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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考察目的 

本次考察計畫係配合行政院「2015 經濟發展計畫」提升都市綠覆率

及居住環境綠地空間之政策，考察德國、荷蘭推動地景與都市生態網絡系

統計畫執行情形，學習其如何透過生態系統計畫兼顧生態保存及都市發展

，做為未來城鄉風貌推動及都會區城市發展之借鏡。 

1.2 考察內容及行程 

本次考察以參訪德國斯圖加特（Stuttgart）、科隆（Köln）、杜塞道夫

（Düsseldorf）及荷蘭 Randstad【由阿姆斯特丹（Amsterdam）、海牙（

The Huge）、鹿特丹（Rotterdam）與烏勒特支（Utrecht）等主要城市所

構成之環狀地區】等都會區域為主，除拜訪上述城市有關都市及景觀規劃

相關部門，探討其空間計畫體系、國家及區域生態網絡、都市地景外，並

進一步瞭解這些城市在推動區域合作的發展情形。預計行程於 97 年 11

月 25 日出發，12 月 4 日返回，共計 10 天。行程詳如表 1。 

表 1  赴歐考察「都市地景及國家生態網絡系統之規劃及發展」行程表 
日期 行程 擬拜會之單位 

11/25 
（Tue） 

Taipei（2000 出發）→ Hong Kong → Frankfurt（11/26 0525 抵達） 

11/26 
（Wed） Frankfurt → Stuttgart 拜會 Stuttgart 區域規劃部門 

11/27 
（Thu） Stuttgart → Köln 拜會 Köln 城市規劃部門 

11/28 
（Fri） Köln → Düsseldorf 拜會 Düsseldorf 城市規劃部門 

11/29 
（Sat） Düsseldorf 城市建設參觀 

11/30 
（Sun） Düsseldorf → Amsterdam 參訪資料整理 

12/01 
（Mon） Amsterdam → The Huge 拜會荷蘭住宅、空間規劃與環境部 

12/02 
（Tue） Amsterdam → Almere 拜會 Almere 城市規劃部門 

12/03 
（Wed） Amsterdam（1315 出發）→ Hong Kong → Taipei（12/04 1020 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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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拜會單位 

本次考察活動在德國拜會單位包括有斯圖加特區域規劃部門、科隆市

政府與杜塞道夫市政府的都市規劃部門；在荷蘭有住宅、空間規劃與環境

部（Ministry of Housing, Spatial Planning & Environment）與阿米爾（

Almere）市政府的都市規劃部門。 

 

拜會斯圖加特區域規劃部門 拜會科隆都市規劃部門 

拜會杜塞道夫都市規劃部門 拜會荷蘭住宅、空間規劃與環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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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國都市地景及國家生態網絡系統之規劃及發展 

2.1 考察城市簡介 

2.1.1 斯圖加特（Stuttgart） 

（1）地理位置 

斯圖加特位於德國西南部的巴登－符

騰堡州（Baden-Württemberg，以下簡稱

巴符州）中部內卡（Neckar）河谷地，靠

近黑森林，為德國第六大城市，同時也是

巴符州的首府（政治中心），包括州議會

、州政府，和許多的州政府機關部門均設

在此處，基於在經濟、文化和行政方面的重要性，為德國重要的城

市之一。 

（2）城市組成 

斯圖加特市本身由 5 個城內區和 18 個城外區所組成，這 23 個

城區又分為 149 個城市小區，土地面積 207 平方公里，城市人口有

59 萬人，人口密度高達每平方公里 2847 人；為了加強斯圖加特市

和周邊城鎮的聯繫，該市又和周邊的路德維希堡（Ludwigsburg）、

波普林根（Böblingen）、埃

斯林根（Esslingen）、格平

根（Göppingen）、伊姆斯莫

（Rems-Murr）等 5 個州級

縣共同組成斯圖加特區域（

Stuttgart Region）或稱斯圖

加 特 都 會 區 （ Stuttg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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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politan Area），土地面積 3,700 平方公里，聚集人口達 270

萬人，為德國第五大的城市區域（City-Region），僅次於魯爾地區

、柏林、漢堡及法蘭克福。然而在德國政府官方的劃分上，則是將

巴符州劃分成為 4 個州級行政區，斯圖加特區域和周邊的海爾布龍

-法蘭克區域（Heilbronn-Franken Region）及東符騰堡區域（

Ostwürttemberg Region）地區共同構成了面積達 10,155 平方公里

、400 萬人口的斯圖加特行政區。 

（3）公共交通 

斯圖加特擁有先進、便利的市

內外公共交通網，由德國鐵路公司

（DB）和地區政府聯運的六條輕

軌列車線路（S-Bahn），連接了整

個斯圖加特地區的大小城鎮。其市

內還有 18 條地下鐵（U-Bahn）、

一條有軌電車線路（15 路，所使

用的老式電車多是作為紀念意義而存在）、一條齒輪有軌電車線路

、一條纜車線路和不計其數的公共汽車線路，大部分由斯圖加特有

軌電車公司（Stuttgart Straßenbahnen AG，SSB）獨自經營，也

有眾多民營交通運輸公司開闢了新的公共汽車線路。但是，所有的

交通運輸公司都必須由斯圖加特交通和價目聯盟（VVS）統一管理

，不僅制定統一的車票樣式及價格，還提供內容詳盡的車次查詢系

統。 

2.1.2 科隆（Köln） 

（1）地理位置 

科隆位於歐洲的心臟地帶，為德國西部的北萊茵-威斯特法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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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rhein-Westfalen，以下簡稱北威州

