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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臺北市身為我國首都，不僅是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的中心，並具備國際競爭力與知名
度之城市，然而面積僅約 270 平方公里的臺北市，卻擁有超過 270 萬人口(密度高達 9,940 人
/平方公里)，再加上本市的及業人數，自然衍伸出許多交通壅塞、環境汙染、城市發展、居
住正義等問題。對此，臺北市政府為逐步實踐「宜居城市」的理念，希望以效能政府為基石，
持續推動永續發展、都市再生及人文關懷等理念，因此規劃「臺北市政府菁英領導班(都發
組)」
，擴大培育具備國際競爭力之公務人員，並透過研習國外實際案例，作為本府政策規劃
及施政方向之參考，以提升城市治理之執行力與正確性。
本梯次研習地點選定為荷蘭的幾處重要城市，包含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兩座國際標準的
大都市，其主要原因為荷蘭係一個多元開放的國家，其 2014 年之全球競爭力名列第 8 名(我
國位居第 14 名)，其中，荷蘭在社會住宅、綠色運輸、水域治理、創新產業及永續城市等發
展均相當成熟，非常值得市府團隊研習與效仿，以反思、檢討本市相關政策。因此，本次課
程除了配合市長施政白皮書，並就本府刻正推動的重大業務、未來重點政策、業務上力求創
新突破或荷蘭值得本市學習等面向，擬定包含城市規劃(如水上建築、新興城市)、永續發展(如
綠色運輸、綠色城市、智慧城市)及都市再生(如水域治理、創新產業)等研習主題，並於 104
年 8 月 8 日至同年 8 月 16 日(合計 9 日)，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阿爾梅勒及
烏特勒支等不同都市進行學習。
預期帶回的經驗與效益包含：提升本市都市再生視野及戰略，活化公共住宅規劃及機
制；未來對天然災害預防及低窪地區整治之政策方向；建立自行車友善文化，綠色運輸深植
於住民生活中；獲得更多元化之想法與經驗，以利孕育更多可行之智慧城市發展解決方案；
運用與結合本市相關創業輔導措施及未來開設之創業空間營運模式，提升本府創業孵化效
能；推動綠色城市相關措施，營造臺北成為宜居的生活環境。
參加本梯次菁英領導班的 15 位學員，均係由各局處審愼遴選推薦，並經嚴格評選出之
潛力人才，不僅是一種榮譽，更是難得可貴的機會與經驗，學員除了積極學習國外之經驗與
案例，作為本府借鏡之處，並以國際觀點逐一檢視本府各項施政作為可以改善之處，返國後
應於本職上充分展現滿載豐收的訓練成果，另積極推動國外所學且持續精進，回饋在主管業
務之上，方為此次訓練之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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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人員名冊
組別

姓名

服務機關

職稱

備註

謝旻成

都市發展局

正工程司

第一組組長

張舒婷

財政局

股長

財務

劉介文

都市發展局

股長

課程

陳佳欣

財政局

科員

課程

林郁傑

資訊局

股長

通訊

許雅芝

地政局
土地開發總隊

股長

第二組組長

林琬純

都市更新處

股長

活動

楊奕泠

地政局

股長

公關

宋馥華

工務局公園路燈
工程管理處

正工程司

禮品

丁聿杉

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副工程司

禮品

張建華

停車管理工程處

副總工程司

團長

邱子揚

停車管理工程處

副工程司
兼股長

報告彙整

黃若津

都市計畫委員會

技士

交通

魏鳯怡

產業發展局

科員

交通

林宣政

產業發展局

聘用研究員

第三組組長

都市再生

新興城市

智慧城市

綠色城市

水域治理

綠色運輸

創新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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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課程表
時間

上午(9.00amto12.00pm)

下午(1.30pmto4.30pm)

8月8日
(星期六)

