這裡面了。土地使用的技巧控制，在

這裡面利用了連續的、一方面還是有這種被包被的，又可以流動的控制，創造出

一種復合的空間形式。綠的效果本來是被鎖在這裡面，是你看得到的但不可及。

甚至可以在這裡創造出城市的別墅，有田園般的綠。在城市當中能夠創造出。 

當破碎化的空間不好處理的時候，透過一些新的手法把它處理成比較連續的

時候，這裡面生態系統被處理的效果就被提昇了許多。原本被期待的都市土地使

用的強度沒有被改變。就不會因為要去做生態而去犧牲要開發的量。生態城市的

開發使用過程當中，除了生態以外，還有人的使用控制。台灣過去不擅長如何在

開發的過程裡面建立出一個財務永續的機會。台灣往往先進行道路的開闢，之後

擺在那邊，新市鎮也一樣一擱置就十幾年。政府在這裡面能做的就是累積一大堆

的債，利用借新還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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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者的誘因(incentive) 

蓋好了就能吸引人注意，要不然就不要蓋，住裡面的人就要懂得其發展的邏

輯。這地方本來是一個汙水處理地，早期的汙水處理做的時候沒有汙水處理設備，

所以它們就匯集起來，然後就排到都市準備用地上，利用原本土地的能力，去讓

它循環，利用土地自然的消化去把水淨化。那之後由於汙水處理廠的出來，都市

準備用地就沒有被用到，就在這裡面形成了一個新的生態城區。這裡原來是這樣，

然後現在預計要能夠容納一萬人左右。這裡面有主要計劃的估算，後來發現沒有

必要，因為佛來堡做為好的生態城市，大家進去後就不想搬走了，這裡有越來越

多的綠色產業。過去 1987 年的時候，佛來堡有 13 萬人，裡面有 3 萬人是學生，

二十年後現在是 20 萬人，這個成長的壓力很大。當然，在這裡面同時也做了許

多生態城市的控制，包含了財務。 

開發及投資者的誘因(incentive) 

這裡面政府做了一些開闢，當然要花錢。可是政府在吸引人進來住，其實做

了很重要的策略。這個區，市政府引進的第一個區。透過的是社會住宅，社會住

宅代表的就是社會相對的一個弱勢，政府提供一些公共供給。社會住宅已經不是

由他們政府興建，是透過政府的補貼、各種方式去鼓勵民間介入。讓民間建了以

後去簽合約。像現在是 30 年間，一種固定價格讓民間去興建。這裡面其實是一

個國際競圖的結果。在財務上，先建了社會住宅，然後建了教堂、活動中心、學

校。兩個很關鍵的設施，第一個輕軌捷運設施在這裡先進來，然後這個學校先進

來，這兩個東西其實很關鍵，因為這個地方當初設定的是社會住宅，給中低收入

住戶，而且以家庭優先。這個人口政策裡面家庭政策是很重要的，我們在都市發

展裡面很少提到家庭政策。在做主要計劃檢討的時候，我們檢討容積量，我們很

少檢討容量背後內容是甚麼。 

公部門的角色(PPP 模式) 