）最大的城市，歐洲最繁忙的國際水路－

萊茵河穿過市中心，有利的地理位置使科

隆成為德國一個重要的交通樞紐，也帶來

經濟上的繁榮。科隆建城已有 2000 多年

的歷史，是德國最古老的城市之一，中世

紀的科隆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教會中心和藝術知識中心，雖在二次

大戰期間遭到嚴重破壞，至今仍以其文化和建築遺產聞名國際。 

（2）城市組成 

科隆市本身由 9 個區所組成，其下又分 85 個小市區，有些小

市區內還有更小的村莊似結構，土地面積 405.15 平方公里（其中

萊茵河左岸 230.25 平方公里，右岸 174.87 平方公里），在面積上

為德國第三大的城市，僅次於柏林和漢堡；目前人口有 102 萬人，

是德國人口第四多的城市，僅次於柏林、漢堡和慕尼黑。 

科隆行政區總面積 7364 平方公里，人口有 440 萬，其下設有

亞琛（Aachen）、狄倫（Düren）、奧伊斯基興（Euskirchen）、海

因斯貝格（Heinsberg）、上貝吉施（Oberbergischer）、萊茵-埃爾

夫特（Rhein-Erft），萊茵-貝吉施

（Rheinisch-Bergischer）、萊茵-

錫格縣（Rhein-Sieg）等 8 個縣及

亞琛（Aachen）、波恩（Bonn）、

科 隆 （ Köln ）、 勒 沃 庫 森 （

Leverkusen）等 4 個州直轄市。 

（3）公共交通 

科隆的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捷運、有軌電車和公共汽車；其中央

火車站是德國西部的鐵路樞紐，有通向各地的火車，沿萊茵河兩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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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一條南下的鐵路。另外高速公路

通過科隆市區或在很近的地方經過，

其共同組成科隆的環城高速公路系統

。頻繁的公共汽車覆蓋大部分城市和

周圍的郊區，並且有 Euro-lines 長途

巴士經由布魯塞爾到倫敦。 

2.1.3 杜塞道夫（Düsseldorf） 

（1）地理位置 

杜塞道夫位於萊茵河畔，是德國北萊

茵-威斯特法倫州（Nordrhein-Westfalen

，以下簡稱北威州）的首府。市區人口約

有 60 萬人，為德國廣告、服裝和通訊業

的重要城市，也是歐洲最大的日本人聚居

地，市內有許多日資公司。 

（2）城市組成 

杜塞道夫市本身由 10 個區所組成，

其下又分 49 個小市區，土地面積 217 平

方公里，目前人口有 60 萬人。 

杜塞道夫行政區總面積 5290 平方公

里，人口有 520 萬，其下設有克萊韋（

Kleve）、梅特曼（Mettmann）、諾伊斯萊

茵（Neuss-Rhein）、菲爾森（Viersen）

、韋塞爾（Wesel）等 5 個縣及杜塞道夫

（Düsseldorf）、杜伊斯堡（Duisburg）、埃森（Essen）、克雷費爾

德（Krefeld）、門興格拉德巴赫（Mönchengladbach）、米爾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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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ülheim an der Ruhr）、奧伯豪森（

Oberhausen ）、 雷 姆 沙 伊 德 （

Remscheid）、索林根（Solingen）、

伍珀塔爾（Wuppertal）等 10 個州直

轄市。 

 

 

2.2 景觀規劃在德國 

景觀規劃在德國已有很長的一段發展歷史，可以說是源自於 18

世紀；二次大戰後，人類對土地的消耗量非常大，加上交通的功能越

來越重要，道路持續地擴大，城市也不斷地向外延伸，導致德國整體

景觀的破壞與日遽增，讓政府不得不重視這個問題。1960 年，德國

頒佈了空間規劃法，這個法案把當時對土地的消耗及區域規劃結合起

來，1976 年頒佈自然保護法，同時景觀規劃也開始走向正規化。 

在聯邦的自然保護法裏，不僅規定哪一個地區應該進行保護與重

視，同時也對一些受到破壞的地區，所應該採取的生態補償措施。透

過景觀規劃使沒有受到侵害的景觀得到保育、而受到損害的景觀可以

得到復育，因景觀規劃會涉及許多生態的議題，所以藉由景觀規劃可

以把生態因素的考量帶到其他的規劃領域，如果把景觀規劃放在中間

來看，可以發現景觀規劃對環境發展的各層次、各方面都會產生一些

影響；而對其他的專業規劃領域，例如交通、礦業、農業、林業及水

利等也都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景觀規劃不應只被視為是一種保護性的計畫，反而是一種發展性