桃園機場集合，辦理登機手續

桃園機場候機，自臺北出發，前往阿姆斯
特丹

8月9日
(星期日)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辦理入境手續，出
團員自主學習，進行實地觀摩及案例參觀
關，入住飯店

主題：都市再生
8 月 10 日
團員自主學習，進行實地觀摩及案例參觀 地點：TheLightHouse
(星期一)
(KrijnTaconiskade432,1087HWAmsterdam)

主題：阿爾梅勒市 CityofAlmere 綠色城市
8 月 11 日
主題：carsharing
地點：GemeenteAlmere
(星期二)
地點：Utrecht 的 Benz 辦公室
(Stadhuisplein1,1315HRAlmere)

主題：綠色城市的生態效益
8 月 12 日
(GreenCityforEco-Efficiency)
(星期三)
地點：鹿特丹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主題：綠色城市
GreenCitiesforEco-Efficiency
地點：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住宅與都市
發展研究所
ErasmusUniversityRotterdam(Burgemeester
Oudlaan50,3062PARotterdam)

主題：綠色運輸
主題：都會水域治理
8 月 13 日
地點：
地點：
(星期四)
DutchCyclingEmbassy(Ezelsveldlaan59,261
Deltares(Rotterdamseweg185,2629HDDelft)
1RVDelf)

主題：智慧城市
8 月 14 日 地點：
(星期五) MinistryofInfrastructureandtheEnvironment(
Plesmanweg1-62597JGTheHague)

主題：智慧城市
地點：
MinistryofInfrastructureandtheEnvironment(
Plesmanweg1-62597JGTheHague)

8 月 15 日
實地觀摩及案例參觀
(星期六)

自阿姆斯特丹出發，前往臺北

8 月 16 日
飛行中
(星期日)

抵達臺北桃園機場辦理入境手續，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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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各主題報告
第一章 都市再生
第一節 前言
許多國外城市都將都市再生列為重大都市空間發展策略，不只著重於實質環境或建築物
的更新與改善，更強調以永續發展的原則，提出對城市的經濟、社會與實質都市空間環境的
整體改造行動，以強化城市的競爭力，遂成為各城市重要的施政方向。
荷蘭在推動整合型的都市再生與創意帶動都市轉型已行之年，本次藉由 IJburg 計畫歷
程、藍屋計畫藝術介入社區及 IJBURG 都市設計想法及問題之探討及 IJburg 社區實地觀摩，
重新檢視臺北在面對土地開發愈見稀少及對社會住宅的需求日益增多的當下所面對的問
題，實地觀摩可深刻體驗公共設施建設與現況地形的折衝下，以獲取民眾最大公共利益；
IJBURG 計畫利用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及藝術介入社區等手段與水爭地有成，並可體認公私
部門合作、政策的執行延續及民眾參與之重要性。

第二節 荷蘭都市空間規劃
荷蘭是一個“自已製造的國家”和空間規劃已在創造它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所有三級
政府-市、省和國家-發揮了他們的作用。市層級的規劃和發展一直是荷蘭空間發展的基礎。
在 1930 年各省遵循作為超越地方協調者。自 1941 年以來，不得不成立一個處理國家空間政
策的獨立機構。自 1965 年以來一個空間規劃法已生效，以及自 1966 年以來實質的國家政策。
除了國家空間規劃，穩健但相互關聯的交通規劃及環境規劃等系統也已經被發展。國家空間
規劃本身不再被強烈爭辯。國家相對於較低層級政府的角色、與空間規劃有關較高預算部門
的任務，以及住宅、自然和基礎設施等實質性主題，都是持續討論的議題。