政府在開發商開發的時候，第一個給予固定的開發價格，固定價格的概念是

開發後最後平衡回來的開發成本是零。政府不在這裡面去創造更多的利潤，台灣

現在是政府帶頭炒土地。德國在這個開發裡面，要的是最後在這裡面歸零，它不

在這裡面去額外賺錢。這樣他就有辦法去分配裡面的高級住宅區、中低收入住宅

區、有家庭的住宅區等等，就有能力去想像這地區裡面承載多少的量。因此為了

滿足這樣東西的時候，德國現在發展的是一種社會混合的、土地的混合使用。也

就是他們對於將來使用的內容是有控制的。這些內容必須是藉由土地控制的策略

來實現。因此德國在這裡面第一個的觀念是價格歸零，當歸零時，就有辦法去設

定哪些地方不同類型的住宅型態。因為有些型態的住宅不能交由市場價格去控制，

例如老人住宅要是進到高價土地，轉嫁的結果，老人負擔不起，理想就無法被實

現。或者，他就變成只有有錢的老人住在這裡面。德國利用了，歸零、固定價格



《 263 》 
 

的策略來做社會調節，這樣的社會調節落實了永續發展的理想。固定價格的意思，

就是去決定每坪的單價，並在每坪的承載上包含了不同的訴求，空間的展現上有

各種的前提條件，寫了清楚的企畫要求，公開競圖，讓有興趣的開發商進來，並

加以審理。去審理誰能達到最大效益，但不是土地的最大效益。開發商不是來標

土地，而是拿著他的案子所呈顯的社會貢獻的結果來標，得標後有兩個月的時間

去做細部計畫圖的繪製，這就是未來管制用的圖。將後端的社會發展行為引入前

端來，透過不同的價格策略，讓開發商進來競逐，這樣的競逐會讓最後的成果是

有責任的，而不是蓋好以後可以隨便變的。包括財務、販售計畫通通列在裡面，

這個東西很精準，將社會的過程直接都納入土地的控制裡，在土地的被交換裡，

完成控制，這非常的重要。 

我們今天最主要是跟大家談一個土地使用的控制，生態的概念不會只是在規

劃的階段，還發展在實踐的階段。但既有的因素一樣還是可以控制。台灣現在都

是土管單位進行規劃，誰去蓋也不知道，然後是建管單位進行審查。那建管審查

的有另外的一套理解，或者是現在有了都市設計委員，可是委員們的看法根本不

一樣。主要是這一些好的經驗它還是控制，控制的模式很清楚且務實的回到對話，

回到了真實需求的在這裡的對話的界面上，然後再一個財務的平衡的機制上面被

開展，所以將來台灣在都市計劃上面就不是傳統的控制，一定是要建立起一套新

的控制，裡面的東西是從土地的構想就已經被落實。誘因也考慮到了，必須整合

到設計裡面，並包含了投資者、公部門、公私協力的夥伴關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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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空間系統
	綠地系統的分布是開放空間系統的主要內容，從縣市地理資料庫或環保署生態資料庫等都能找出包含公園綠地、廣場、開放空間等資料；而都市計畫圖系統也有開放空間使用屬性的分類；另外，還可以從地形圖、地理資訊圖層等區分出河川水系等資料。
	休閒遊憩系統
	為方便整合現有文化觀光部門所推動的文化活動、政策或風景區之劃設而另從建設歷程歸類出此一次系統，但部份遊憩建設如主題樂園、休閒農莊、俱樂部等是為私人企業，也就是此相關資料不易及時出現於公部門的資料庫內，最好的做法即是先自行建置，再視所蒐集之資料進行修正。