的計畫，其所設計的一系列藍圖將陳述這個地區的未來樣貌，同時景

觀規劃也提供一系列的評估指標體系，透過這個評估指標體系，提供

政府官員在進行重大決策的協助；而當政府的決策如果會對環境產生

一些負面的影響，這時還會有生態補償的機制，亦即要在影響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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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實現一種平衡。 

在德國有許多的

空間資訊都是來自景

觀計畫，對每一個規

劃項目而言，要獲得

政府的核定都必須要

有一些數據來呈現，

也就是要在景觀規劃

的基礎上去進行數據

的評估，透過所有的

數據來預測一個地區未來的樣貌，一個地區之景觀變化是一個重要的

參考點，也就是要基於這個參考點來確定生態補償的實施。 

2.3 斯圖加特地景規劃 

斯圖加特享有「綠色之城」的美名，其位於丘陵環抱的山谷地帶

，內卡河由南至北穿越中心城區，城市中綠地公園占總面積的 17％

、森林占 24％；依據 1961

年立法通過的「城市景觀

保護條例」，目前在城市內

部及周邊地帶共劃設了 34

個景觀保護區，保護區內

嚴格禁止內部景觀的損害

與破壞，並嚴格控制建築

物在區內的興建與變更，

完整地保留城市周邊地帶

的景觀風貌；此外，在斯

圖加特區域範圍內還設有

7 個以保護生態環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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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保護區。 

斯圖加特對市內及周邊

景觀保護區的保護不單是普

通概念上的自然景觀保護，而

是連同城市的歷史與人文特

點亦加以統一保護、強化，形

成了自明性極強的丘陵地帶

景觀；34 個景觀保護區中有 9

個景觀保護區是以種植葡萄園的坡地為主要保護對象，這些葡萄園中

的傳統土地利用與種植形式、附屬建築物及各種設施（水井、圍牆等

）均是主要保護對象，並且享有政府的補貼，此不僅符合斯圖加特作

為德國第一大葡萄酒產區的人文傳統，同時也形成可隨季節變化的自

然景觀。 

市政府於 1993 年舉辦國際園藝展時，透過政府投資及企業與個

人的贊助，在中心城區打造一條長 8 公里、面積達 200 公頃的綠帶，

綠帶把城中心的皇宮廣場（

Schlossplatz）、皇宮公園、玫瑰

石公園（Rosenteinpark）、和平花

園（Leibfriedscher Garten）和高地

公園（Höhenpark Killesberg）連成

一體。透過這項建設，改善了

斯圖加特以往公園綠地面積

不小，但卻零星分佈無法系統

化的缺點，這個綠色的 U 字型

公園大大提高公園綠地的使

用效率，成為市民休閒娛樂的

最佳去處。中心城區外圍是大面積的森林地，面積將近 5000 公頃，

其中除自然保護區外，都是以原生樹種為主的近自然林，森林內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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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可供居民散步和騎乘自行車，此外亦設有涼亭、簡單的運動設

施及零星的草地供遊客休息。 

斯圖加特根據各地區不

同的情況，沿內卡河設置了型

態不一的帶狀綠地與親水空

間，其中依靠河灘地與馬克斯

埃特湖（Max-Eyth-See）所形成

的濕地公園，為內卡河北段的重要景觀區。 

基於維護良好的城市紋理與歷史風貌，在斯圖加特的城市規劃總

體控制區域中任何新建、拆除、改建及建築用途變更都必須經過特定

的審核程序方可實施，目前市內已有一百多處地區被指定為城市規劃

總體控制區域，藉由這種方式讓斯圖加特的老城區、小寬度路網的城

市歷史格局得到較好的保存

；老城區大部分的建築物透過

修繕及更新再使用而得到保

護，例如在二次大戰後重建的

中央火車站，在建築高度、立

面形式與色彩的控制前提下

，新建築也允許在老城區中興

建。 

2.4 科隆地景規劃 

科隆老城區係沿著萊茵

河西岸發展起來的，老城的都

市改造特別考慮到沿河兩岸

保留 50-60 公尺的綠化帶與人

行道，不允許任何的設施占滿

河岸線及碼頭，所有建築物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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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距離萊茵河至少 60 公尺，除了可減輕萊茵河氾濫所產生的淹水