表1

荷蘭空間規劃紀事年曆

空間規劃舉足
輕重的年代
空間規劃部長
國家重大
政策文件

空間政策概念

1

一、 中央層級-國家政策基礎設施和空間規劃策略（National Policy Strategy for
Infrastructure and Spatial Planning）-讓荷蘭有競爭力、便利、宜居、安全
(一) 綜合願景
為了使荷蘭有競爭力、可及、宜居、安全。這是中央政府希望實現，採取了實現一
個優秀的國際商業環境、允許為量身定制的區域解決方案的範圍、用戶第一、明確優先
投資以及空間發展的連接和基礎設施建設等穩健的設計方法。這將以此為努力的目標，
並與其他機構，以歐洲和全球視野，基於信任哲學的基礎上，以明確責任、簡單的規則
和有選擇性的政府參與，創建量身定做解決方案的範圍，以及個人和公司自由的選擇。
這種新方法將要求空間規劃和交通政策的更新。這兩個方面的各種政策文件已經過
期，當新的政策優先事項已經出現及國內和國際的情況已有所改變、在經濟危機面向、
氣候變遷以及地區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的部分原因是發展、停滯和壓縮全部同時發生。

圖1 2040 願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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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變策略
對於一個使得荷蘭有競爭力、可及便、宜居、安全的策略，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
空間規劃和交通政策的策略。過度分層政府、複雜的法規和劃分都太常見了，而且他
們對荷蘭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中央政府打算將空間規劃決策更貼近利益相關者（個
人和公司）
，委託更多的地方和省政府（權力下放，作為第一個選項）
，並更注重用戶。
中央政府的政策將更有選擇性地應用，專注於 13 個國家的利益，其中中央政政將承擔
責任，確保它達到的效果。
這些 13 個國家的利益以外的部分，地方和地區政府將能夠做出自己的決策，但它
們將被認為有助於簡化和整合空間規劃法規。這將消除政府過多的層級和創建個別區
域解決方案的範圍。
為統籌城市及綠色空間區域層面的開展的責任將留待省級機關。為此，中央政府
將取消國家景觀政策，並減少然管理制度的數量。這將加強對各種運輸模式之間以及
空間發展和交通之間的凝聚力。採用一個新的輔助指標將讓更多的地區量身打造的解
決方案。
市和地區間的協調和實施城市化計劃將留給當地當局省級架構內獨立或協同工
作。中央政府將不再決定城市規劃的過程中，例如通過建地的百分比在城內地區的規
定，或定義全國緩衝區和重組的目標。只有在各主要交通樞紐和港口（Noordvleugel
和 Zuidvleugel）都會地區，中央政府將同意地方和地區政府的都市規劃。為了促進謹
慎地使用空間，中央政府將包含一個引導永續的城市化空間規劃法令（BRO）過程。
運輸政策的廣泛用途補助金也將被轉移到一般的基金。

2. 基於信任；新角色
信任在其他機構將形成重新界定責任、法規和中央政府參與的基礎。在他們的區
域知識和夥伴關係，地方和省級政府有較好能力全面地、有效地迎接挑戰，並提供高
品質的解決方案。省，地方和水利部門有足夠由他們所掌握的手段來承擔這個角色。
中央政府將幫助他們承擔他們的新角色和職責。
中央政府將繼續負責空間規劃體系。它也可能要承擔責任的時候：

(1) 一個爭論為整個國家所帶來的好處或缺點，它是超越地方和省政府的權力
並壓倒其他各方的權力。這可能包括用於軍事活動空間並與城市區域相關
聯的各主要港口、智慧港、綠色港和流域的挑戰；
(2) 國際義務或協議適用，例如在生物多樣性方面、永續能源、水系整治或世
界遺產；
(3) 一個問題超越了省界或國界並沒有行政僵局的任何風險，或責任是在中央
政府手中。例子包括主要道路，水路，鐵路和能源供應網路，並且還有公
共衛生的保護等。
在制定中央空間政策時，這三個標準都是領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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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40：發展和追求的目標
1. 追求的目標是有競爭力、可及、宜居、安全
中央政府荷蘭在 2040 年的願景，有明確的抱負、根據國家和國際發展，在地面以
上及以下，這將決定在現在直至該日期空間規劃和交通的挑戰。中央政府的目的是要
確保我們的國家仍然是安全的，有競爭力的和可及的，並居住的好地方。