	人文景觀的地圖研究分析在本論文的假設下，且排除地理資訊技術問題後，此運用GIS科技整合歷史與現今空間的方法，可以創造一種助益於城市規劃的分析判別新模式。其對於目前的都市現象來說，以人文景觀地圖系統作為新的分析工具在都市規劃的意義上來說，提供規劃者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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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會意義來說，這亦是人文景觀的核心價值所在，在地的自明性紋理可以因而不被新增的建設所破壞，而是可以利用此人文地圖分析模式辨別出城市發展歷程中重要的人文景觀結構。
	就建築與都市規劃的領域而言，一套涵括將近百年的都市發展圖籍是亦將是完整的都市發展史圖說，所揭示的知識意義是以簡易圖像替代繁雜的文字讓規劃者迅速了解一個區域的歷史紋理與城市建設紋理，這更也是人文景觀地圖分析操作的不可或缺性。此雖可視為都市規劃的新方向，但就結合歷史紋理之人文景觀與現今地理資訊系統可共構承載之技術而言，人文景觀的判別與地圖展現在本研究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技術下，也發現傳統在探討人文景觀的模糊地帶皆在GIS的檢視下更形需要進一步更深入的探討與確認，其分別說明如下：
	GIS的視覺化空間展現雖能解除都市社會學質化與量化研究的藩籬，可以將量化研究的資料透過轉檔與操作而達成兩者統整。但經過不同年代與不同圖層資料的萃取切割，GIS的圖層疊合在跳脫單一橫切面的兩個獨立時間點之比較概念時，需要更多的歷史背景資料的支持，這也是跨時代累積的基本概念，如果兩年代之間並沒有共通的討論基礎，儘管以製圖技巧的顏色反差與線條美化製出一套分析圖，但其內涵的差異實未能凸顯社會現象在「現在空間」分佈的時間演進特色。
	傳統的人文分析所保留的模糊地帶，著實跟當代的人口、產業調查等統計資料以及需要更深入的田野調查作為相互的資料比對與驗證等有關，此係為研究辨證下的背景知識。為減少此模糊因素，利用詳盡的圖層系統分類與適當的圖資比對所繪製的GIS人文景觀地圖才較能有精準且完整的支撐意義，人文景觀地圖系統才能藉由GIS技術作為一個都市空間發展共同操作平台。
	由於本研究為對人文景觀之地圖系統分析模式的初步探討，研究的過程也發現對於利用GIS進行操作城市規劃發展與策略意圖推斷時，實應對地圖系統之分析模式的現象加以改良，而在上述兩項診視後，人文景觀之地圖系統分析模式將可以被具體化利用，此分析工具的運用也將趨使人文景觀的研究在學術獲得支援：
	人文景觀議題在景觀計畫趨勢下為一整合性之承載基礎
	由於都市景觀的經營在當前景觀計畫趨勢下已為一種新的城市治理策略，所看到的「景觀」已成為城市自明性、場所精神、歷史風貌展現、環境品質優勢、生態棲地系統等議題，而這之中又是以人文景觀作為一個中介角色，也是城市生活中不易切割分類的一環。也因此，人文景觀是為一個綜合性的都市發展承載基礎，在城市規劃分析時，以人文景觀的地圖系統可以作為發展策略的多面向分析。
	都市空間的調整將需藉助於人文景觀結構模型的分析結果
	回顧本研究以此地圖系統對台中市城市發展進行的解析結果，發現傳統的都市計畫管制體系與台中市城市自明性並未成一互助的條件，且過去的城市建設與發展策略跟原有歷史紋理也是脫節的現象，因此，對於台中市城市空間未來的轉換或是預估來說，人文景觀地圖也可藉由圖層強化再轉化成城市生活意象地圖、道路紋理地圖、產業紋理地圖等，以此地圖系統結合自然環境資源、生態網絡、生物棲地系統將另構成一個都市的新空間藍圖之雛形。
	人文景觀地圖系統分析模式是對於都市空間地圖的新理解
	一個能涵蓋歷史、文化、政策、生活、法令等意涵的空間藍圖將可以對都市的發展有前瞻性的啟發，因此，人文景觀結構模型要成型之前的人文地圖系統將需要細緻分門別列以隨時準備進行交叉比對、綜合判斷之分析，也即刻能與氣候條件、國家政策藍圖、建設藍圖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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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城鄉的藍帶（內涵分析&規劃原則）/技術課程(4)