災害，也可將萊茵河的自然空間有效引入城市。 

整個城市近半個世紀的發

展都是依照計畫有秩序地向

外擴展，每一個地區按照城市

機能分區建設；如果是工業區

或是城區外圍擴展的住宅區

都有大片林地及草地的分隔

，主要交通幹線、城市主幹道

二側也種植大片樹木，形成環

境優美的綠色走廊，同時在建

成區的外側劃設永久性的自

然綠帶，在相對提高人為使用區的開發密度或在生態承載允許的開發

密度下發展，以保持最佳的人類居住環境。 

科隆城市的總體規劃包括五個層面：1.具有戰略規劃作用的區域

整體計畫、2.科隆城市總體規劃、3.市區內部的街區規劃設計、4.具

有法規性質的城市管理、5.與人居最為密切的生態城市建設思維等。

其中最上層帶有空間發展戰略意義的區域規劃研究，一定要在城市總

體規劃之前，其戰略性的規劃研究係透過政府高層官員與專家研究相

互結合的方式來描繪城市發展的輪廓；科隆市政府與規劃建設部門早

在 20 世紀的 20 年代至 30 年代提出環

繞科隆高速公路的想法，並提出核心城

區外圍以綠帶環繞的構想，如此的戰略

規劃思維對於科隆半個世紀的建設起了

主導作用，後續許多規劃修改都從未變

更過這一個戰略性決策。 

城市交通走廊是城市內部與外部區

域連結的動線，科隆城市主要街區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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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幹線均有綠帶所包圍，形成良好的生態走廊，城市主幹道與外圍地

區高速公路連結非常順暢，公路兩側劃設有寬闊的綠化帶，組成一條

條的綠色生態走廊，走廊與走廊相互連通形成綠色的網絡，覆蓋廣大

的城市區域。 

科隆城市人口規模達 100 萬人，其在城市核心區與市區邊緣營造

二個規模相當大的「綠環」包

圍市區，城市中有 20 多處大小

不一的公園和森林，其中市區

南部、東部及萊茵河東岸（市

區部分）均有大面積的綠地，

綠地覆蓋率達 42％，成為城市

森林帶，科隆現在已是德國的

生態城市之一，每年可吸引世

界各地的遊客量高達 600 萬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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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杜塞道夫地景規劃 

有「魯爾區的辦公桌」之稱的杜塞道夫，為萊茵－魯爾經濟區

的經濟與行政中心，及德國魯爾重工業區的管理中心，因早期經濟

發展將許多開放空間轉為建築使用，因此目前城市在地景規劃的範

疇不僅僅只有公園、森林等自然景觀，亦涵蓋了文化地景，包括許

多國際建築展都討論到的都市地景，例如討論魯爾工業區的改造可

能帶來新風貌等等。杜塞道夫自 1997 年有一個景觀計畫，其包括

自然環境保護方面的景觀生態與建設指導秩序方面的景觀維護，除

對於景觀保護地區與自然保留地區有相關規定與文字性描述外，也

對棕地（Brown fields）及森林管理（例如砍伐的限制、樹種的選擇

）進行努力，計畫內容相當廣泛，包括自然棲息地的復育、適合植

栽的地區、林蔭大道之樹木排列方式，以及步

道的景觀設施物等等。 

廣大的林地主要分布在城市東部，在這些

主要的遊憩區內有一些稀有的地景必須被保

護，其中天然的紀念物有 43 處，自然保護區

有 11 處；杜塞道夫城市面積 217 平方公里，

其中被指定為景觀的範圍有 101 平方公里。 

杜塞道夫的公園係以綠軸（Green axis

）的方式呈現，其包含不同尺度的綠化，從

北方公園（Nordpark）及日本花園（Japanischen 

Garten），繼續跨越宮廷花園（Hofgarten）、萊茵

河公園（Rheinpark Golzheim），經過南方公園（

Südpark）到斯格羅司公園（Schlosspark Garath）

；結合天然的地景、藝術上具美感價值的標

的物（例如雕刻公園、地標、瞭望台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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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保存德國工業文化有關的地區。 

 
 
 
 
 
 
 
 
 
 
 

Hofgarten Rheinpark Golzh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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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荷蘭都市地景及國家生態網絡系統之規劃及發展 

3.1 考察城市簡介 

3.1.1 阿姆斯特丹（Amsterdam） 

（1）地理位置 

阿姆斯特丹位於荷蘭的西北部，為北

荷蘭省的一部份，城市主要地形是平原，

平均海拔只有 2 米，西南部則是一片人造

森林；阿姆斯特丹及周邊地區均已經高度

城市化，城市面積 220 平方公里，人口數

有 75 萬人，為荷蘭的首都及最大的城市，

也是金融和文化中心，許多荷蘭大型機構的總部都設在這裡，包括

飛利浦和 ING 等 7 家世界前 500 大企業的總部。 

（2）城市組成 

阿姆斯特丹分為 15 個

行政區，其中有 9 個市區和

6 個周邊大區。一般俗稱的

阿姆斯特丹係指市區部分

，一些偏遠的鄉村並沒有計

算在城市範圍內；阿姆斯特

丹市區人口有 75 萬人，如

果包含 15 個行政區域的大阿姆斯特丹，其人口可達 121 萬。 

城市雖然分為 15 個區，但由於實行統一的行政制度，所以執

行效率較高，市政府的施政是由各區負責具體執行，其中 14 個區

有自己的民選議會，只有人口較少的威斯特普爾特區（Westpoot）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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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由市政府管理。 