(1) 競爭力
荷蘭的經濟發展越來越集中在城市地區。這些不僅擁有數量最多的企業和經濟部門
和最偉大的勞動潛力，但他們的中心還是研究和教育。荷蘭的城市區域的特徵在於它
們開放的結構，並且相較於國際同類型國家，其相對尺寸較小的且密度較的，並且其
以互動和容易達到鄉村較高的文化，歷史和景觀價值。
這些城市的區域是荷蘭領先歐洲和全球關鍵創新經濟領域的發源地，其中包含：
水、農業食品、園藝和原材料、高科技的系統及材料、命科學與健康、化工、能源、
物流和創意產業。荷蘭的地位會進一步增強事實上是一些國際公司的總部設在這裡。
最後，鹿特丹和 Schiphol 機場、阿姆斯特丹港口和荷蘭東南的智慧港是國際運輸網路
的主要樞紐。
我們的目標是荷蘭到 2040 年成為世界上十大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擁有一流的企
業環境和知識型員工得益於其出色的空間和經濟基礎設施。為此，我們必須確保荷蘭
是一個對國際公司有吸引力的基地，並創建以提高競爭力為主的經濟發展條件。這將
需要強大的城市區域有良好的生活品質和最佳的國際可及性。
荷蘭的經濟發展越來越集中在城市地區。這些不僅擁有數量最多的企業和經濟部門
和最偉大的勞動潛力，但他們的中心還是研究和教育。荷蘭的城市區域的特徵在於它
們開放的結構，並且相較於國際同類型國家，其相對尺寸較小的且密度較的，並且其
以互動和容易達到鄉村較高的文化，歷史和景觀價值。
這些城市的區域是荷蘭領先歐洲和全球關鍵創新經濟領域的發源地，其中包含：
水、農業食品、園藝和原材料、高科技的系統及材料、命科學與健康、化工、能源、
物流和創意產業。荷蘭的地位會進一步增強事實上是一些國際公司的總部設在這裡。
最後，鹿特丹和 Schiphol 機場、阿姆斯特丹港口和荷蘭東南的智慧港是國際運輸網路
的主要樞紐。
我們的目標是荷蘭到 2040 年成為世界上十大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擁有一流的企
業環境和知識型員工得益於其出色的空間和經濟基礎設施。為此，我們必須確保荷蘭
是一個對國際公司有吸引力的基地，並創建以提高競爭力為主的經濟發展條件。這將
需要強大的城市區域有良好的生活品質和最佳的國際可及性。

(2) 可及性
個人交通（由汽車和公共運輸）及貨運在未來幾十年將繼續增長，特別是在城市地
區和通往德國和比利時的主要道路。這也意味著，即使在人口正在萎縮地區對於交通
運輸的需求仍持續增長。對交通的需求將在目前遇到最大交通問題的地區成長最為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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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性（表現在用戶必須對門到門旅程所需時間和每公里的成本的努力成果）目前
是不足的。一個強大而全面的交通系統在中期（2028）和長期（2040）將採用多式聯
運樞紐，提供了更多的選擇，並有足夠的能力來應付預期成長的交通。
使用者為導向的增長的流動性將變得容易。在這裡，我們必須採取綜合辦法，使我
們能夠應付不斷增加的流動性與空間發展。我們的目標是到 2040 年讓使用者享受經
由各種網路多式聯運樞紐之間的良好連接（客運和貨運），以及基礎設施和空間發展
密切協調最佳的合作方式。