	/ 根據 1996年聯合國氣候變遷轉佳委員會(IPCC)的第二次評估報告，從1850年至2007年止，全球氣溫已經逐年攀升，未來全球平均地面氣溫於2100年時將比1990年時增加2℃，海平面將上升 50 公分（介於 15 至 95 公分）。氣候的變遷與暖化、海水面上升與各地氣候改變與極端性，將可能造成熱浪、乾旱、極端暴風雨、颶風等災難性天氣頻繁出現，更將造成水資源平衡供應與管理的困難、洪災頻繁、海岸保護困難、各地國土流失、生態系統受威脅、農林漁牧生產受干擾等問題。尤其台灣屬海島型國家，人民生活與...
	獨特的台灣河川特性造成治水與水資源使用的兩難
	臺灣南北長約400公里、東西最寬約150公里，中央山脈由北到南縱貫全島，因此河川多呈東西流向。與大陸型的河川相比較，坡陡、流路短而急是典型臺灣多數平原型河川的特色。河川上游的坡度常大於1/100，下游亦介於1/200~1/500 間。每年約900億噸的降雨中，大約有500億噸逕流迅速入海。降雨時空分布不均，也嚴重影響河川水資源的利用，78％的降雨集中在每年5到10月，其中又以颱風及豪雨居多，大雨宣洩不及時常易釀成災害；相反地，枯水時期則常有缺水情況；而降雨空間的分布差異也很大，北部的乾濕比約6比4...
	專業知識技術與權責的分工
	河川水系是都市與城鄉環境中水環境治理與經營的核心課題。藍帶系統的規劃與治理往往是空間規劃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議題與最難面對的挑戰。傳統水的治理強調「水的第一時間排開」，在專業知識與技術領域的分工上被歸類以水利工程為主，因此治水防洪方式主要以「蓄洪、分洪、導洪、束洪與避洪」作為主要防洪的工具。
	從傳統的治理模式與運用工具中可以看出台灣現階段對於河川流域治理，在觀念與思維依然強調硬體工程，「視水為威脅」作為進行整體水治理之考量。也因此在我國目前河川流域管理事權也在強調專業分工之下區分為：水利方面、環境保護方面、林地及坡地保育方面、土地管理方面。在權責分工多層與模糊的情況下，不難看出目前台灣河川流域治理效用不彰之其中幾項癥結點：
	強調「第一時間排水」的水工治水
	檢視目前傳統治水的原理與概念，依據水患治理條例計劃保護基準，所有需治理的河川、排水道等，所有治水工程或防洪設計普遍皆採用「重現期」來做為工程設計的基礎。而重現期的單位是「年」，時間愈長、強度愈大，但每年出現機率也愈低。目前政府掌管的主要河川，防洪多採用100年重現期保護標準，也就是平均每100年才會發生1次的大洪水溢堤，縣市政府主管的次要河川是50年、非都市的區域排水系統是25年、都市雨水下水道重現期僅3至5年，針對河川治理所秉持的精神依然是以「快速排水」為主要原則，從下圖表中看出政府投入大量的經...
	永續發展下所強調的藍帶治理邏輯
	水有其自然的動態循環能力，河川氾濫本身並不是災害，是一種自然的河川作用力，淹水災害的產生是因為人們自身的行為與習慣，過度的利用、破壞與開發自然土地、河川環境，導致河川喪失其原有的自然能力，尤其在已建成環境中水患的問題更為嚴重。人類行為的轉變代表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的方式也開始有了新的相處模式，典範開始變動。尊重自然既有的演變邏輯，人類應是附和、融合而不是剝削與侵占。
	近幾年世界各國面臨越來越頻繁嚴重的水患災害，人們逐漸體認到對土地及河川的不當管理和人為破壞，如堤防、攔河堰、水壩、水泥護岸等防洪工程，竟也是造成水患越來越嚴重的幫兇，也證明了以防堵為主的治水策略徹底失敗。