（3）公共交通 

阿姆斯特丹的公共交通

系統主要包括公共汽車和

電車，目前已有 4 條地鐵線

路及 16 條電車線路正在營

運，一些新的線路也在規劃

及建設中，同時運河也提供

有水上巴士、水上計程車及

遊輪的搭乘。阿姆斯特丹為

荷蘭公路網的樞紐，由於第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只有 A1

、A2 和 A4 依照原先的計畫完工；1970 年為了保護「Green Heart

」，取消 A3 高速公路的興建計畫；A10 環路將城市周邊與荷蘭國家

高速公路網連接起來，可以經由連接 A10 的 18 條高速公路到荷蘭

的其他地區。 

3.1.2 鹿特丹（Rotterdam） 

（1）地理位置 

鹿特丹是荷蘭的第二大城市，位於萊

茵河與馬斯河的匯合處，為 Rijnmond（

Mouth of the Rhine）都會區的一部份；早

期的鹿特丹只是個小港口，之後因荷蘭的

出口貿易以這個港口為中心，才開始慢慢

蓬勃，直到 1872 年，北海和萊茵河的水

路工程完工後，鹿特丹才一躍成為歐洲最重要的貿易港及貨運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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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鹿特丹是個從二次大戰戰火摧殘後倖

存的城市，這個被德軍砲轟幾乎夷為平地

的城市，戰後經市府的維修和重建後，讓

鹿特丹搖身一變成為歐洲最具現代感的

城市，別具風格的建築廣受世人矚目，被

公認為是現代建築的實驗場。 

 

 

（2）城市組成 

鹿特丹分為 13 個行政

區，其中 11 個行政區有自

己的民選議會，只有市中心

（Centre）和佩爾尼斯（Pernis

）直接由市政府監督管理；

整個城市面積319平方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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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域面積 206 平方公里、水域面積 113 平方公里），1965 年城市

人口曾達到高峰的 73 萬人，由於郊區化，目前人口數有 58 萬人。 

（3）公共交通 

鹿特丹的交通運輸基本

上由電車系統跟地鐵系統

整合起來，目前興建有 10

條電車系統、2 條地鐵線（

Erasmus Line、Caland Line

）及 38 條公車路線；此外

還有從鹿特丹到多德勒支

（Dordrecht）的快速遊艇。興

建於 1953 年的中央火車站，已於 2008 年

拆除重建，目前鹿特丹火車站為一座模組

化的臨時火車站。 

3.2 荷蘭地景規劃的發展 

荷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大量住宅遭到毀壞，戰後

規劃的重點在於重建及復甦經

濟成長，為滿足當時經濟發展

的需求，大都市迅速地發展、

擴大，並逐漸演變成一個馬蹄

形的核心城市；為保護大規模

開發而被侵蝕的自然環境，政

府於 1958 年通過「自然資源保

護法」，國會於 1960 年核准第

一次國家空間發展計畫，並提



 

考察都市地景及國家生態網絡系統之規劃及發展 19

出全國鄉村休閒地的規劃概念（如上圖），深色區塊為重要的休閒區

域，外圍淺色部分則為延伸的休閒區域，而此規劃即成為荷蘭綠色開

放系統空間規劃的雛形。 

1989 年，荷蘭在第四次國家空間策略規劃提出鄉村地區的土地

利用規劃，除了納入北邊的史基浦空港及南邊的鹿特丹海港成為荷蘭

經濟發展及提昇國際投資的重要成長主力外，並致力於鄉村的發展，

提供更好的交通服務設施以提升交通節點的產業發展，進而確立荷蘭

城鄉規劃的重點與規劃原則，包括集約利用土地、發展緊湊城市（

Compact City）、建立城市之間的廣大開放空間及綠色緩衝區、聯繫

城市間的便捷交通運輸系統、確保鄉村地區與自然保護區間的協調、

創造多樣性的都市與鄉村環境，以逐漸形成完整的城鄉發展結構與功

能體系。 

1992 年中央政府開始著手有關農業用地、環境保護及地景規劃

，國家空間策略計畫中所提出的重要文化資產地景與綠化專案的地點

均由中央政府著手規劃，以確保荷蘭境內重要世界遺產地及國家級地

景的完整性。 

2005 年國家空間策略規劃重

點在整合過去國家空間規劃的綠

色自然資源、環境保護區及由大面

積農業景觀所構成的綠色核心（

Green Heart），由此圖即可瞭解荷

蘭在整體空間規劃對全國綠色資

源的整合。 

依據新的國家空間策略規定

，綠色核心（Green Heart）國家地景的界線由中央政府來劃定，且

省政府必須接受；其他 20 個國家主要地景區塊則在中央政府劃設大

致界線後，即由省政府在省區域計畫中再做詳細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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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荷蘭綠色空間規劃 