(3) 宜居及安全
城市化，個體化，人口老齡化和綠色空間的損耗造成更大差異在地區層面空間發
展。成長，停滯和衰退，可能會在不同的區域同時出現。加大對城市化過程地區差異
的影響。加大對城市化的過程地區差異的影響。供給和需求的住宅和商業房地產市場
並不總是處於平衡狀態（以定量或定性的方面）
。這樣做的目的對 2040 對住宅和工作
場所在城鎮，城市和村莊，以應付需求（在質量方面），並盡可能多的現存位置用於
改造和重建項目。
為了確保我們的國家仍然是有吸引力的，我們必須珍惜和加強這些特質，使我們獨
特並與其他國家有所區分。這意味著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自然棲息地和生物多樣性，
以及獨特的文化遺產價值和環境質量。我們 2040 宜居性和安全性方面的目標是荷蘭
提供其居民良好的環境品質安全和健康的生活環境，在城市和農村地區。到 2040 年，
荷蘭也應該永久地免受極端天氣和洪水的海平面上升所造成威脅所影響，乾旱期也有
充足的淡水供應。這也應該是一個關鍵角色在國際轉變為永續的交通，同時保留其目
前的國內和國際上獨特的文化遺產，以及對自然保護區網路，以保護它的植物群和動
物群。
天然氣和電力的需求將繼續增長。因地緣政治的關係，化石燃料資源的枯竭及我們
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意味著有將是一個轉變到永續的再生能源如風能、太陽能、
生物質能和地熱能的目標，這些都需要大量的空間。因此將要預留足夠的空間給能源
（包括在我們的邊界內及跨越我們的邊界）以及陸上和海上的發電和（國際）高壓電
力線的生產和傳輸。
這樣做的目的是在 2040 時荷蘭擁有一個強大的國際能源供應網路，並使我們的能
源轉變順利進行。
中央政府已確定這些 2040 年的目標，但它不只有中央政府使他們實現。這還需要
地方和地區政府及私人部門和知識機構的合作。中央政府在其目標的基礎上已經確定
了三個目的。他們已被設定為 2028，但有一定程度的彈性達到 2040 建成的要求，由
於發展和挑戰可能會出現要求一些調整，無論我們的雄心和目標。中央政府已確定這
些目標的 2040 年，但它不僅達到中央政府使他們成為現實。這還需要地方和地區政
府的合作，私營部門和知識機構。中央政府已經確定了其野心的基礎上，三個目標。
他們已被定為 2028 年完成，由於我們的企圖和目標的發展和挑戰可能會出現需要一
些調整，但要有一定程度的彈性以達到 2040 年所要建成的。

(三) 中央政府的目標和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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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選擇了三個中期（2028）要達成的目標用來確保荷蘭的競爭力、可及、宜
居、安全：

 透過加強其空間和經濟基礎設施提升荷蘭的競爭力；
 提高和確保空間的可及性；
 確保一個可愉快生活的安全環境，並保留其獨特的自然和文化遺產價值。
計畫申辦 2028 年奧運和殘障奧運是與加強荷蘭競爭力的目標一致。
中央政府還定義了 13 它所承擔責任的國家利益以及它打算達到的效果。這些利益是
相等重要的，並會互相影響。這種國家政策策略代表這些利益的第一個平衡。中央政府
也將不得不考慮這些在個別項目或區域的利益，如有必要，指定國家利益優先。區域和
地方利益和區域政策的挑戰之間的關係也將在多年度基礎設施和運輸（MIRT）方案解決。