	在永續發展下的河川流域治理，我們從國外的經驗中看到了「尊重河川、與水共生、還地於河」的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不管是要重建或是回復河川系統，重點都是要去面對河川原本的自然能力，河川具有成為生物棲地與生物生產的功能，因此河川整體而言應是一個自然的動態過程，演變的過程讓河川從上游至下游都是一個生物與自然動態交互作用的空間(Hollander et al., 2006)。河川治理的邏輯必須從上游、中游、下游有一整個連貫性的治理模式，而非分段各自治理，並且必須考慮到對於整個環境的影響(G. van der V...
	近代結合地景規劃的區域治水模式(以kronsberg為例)
	隨著人類的開發與成長，已建成人類集居環境中藍帶水系統的治理與規劃更突顯其重要與迫切性。藍帶水域空間的治理與規劃開始透過整體性空間特性的通盤檢討與系統性的課題整合與潛力分析，逐漸藉由景觀與地景的規劃，將水治理的概念融入到現實生活空間中，與自然融合、與生活整合。德國漢諾威的kronsberg社區的開發就是一個值得借鏡的典型經驗。
	/ 漢諾威位於中部Niedersachsen 邦，為一之名以展覽會場產(如Cebit 電腦展)業聞名的城市。1990年代面對人口膨脹的壓力下，以及配合2000年世界博覽會契機下，於是於Kronsberg 這個山坡郊區開發新社區，預計提供3,000 居住空間，市政府並想要藉此社區開發機會，樹立能源、水資源、廢棄物、土壤的「生態最佳化」環境典範，形塑如同居住在花園般的社區(City as Garden) (Eckert, Brandt,& Kier, 2004)。
	Kronsberg早在1982年就針對該地區的發展提出了主要的整體發展概念計畫，1987年以景觀計畫做為自然保存與地景維護的基礎下整體土地使用分區計畫、細部計畫的擬定，並藉由環境影響評估(EIA)統合開發區中整體環境、生態等面向之影響預測，同時EIA也作為民眾、專家學者、投資商與政府等相關利益團體進行課題討論與擬定解決方案之整合平台。
	Kronsberg的區域水治理策略
	/在整個從對區域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分析與調查之下，以整個上位計畫所指導，一步步提出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之內容。Kronsberg 社區位於緩山坡上，地質上屬於滲水性較差的石灰質粘土，並且當地的地下水位高是重要的地下水庫，因此規劃研究單位認為若以傳統開發方式會使水逕流量增加(2%→29%)與滲透量減少(45%→25%)，導致下游水患的發生。所以必許有四大課題需要被解決：
	規劃團隊因而提出了以「水的最大遲滯、水的最大下滲、水的最小逕流 」作為區域治水三原則，同時提出了七大技術面向的水治理方式：
	透過分散式雨水管理概念設計手法，以雙層生態溝渠、區域緩衝保水林帶、半自然雨水溝、社區雨水滯洪池、區域滯洪池作為社區綠地、開放空間與建築中庭之地景設計元素，不僅使開發前後逕流量只增加1%、更提升原來地質的滲透量(45%→50%)。尊重原本自然排水情況，因地制宜的規劃方式，達到人、水與空間的最適化結合。
	地理空間自明性的辨識與分析
	藍帶水系統的規劃主要在於針對欲進行規劃治理之流域水系目標之整體地理空間特性的辨識與分析。探討形塑流域整體空間與環境生態之潛力條件與基本背景，及探討流域空間之水文、水理之地域特性與治理發展潛力，並針對整體空間生態性之功能與價值，結合人文活動，因地制宜的提出最適化空間治理模式。
	自然發展條件分析主要是界定不同地理的環境特性，包括水文(集水區、河網、窪地、河川級序等)、土壤(類別、質地、排水等)、地質(岩層、粗細)、地形(坡度、坡向等)、氣候(溫度、降雨、風、日照)等條件，此自然條件形塑構成生物棲地之基本植被類型、棲地型態、適合生存之物種群體等條件。
	人文發展歷程分析主要針對聚落發展、法定計畫、土地使用、農業水圳與灌溉分佈等因素，探討人類之長期發展趨勢，與永續流域治理之模式，並可作為下一階段分析人類發展歷程中對於治水模式與行為方式之依據。