荷蘭有半數的人口集中在占國土面積 1/10 的西部城市地區，例

如阿姆斯特丹、鹿特丹、海牙等，這些城市連在一起形成連續的城市

環帶，其間圍繞著面積達 1600 平方公里的廣闊農業地景，城市周邊

的農業區除提供必要的糧食與農作物外，也負擔起維持區域生態平衡

的重要性；綠色核心以開闊的農業地景為主，結合由森林、濕地、溪

谷、沙丘、湖泊、潟湖、內海等重要生態資源地區所構成的自然保護

區，以確保生態棲地的最大化。 

整個綠色開放空間體系係藉

由道路和水系來連結，結合自然保

護區的生態廊道可作為聯繫綠色

核心與城市之間的重要環節，生態

廊道主要由綠籬、河川水路、堤防

綠帶及道路兩側的護坡綠帶所構

成，用來連結主要的自然保護區，

而生態廊道的規劃與配置則必須

建立在對物種分佈細緻調查的基

礎上。 

與生活關係最密切的綠色開放空間是由

城市內部的公園、廣場、水路、街道所形成

的系統，其結合水系均勻地分佈在城市的住

宅區、商業區等各個角落，形成線狀、面狀

的綠色開放空間，利用開放空間將自然元素

與人造環境連結起來成為整體綠色開放空

間系統的一部份，除達成城市景觀視覺的美感，亦可降低城市中心的

熱島效應。 

透過綠色核心與自然保護區、生態廊道到城市綠色開放空間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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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系統性規劃，將生態景觀、開放空間、居住環境與歷史文化融

為一體，以永續保存及維護國家主要地景區塊。 

3.4 藍斯台德願景計畫（Randstad 2040） 

（1）蘭斯塔德（Randstad） 

蘭斯塔德（Randstad）是一個

橫跨北荷蘭（Noord-Holland）、南荷

蘭（Zuid-Holland）、烏勒特支（Utrech

）和弗萊福蘭（Flevoland）等 4 個

省、包含了全國最大的 4 個城市

（阿姆斯特丹、鹿特丹、海牙和

烏勒特支）及其間眾多小城市的鬆散城市群，其中有 43 個完整的

行政區和另外 27 個行政區的部分地區，內部有 3 萬家企業，是荷

蘭溫室園藝最為發達的地區，經濟特徵十分明顯，目前聚集有 700

萬人口，占荷蘭總人口 45％，是歐洲第 6 大的都市圈，僅次於莫斯

科、倫敦、德國魯爾地區、伊斯坦堡和巴黎。 

蘭斯塔德空間結構的形成主要與該地區的自然地理有關，該區

域以粘土和泥碳土為主，河川縱橫，儘管土地肥沃，但人民卻難以

進入與定居，早期的村落只能沿著河岸堤壩或小山丘發展，由於這

些城市之間的地段因地勢低窪而難以利用，城市開發與基礎設施建

設都只能環繞周邊的農業空間進行

，因此一個獨特的空間形態就逐漸產

生了。 

（2）綠心（Green Heart） 

在蘭斯塔德內部有一個面積約

400 平方公里的農業地帶，這一個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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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開放空間就是所謂的「綠心（Green Heart）」。 

1950 年代之前，綠心還算相當完整，城市建設基本上沿著綠

心的邊緣展開，此後綠心有了相當程度的開發。1960 年，荷蘭的

國家政策和空間規劃要求保護綠心的開放性，嚴格限制城市擴張。

然而由於蘭斯塔德與綠心的複雜城鄉

關係，及以綠心作為周圍城市間緩衝

空間的特殊性，隨著城市發展對空間

需求的增加和農業本身規模經濟的擴

展，綠心逐漸成為城市化過程中爭奪

最激烈的區域，在管理與利用上也產

生了一系列的問題與衝突。 

1960 年，第一次國家空間規劃制定了疏散政策，通過引導周

邊地區的發展來減少蘭斯塔德的壓力，對於主要作為農業地區的綠

心要求保持其開放性。1966 年，第二次國家空間規劃以「去中心

化」的方式將人口就近分散到北荷蘭省、弗萊福蘭省、三角洲等周

邊地區，以保護綠心，然而，此政策並沒有得到很好的落實，綠心

中的人口仍持續成長。1970 年代以來，綠心內的很多地區都逐漸

失去鄉村特徵，道路及鐵路線開始穿越、切割綠心。 

由於荷蘭西部是國家空間戰略中的關鍵區域，蘭斯塔德的經濟

中心地位與快速城市化不斷給綠心施加了新的壓力。面對人口成長

的壓力，即使透過提高城區密度來提供部分生活空間，但仍難以限

制建成區的不斷擴張，同時，當城市日漸擁擠，生活空間受到限制

，私人汽車增加，更多的人可能會進入綠心內的鄉鎮與小城市居住

，鄉村被城市化的趨勢難以完全遏制。雖然農業的穩定是保證綠心

開放空間可持續維持的關鍵，但歐盟成員國的增加和歐洲改革政策

都對綠心內的農民既帶來了不利影響，也提出了更高的要求，作為

荷蘭國家農業最重要產業之一的溫室園藝在綠心中如不斷地發展

，勢必會威脅到此一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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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蘭斯塔德的新意象 