1. 加強荷蘭的競爭力
(1) 透過一個有吸引力的商業環境和良好的國際可及性且主要部門集中的城市
地區，來創造傑出的空間經濟結構。
(2) 對於主（永續）能源供應網路和能源轉變空間。
(3) 為主要管道網路對危險廢物和其他物質的運輸空間。
(4) 地表下的有效利用。
(5) 改善和保障空間的可及性。
(6) 一個強大的主要公路，鐵路和水運網路在最重要的城市地區周圍和之間，
包括與內地的連接。
(7) 更好地利用主要道路和水運網路的能力。
(8) 維持主要道路、鐵路和水運網路，有效地確保了交通系統功能。
2. 維護生活環境質量
(1) 改善環境質量（空氣，土壤，水），並提供保護的噪音污染和外部安全風
險。
(2) 防洪、永續的飲用水供應和架構因應氣候的城市發展與重建的空間。
(3) 維護和加強國內和國際上獨特的文化遺產和自然價值的空間。
(4) 野生動物棲息地的全國網路，以幫助動植物的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5) 軍事設施和活動的空間。
(6) 所有空間和基礎設施的決策都是細心平衡和透明的。
3. 在永續城市化過程有三個“步驟”：
(1) 相關機關在評估工業用地、辦公大樓、住宅、零售商店開發或其他地方未
曾出現的都市設施等預期的發展是否符合的地區域及地區間的需求。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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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尺度下，除了定量評估（多少公頃或戶數），還必須有質的要求（如工業
基地較重的環境負荷是允許的，或一種特殊型式的生活環境）。適當的區域
尺度主要是由通勤交通來確定的。
(2) 如果預期發展符合區域及地區間的需要，有關當局將評估在城市地區是否
可以透過重組或改造現存的位置來符合需求。
(3) 如果在現有的市區重組或轉變對於各區域及地區間需被滿足的要求提出了
潛在不足的可能性，有關當局將評估其是否能以多種模式交通運輸適當地
到達的方式實現。
此外，良好的設計和上網獲得了良好的空間資訊，也有利於平衡在規劃階段的各
種考量。
根據其一個良好的空間規劃體系的責任，中央政府將提供知識支持區域和地方政
府，引導試驗、開發財務和產生收入的替代模式。
在符合 Elverding 委員會的建議下，政府將設立一個簡單、連貫且涵蓋空間規劃、
基礎設施、水、住宅、環境、自然、農業、考古學和古蹟的立法機構。

4. 國家的空間架構
國家空間結構（參見圖 2）說明了中央政府負責國家利益的事項的地理條件。該
地圖列出了大約哪些國家的重要性地區和架構且考慮到中央政府的競爭力、可及性，
宜居性和安全性等相關目標，因此給予一個連貫空間結構的視覺印象。
為了揭示不同國家的挑戰是如何連接，國家政策策略規定提供給每一個多年度基
礎設施和運輸方案（MIRT）的區域。
北海是在航運、漁業、開採自然資源和風力發電等方面的對荷蘭有重大經濟意義。
海軍演習也是很重要，以及作為一個重要的野生動物棲息地和我們景觀的決定性特
徵。地圖突顯了北海地區的空間挑戰。
中央政府是在的專屬經濟區主管當局，因而負責對區域的綜合政策和管理。航運、
漁業、礦產資源開採和風力發電等是 Caribbean 主要的國際經濟重要事項。於此海軍演
習也很重要，以及作為一個重要的野生動物棲息地和定義景觀（Bonaire 國家海洋公園
和 Saba 銀行）的功能。一個國家空間利益的列表正在為荷蘭（Bonaire,StEustatius 和
Saba）的 Caribbean 地區部分分別從國家政策策略用作準備和在該地區的空間規劃建議
的一個工具起草。

7

圖2 地圖：國家空間架構示意圖
5. 實現 SVIR 的目標和維護國家利益
國家政策戰略的基礎設施和空間規劃（SVIR）提供了中央政府目前的空間規劃和
流動政策全面的看法。該政策策略還包括實現其所提出的目標，並提出了每一個基於
目前和未來的計畫達到國家利益的方法一節。