	大尺度
	探究整個景觀所生成的本質與過程，是包含了水、風、海浪、地形地貌、氣候等等，透過這些自然元素不斷的重複生成、演化，透過這樣形式與功能的關係就形成了我們所謂對於「景觀」的認知。因此，整個自然環境的條件直接的形塑與營造出不同的地理空間特性，不管是在氣候、地形地貌、生態系統等等，各個自然景觀區塊都有其獨特地自明性與價值性。故對於規劃基地整體區位與空間、自然環境的形成、演變過程的了解，是「因地制宜」規劃的主要項目。
	整個人類發展的過程對於環境與生態的影響是相當嚴重切無法忽略的重要課題。所有非原生自然的發展、改變都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與想像所營造出來。因此整個人類生存棲地的擴張對於自然環境都是一種干擾、侵擾的行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發展，充滿了不同的未來想像，所秉持土地使用地態度與形態也就不盡相同。但藉由聚落擴張演變的分析與了解，地方在地性文化的認知與理解，不難發現其土地使用規劃的目的與目標。以大城鎮、都會區而言，在工業時代起就開始以「效益與成本」作為土地使用劃分與城市規劃的主要精神，格子狀的街廓代表點到點...
	小尺度
	對於地形與坡度的了解主要有兩個原因：規劃地區之穩定與不穩定地區的位置與範圍；土壤流失與沖刷對於生態棲地的干擾。不同的土地使用有一定地坡度需求值域，根據農委會山坡地土地限度分類標準，坡度在5%以內為一級坡、5%~15%為二級坡、15%~30%為三級坡、30%~40%為四級坡、40%~55%為五級坡、超過55%為六級坡。人們建築可以利用坡度為30%。從整個對於地形坡度的了解，從等高線圖中也可以看出五種基本地坡地形式：直立式、S型、凹型、凸型與不規則形。因此藉由地形、坡度穩定性的評估就可以更了解整個地形...
	基本上土壤與岩層地是由水、空氣、礦物質與有機質所組成。從土壤的形態、組成、溼度與排水能力等就可以了解到規劃地區之基本土地使用開發限制，從最基本的建築物區位地擇址、工法與材料的使用等等，結合地形地貌與排水逕流的考量，土壤性質的分析與了解同樣也是辨識地域空間特性的主要項目之一。
	整個規劃的過程中所考量的氣候條件除了雨量與濕度的變化外，最重要的就是對於風的了解。一般從大環境考量下會先從規劃區域所處之緯度所賦予的氣候區進行基本地認知，如熱帶氣候區、亞熱帶氣候區、溫帶氣候區、溫帶地中海型氣候區等等。之後即進入小尺度規劃地區之特性辨識，從季節性季風、海陸風、山風谷風等，甚至進一步了解由地形地貌所形成的自然風道等等，都是在對於地區微氣候變化的體驗與分析。
	藍帶系統(主支流、河川級序、排水流域、河川密度、集水區、逕流方向等)
	藍帶系統主要是在探討相關水系環境與生物棲地之特質與潛力。從整個水文循環的概念下去了解水的循環邏輯，從整個水系流域空間中之主支流、峽谷地形、河川級序、集水區、排水流域到逕流方向等的分析與了解，作為後續規劃之考量。因為整個藍帶系統主要就是在處理有關水的問題，從水資源、水質、逕流處理等等都是在提供最佳的水文水資源與治水管理。
	河川流動的過程會因為地理空間、地質、自然坡度與集水區面積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蜿蜒度。大致來說可以利用河川的級序來描述河川的形狀。河川級序所建立的分類系統是依據排水網路中河川的大小等級而定。一級河川是指沒有支流的溪流，二級河川是指至少有兩條以上一級河川的溪流，三級河川是指至少兩條以上二級河川結合的溪流，以此類推。一般而言，河川的級序越大則代表上游的流域面積越大，也就代表其河道的斷面之流量可能越大。所有的分級河川的總量總和可以形成進階平均數通常在3.0左右，稱之為分叉率(bifurcation rat...