1958 年所提出的願景是將蘭斯塔

德視為城市區域的集合體，這些城市

區域藉由綠色區域（緩衝區）及大型

的中央開放空間（Green Heart）緊密維

持在一起，這可由城市環所圍繞的中

心綠色區域來說明。城市區域由延伸

跨越省界的主要通道所聯結，這個城

市走廊形成二個重要的交通要衝－鹿

特丹（海港）及阿姆斯特丹（空港），同時也建立了具國際地位的

大都市。 

這個願景衍生出兩個關注的議題，首先，曾有一段時間認為荷

蘭內的每個區域都應該公平地享有國家的重視與投資，以及財富的

均等分配；其次，在大戰結束後，大多數的政治家均認為非常大的

城市－都會，例如像巴黎，將會向農業地區擴張而產生威脅。基於

這個理由，在西方城市特意去限制 100 萬人口的城市應該有緩衝區

來保持城市的分離。讓大部分的住宅需求發生在新的城鎮，而且會

與核心城市有段明顯的距離，而 Green Heart 則主要作為農業區域。 

蘭斯塔德稱為荷蘭的大都會，但大都會一詞的應用卻是較為寬

鬆的，這意味著可將大量的人口與經濟活動集中在小的領域，但是

卻不會產生像國外大城市的問題，並有著充分開放的外圍地區，當

時，每個人都支持這樣的觀點，只有少數人認為會對經濟造成損害

。後來一些文章也開始提到它作為一個多核心的都會，這個實體可

以在聚集的優點與缺點之間達成一個良好的平衡，並且能夠與其他

的都會區競爭。 

荷蘭大都會沒有其他傳統大都市的聚集缺點，這可以用舊的觀

點來形容，新的觀點則認為這個聚集的城市區域在機能上並不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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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都會區；環狀城市圍繞綠心的傳統意象必須被改變，它是基於傳

統一維向度紅與綠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分工型態的意象，它在地

圖上界定出蘭斯塔德區域的範圍，而且在機能上過於嚴格的區分。

新的意象將首先從符合藍與綠的結構和城鄉結構的意象上被建立

起來，這兩個結構都有自己的驅動力、機會和威脅。 

首先，荷蘭有從西南

Delta到 IJsseImeer的藍綠三

角洲，這部分的綠心及濕地

都是國家層級的景觀，這裡

將可能有永續的水資源管

理，該地區可以保護海平面

的上升，也是遊憩活動和提

供綠色生活環境的選擇區位，這個藍綠結構正在擴張。其次，網絡

的大型都市和經濟中心國際連結的會合處（包括道路、水路、航空

、鐵道與網路），與阿姆斯特丹的國際門戶，這個網路在地理的連

繫，其無限性遠勝過於連續性，這個空間機能結構將擴大，土地利

用也將得到加強，內部和外部的可及性也將得到改善，而城市的品

質也將得到進一步加強。 

因此對於藍與綠網絡有二個主要的議題，保護不同的地景並提

供城市一個優質的綠色品質，部分可支持城市區域的強化；目前位

於各大型城市之間、於 1950 年代所提到的緩衝區，已經大部分逐

漸成為遊憩的區域，而不再僅是讓城市分開的綠帶，對於戶外遊憩

的需求也逐漸增強，其必須成為重要城市生活環境需求的一部份。 

對於蘭斯塔德的管理與利用，目前荷蘭政府已決定採用現存的

治理結構，同時加強自治市（municipality）之間的合作，而不是採

用省行政區的合併方式（例如合併成為單一的 Randstad 省），如此

可預防一省獨大的現象，也可避免城市分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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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察心得與建議 