(1) 中央政府有四種類型手段可供使用：
 架構（以 SVIR 地區為基礎或專題闡述相關的立法）
；
 在行政層級履行的協議（如與省和市有關部門，與周邊國家政府的國際協
定）；
 金融工具（如基礎設施基金，Delta 基金）；
 知識（如諮詢空間發展議題政府顧問委員會，分享最佳實踐）。
(2) 在 SVIR 所確定的國家利益，以兩項空間規劃法案（WRO）為基礎且含蓋政
策和其他程序的立法給予合法保障。它們分別是：
 空間規劃（總則）法令（Barro）
，其中規定了法律架構，為保障空間規劃政
策；和
 空間規劃法令（Bro）。按照中央政府將空間規劃健全的制度投入到位的責
任，Bro 建立與考量空間規劃利益以及政府的不同層級決策有關的程序之
合法的架構。Bro 將修訂於 2012 年，以包括永續的城市化過程。
(3) Barro 目前涉及：
 在鹿特丹主要港口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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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基地和對象；
Wadden 海；
海岸（包括基本的洪水防禦）；
主要河流；
世界遺產基地。

(4) 修改後的 Barro，於 2012 年生效，還包括：








預留土地予不斷擴大的道路及鐵路網絡；
安全的水道；
電網；
IJsselmeer 湖堤防以外土地復墾的區域；
保護其他主要防洪；
預留 Maas 河計畫用地；
國家生態網路。
Bro 保障了永續的城市化過程中，對於計畫和水管理標準、環境問題和我們的文

化遺產的程序要求。

二、 省層級-北荷蘭省(theProvinceofNoord-Holland)
能源、治水技術、感知科技、“銀髮族健康”和農業經濟構成了北荷蘭省的最有前
途的，創新部門。透過投資於這些行業的北荷蘭省加強了荷蘭北部的經濟結構，轉變為
更多的知識型經濟。北荷蘭省在荷蘭境內以及在對周邊地區的德國和北歐已有較高的知
名度，因為那裡是很多經濟增長的機會的區域。
在北荷蘭省仍有空間，土地相對比其他的荷蘭地區便宜，駕駛者較無交通擁塞。位
於東歐北部有利的經濟區位以及較低的房地產價格，使得北荷蘭省成為一個設置各種業
務有吸引力的地方。與城市如 Groningen, Leeuwarden, Assen 及 Emmen 有很好的連接。
除了經濟上的優勢，北荷蘭省是一個可令人愉快居住的地方。該地區的主要特徵是
清潔及和平。森林、水和歷史悠久的村莊界定了許多人對北荷蘭省的形象。

圖3 北荷蘭省位置及南北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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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荷蘭聯盟(SamenwerkingsverbandNoord-Nederland)在歐洲
北荷蘭聯盟（SNN）
，其中包括 Fryslân，Groningen 和 Drenthe 省，正式成立於 1992
年。自那時起，SNN 一直是北荷蘭省的代言人。其聯合目標是加強地區的經濟結構。為
了刺激經濟的地區，SNN 自經濟事務部提供資金的機會與“三角洲高峰(Pieken in de
Delta)”方案和歐盟共同資助的操作方案。這兩個方案旨在實現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加
強部門的能源、治水技術、感知科技、“銀髮族健康”和農業經濟。同時，努力注重建
立良好的生活條件和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在北荷蘭省有較強而有力的城市和重要的農
村地區。
荷蘭北部在北歐地區所謂的“東北走廊”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麼 SNN 發起並
資助 Nordconnect 計畫組織的成立。其目的是促進和改善荷蘭北部和東北歐之間的合作。
包括聯合活動、執行聯合項目並促進知識交流的組織。此外，Nordconnect 計畫旨在加強
政府部門、企業部門，知識機構和文化團體之間資訊交流和網路的建置。

(二) 都市尺度的區域政策
73％的歐洲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它也是 80％的國內生產總值中產生並在 70％的能
源消耗的地方。市區方面面臨人口、經濟、就業、住宅、交通、氣候變化、能源、農業、
自然、環境和健康的具體挑戰。