	排水流域或集水區也是依據溪流級序法則進行分級。一級排水流域是由一級河川所注入所形成的水域；二級排水流域是由二級河川所注入所形成的水域，依此類推。
	河川密度主要是指單位土地面積中全部河川的總長度(平方公里)。在水域管理中河川密度是一項很重要的因素，因為河川密度可以顯示出河川系統排水的效率。密度越高排水效率越高。
	補注主要是來自於地表的土壤、濕地和湖泊的重力水以供給地下水體之專用名詞。地下水補注地區域主要有可能位於：累積的地表水域，如濕地、湖泊等；高度滲透的地表土壤或岩石；暴露於地表或接近地表的地下水層。
	綠帶系統(生態核心區、廊道、基質、區塊等)
	綠帶系統主要是針對整體空間景觀之分析與觀察，藉由區域空間之景觀特色與生態棲地、區塊之辨識與分析，進一步納入整體規劃之考量與要求。透過整體空間景觀類型與景觀結構之分析，進一步分析其景觀之生態系統功能與價值，進一步做為掌握生態系統之能力與現況。
	環境敏感區(地下水補注區、洪氾平原保護區、易淹水潛勢區、土石流警戒區等)
	環境敏感區係指對於人類具有特殊價值或具有潛在天然災害，極容易受到人為的不當開發活動之影響而產生環境負面效應的地區。換言之，「環境敏感區」即是「高環境敏感度（High Environ- mental Sensitivity）」的地區。大致上可以分成四類：災害、生態（重要生態體系與棲地）、景觀與生產性資源（特定農業區、水資源、地下水等）。
	因此透過整理對於流域空間自明性之分析與了解，更進一步的可以釐清整體水系流域之課題與潛力。以高雄典寶溪為例，透過一連串的分析提出典寶溪在水質、水量、水生活中所面對的困境。9：1的乾溼比造成河川環境的洪氾與乾旱的強烈差異性，加上台灣平原型河川多指定為區域排水，往往也成為產業與生活廢水的排放管道，水質因此惡劣與惡臭，而也因為不友善的河川空間也直接形成人與藍帶環境的不親近。
	因此透過整體對於典寶溪流域空間整體地理空間特性的分析與了解、生態棲地價值與人文棲地活動的辨識與指認，以集水區及逕流源頭作為治理出發點的想法，結合典寶溪本身在上游、中上游、中游、中下游、下游的河段分層。水系自山谷區燕巢東側丘陵群、內門丘陵尾端，流經丘陵台地，出谷後形成中下游一大片洪水平原區，一系列下來各自有不同的水文條件以及空間特質。加上過去人類開發，土地使用的變遷與水系的變化，基於不同上中下游的環境特質，不同型式的土地使用，形成多元的集水區特色，因此在整體對於流域空間通盤性的考量下，透過GIS的運...
	河川治理原則應以流系為單元，水土不分統籌規劃，順河性而治(許時雄，民90)。給予綜合治水的涵義為：「為達更具經濟、環境與社會面之治水效益，針對水道所在之流域及毗鄰社會經濟體，進行整體防洪規劃並運用各種可行工程與非工程組合方案之治水方式。」(陳與簡，民93)。現代的土地開發對待自然水道的態度是「視水為威脅」。以截彎取直的方式改變河道自然排水方式，增加人工河道，加寬、加深河道或是改變集水區的大小。因此相對應的傳統水利整治工法，主要以「點與線」做為河川治理尺度，以快速排水為主要訴求，如此違背水的自然循環...
	/在整個流域分區治理規劃策略的架構下，依照各分區之特性與策略，進一步以「在逕流源頭進行貯留、洪峰的滯留與蓄積、對於貯留水的處理」，也就是「最大水的遲滯、最大水的下滲、最小水的逕流」作為區域水治理的主要核心精神。因此再透過BMPs(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暴雨最佳管理作業、LID(Low Impact Development)低衝擊土地開發對策、NDS (Natural Drainage Systems)自然排水系統等手法，利用景觀規劃、地景空間營造的方式將整體藍帶水系空...