4.1 考察心得 

地景系統具有多重的生態保育與文化保存的功能，對城鄉環境的改

善有重要的作用，當綠地開放空間破碎化的趨勢逐漸加劇，致使城鄉地

景的空間連續性被打斷，將使得生態系統自我調節的能力下降，因此要

提高綠地開放空間系統的生態服務功能，就必須要透過地景及生態網絡

系統的規劃，確保綠地開放空間系統的連續性及完整性。 

從德國和荷蘭的地景規劃經驗中，其所蘊涵的概念基本上可歸納為

「控制」和「連接」二種思考模式。19 世紀的工業革命使得人類與自

然環境的關係緊張起來，在大量人口從鄉村湧進城市的同時，城市也不

斷地向外侵蝕鄉村的土地、破壞自然的景觀，為了防止城市的失序擴張

蔓延，一些城市都採用控制綠帶（Green belt）的方式，例如科隆在建

成區的外側劃設永久性的自然綠帶；還有荷蘭的 Randstadt 為了防止阿

姆斯特丹、海牙、鹿特丹及烏勒特支等四個城市的擴大，其採用綠心（

Green heart）的方式來防止城市建成區的連結。 

當自然景觀的破碎不斷增加，開始出現以連接的思維來規劃綠廊（

Green corridor）與生態網絡（Ecological network），以景觀生態模式

為基礎，藉由連結的方式來減少景觀的破碎；其中綠廊係由線狀地景元

素所構成的網絡體系，不僅是具有生態意義的廊道，同時也是具有休閒

娛樂與歷史文化價值的綠色走廊；而生態網絡則是由多條綠廊相互交織

形成，其目的在防止自然區域破碎和確保生物多樣性，這些方法均已在

歐洲國家被廣泛地應用。 

無論是都市地景或是國家生態網絡都具有多樣性功能，除滿足宜人

美觀的視覺生態環境，同時具有改善城市氣候與釋氧固碳等調節效益，

亦可提供動植物棲息的場域與遷移的廊道，也能與具有特色的地貌、傳

統的歷史文化景觀相結合，發揮更多樣化的生態、文化與景觀等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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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議 

由地景所形塑出區域性的生活品質，是維繫國人日常生活中不可或

缺的天然基本條件之一，同時也彌補了人口及產業群聚地區對環境所帶

來的人為壓力。台灣幅員不大，然卻具有得天獨厚的環境，島上高山林

立，垂直縱深將近 4000 公尺，從平地到高山，呈現著熱帶、亞熱帶、

溫帶、寒帶等 4 種不同之氣候型態，隨海拔高度變化的森林植被群系也

因應而生；同時因脊樑山脈南北延伸，冬季東北季風、夏季西南氣流受

到高山阻截，對前山及後山的氣候影響迥異，以致於植物群落不僅在垂

直分布有變化，連水平分布亦有差別，在多樣化的棲地環境條件下，成

就了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然而我國因各種頻繁的行為活動，已使許多原始自然環境被改變，

各地住宅、產業或交通運輸路網為了取得土地而對地景開發，除造成國

土自然生態環境的面積銳減，無形中也割裂成許多孤離化的區域，生態

破碎化之地景除直接影響物種生存與演化過程的改變，更間接衝擊氣候

變遷與環境品質的惡化。隨著都市及經濟發展的需要，大量且具有歷史

意義的人文地景在近幾十年來逐漸失去其分明的特徵，例如桃園地區的

埤塘逐年消失、都市河川的截彎取直及都市成長蔓延等均廣泛地侵擾地

景。 

台灣歷經 70、80 年代的高度經濟成長，都市快速擴張化，都市化

蔓延現象衝擊鄰近邊緣農業區，在缺乏有效法令政策管理，造成綠資源

破碎化及地方傳統人文風貌漸失。而「事權不統一，缺乏整體性的生物

區域系統管理機制」應該是我國在發展國家生態網絡的最大困境，台灣

土地面積 3 萬 6 千平方公里，目前劃設約 80 處法定保護區分屬數個不

同主管機關，造成完整的生態體系切割、零散分布，無法確保生態系之

完整及生物多樣性之保存，而部分保護區更因零星地夾雜在都市開發與

森林生態系的中海拔地區更易被忽略。 

由於台灣保育地區的治理不是一個部門、一個地區或一種方法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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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效，其需要不同部門和地區之間、流域上中下游之間、左右岸之間的

協調合作，因此未來應採取綜合治理的整合性流域管理措施，以加強保

育地區的事權整合及協調機制；同時也應加強法定保育區周邊緩衝綠廊

設置及透過生態廊道連結周邊生態棲地，並劃設特殊自然及生活地景風

貌保存範圍，進行整體視覺衝擊評估與加強土地使用管制，以地景生態

學及相關生態系統的知識為基礎，規劃出兼顧自然棲地、歷史文化及景

觀風貌的國家生態網絡。 

台灣近期對於「3 都 15 縣」的議題相當熱門，認為在當前縣市行

政轄區過小的情形下，必須藉由「縣市合併」來提升城市競爭力，但看

到荷蘭政府對蘭斯塔德（Randstadt）的治理模式，並非採用行政區域

的合併，而是透過強化城市間的彼此合作，避免城市分割的問題；反觀

台灣每個城市都有自己的發展歷史，居民對於城市亦已建立地域情感的

認同，行政轄區的整併可能會產生部分地區人民對原有城市的失落感；

看到國外城市治理的案例可知，跨域合作將是台灣城市發展上一股不可

逆轉的趨勢，其一方面可促使地方資源得以永續經營，一方面也平衡了

地方發展和區域競爭的落差，幫助城市的形塑，從而使得地方特色能被

充分發揮出來，為未來提供更多的發展空間，也唯有透過這樣的合作方

式，才有機會提升台灣在全球城市區域（City-region）間的競爭力，並

加速國際化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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