	傳統水利工程的河川治理講求最有效的防洪排水，因此使用大量的混擬土作為材料，築堤、築岸、築水道。人與河川沒有交集也沒有感情。近年來政府提倡「生態治河、親水建設」，強調以生態工法做為水利施工之依據，期望透過相關親水建設可以重新將人們拉回水岸，但效果總是曇花一現，防洪與親水往往難以抉擇。檢討國內外針對河川流域之水治理的經驗，不難發現不管是在處理河川還是都市逕流，現階段所有的水利治理思維與工法皆強調「快速排水、視水為威脅」的硬體水工治理。河川具有成為生物棲地與生物生產的功能，因此河川整體而言是一個自然的動...
	藍帶(BLUE BELT)的類型、組成與價值
	景觀規劃技術的改變，亦提裡面大概會有幾個重要的期待，第一個希望也好水；第二不希望有洪水，好水希望有健康有生命力的河川，好水不僅是人在景觀上需要對棲地也很重要，他不希望有洪水和汙染的水，因此有一連串發展技術，讓水在這裡面有最大的下滲，有最大的遲滯，最短的逕流，這裡在處理水的技術和態度，因此發展出一連串地景的元素，僅可能再開放空間裡面去營造地景元素，有新的技術構面，第一階段先談到這裡，水要進一步思考，在地形上面，上游中游下游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它流經山地、丘陵、和平原，是完全不同，在有人無人的地方條件...
	藍帶的調查與課題分析判斷
	有很多經驗是被特別的法定所訂的，比如典寶溪為例，在都市發展裡面，區域計畫裡面就已經被指定為區域排水，簡單四個字造成這條河流有不同任務的承載，都是我們必須了解的東西，因此我們如果在進行規劃的時候，如果要恢復不同的自然能力的時候就要有不同的對策包括河川本身的保護維護，促進發展，因應周遭的關係，應用水的能力等等，針對它的類型特性提出各種不同的對策，很明顯重要的工作，妳就不會把它當作是排水來處理而以，鳥松這部分利用，水的循環系統和人的關係，各種不同的排水在未來考量就有不同的任務，類型和組合裡面，可以辨識它...
	第一自然能力，乾濕地，地質地形土壤特性，藍帶環境的資源，坡度、流向、流速跟環境周遭的特質，是流經怎樣的地形，地表、地上地下有不同，流域及水區的分析，在我們調查上是很重要的，過去和人類生活相互之間的關係，去討論和歷史的演變，相關計畫和設施，典寶溪被指定是區域排水，如果不是依照新的規劃是照傳統的話，他有與水幹管和汙水排水幹管，產生問題周遭土地使封表性地表減少與水下滲的能力，這產生兩個嚴重的問題，乾季時，地下水位低，補充水位不足，比以往更乾，因為封表性地表，雨季來時就加速加快了它的逕流，這中間沒有遲滯，...
	七十九年被改成七域排水，以十年作為保護標準，水源少數自援中港的支線，大部分是後勁溪，整個灌溉流域大概是這樣，有不同的管理單位，我們也用不同的分析去幫助各位去掌握，我們就非常知道為什麼會淹水，高速公路以東是80分之一，以西是2000分之一，簡單的說要兩公里才會提高一公尺的落差，那這邊市有八十公尺就會有一公尺的落差，因此你可以判斷它是泥岩的地形，與水的沖刷就會比較嚴重，地勢平緩非常容易形成淤積，也顯示出台灣平原河川在這裡面的特性，自清能力相對較差，枯水期會形成各種不同的條件，分析汙染源在哪裡，區域排水...
	這環境敏感地區有不同的樣子，可以把它分類分級，基本上有大致的邏輯，整個疊起來之後，呈現什麼系統，藍帶綠帶整個疊合後的基地環境，是我們想知道的，當然人工治理也很重要，也對政府去作溝渠的位置，工作在哪，不同的土地管理單位在河川就不同，每個全屬單位和要求就不一樣了，雖然對一個土地來說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可是在現實上就是這樣子被管的每個不同的管理單位都有不同的法定任務，不同處理就有不同的策略，上中下游的汙染管理都不同，因此不同都要提出不同對策這東西變得非常複雜，藍帶最後規劃目的，因此水質、水量、水生活一直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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