(三) 積極的外部城市網路
保持和提高城市地區生活的品質是歐洲、國家、區域和地方政府的共同目標。要實
現這些目標這需要因地制宜採行不同形式的具體措施。荷蘭各省著重在積極的城市外部
網路。透過城市網路的形成，我們能獲得可觀的收益。從積極的城市外部網路充分受益，
我們的工作在：

 連接良好的城市之間。
 呼籲含有足夠綠地的居住環境。
 在某些情況下：調整政策。
這個網路不僅著重於在城市，它包括周邊地區的情況。這些地區在創造永續發展的
城市環境中的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四) 區域規劃
城市和荷蘭省周邊地區的發展戰略，發表在自己的區域規劃議程。這可能是對歐洲
其他地區有趣的最佳實踐。在歐盟需要對大城市地區、地區、縣和市之間合作的好例子。

(五) 城市議題
目前，在歐盟政策的城市層面是沒有結構的結合。荷蘭各省想改變這一點。我們想
在城市層面定位為一個歐洲政策的組成部分。多層次治理和城市議程結構的作用將是在
這一政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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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議題將著重於市區資料的管理、更好地交流最佳實踐和更好的可用性。永續性、
包容性和智慧解決方案是成功的關鍵策略。

(六) 荷蘭省-主要經濟群集
北荷蘭省是荷蘭十二省之一，其經濟的重要性是荷蘭經濟最重要的部分。有很大一
部分國家的出口是由它的頂尖的物流業、農業和食品、園藝與植物基礎材料產生。北荷
蘭省有兩個經濟領域有明確的和獨特的優勢。

圖4 北荷蘭省產業分布
(七) 農業及園藝
1. 歐洲綠色港-北荷蘭省北部
荷蘭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農業食品產品出口國。 幾十年來，荷蘭的農業部門已經成
功地透過持續投資創新的農業食品價值鏈保持領先國際競爭對手。隨著食品和園藝產
品在全球規模內不斷增長，並需要增加它的競爭力，荷蘭將在這一傳統強項進一步擴
大公司生產和出口。

(1) 在歐洲排名第一的位置
作為荷蘭出口主要貢獻者（4310 億歐元 2012 年）之一，北荷蘭省將在出口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

(2) 各種研發機構
綠色港北荷蘭省北部是一個由 Agriboard 授權的公私群集。它包括幾個組織，如
Agriport 溫室區域、種子谷、各類研發機構和教育機構。

2. 歐洲綠色港-Aalsmeer
綠色港北荷蘭省北部和綠色港 Aalsmeer 是荷蘭的六個綠色港中的兩個。綠色港
Aalsmeer 著重於所有花卉，在一個區域內有加工、拍賣、種植養殖生產和貿易設施。
這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卉貿易和知識中心大本營之一。該地區的心臟是國際上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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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lsmeer 花卉拍賣市場-FloraHolland。綠色港 Aalsmeer 的總產值約為每年 30 億歐元，
提供全職就業 5 萬人。

(1) 主要空港 Schiphol 機場
鄰近地區強烈連接 Schiphol 機場，與 Aalsmeer 有直接物流連接的國際機場。綠色
港 Aalsmeer 每天處理來自 77 個國家 10,000 製造商所交付 4200 萬花卉，透過每日
125000 交易提供重新分配這些產品到來自 143 個國家的 5000 批發商。

圖5 FloraHolland 花卉拍賣市場交易情形
3. 種子谷-綠色遺傳學的全球中心
荷蘭出口每年耕地和園藝產品約 160 億歐元價值。此外，國家是基本的植物材料
的最大出口國，年營業額的 260 億歐元。基本植物原料-種子，插枝，鱗莖，塊莖和球
莖- 起源幾乎全部來自荷蘭育種和繁殖的公司。這些大部分都設在北荷蘭省。

(1) Alkmaar-Enkhuizen 地區
大約有 80％的蔬菜種子的全球貿易中的九個跨國公司執行。這些公司中有 7 個部
分或全部荷蘭和五個這些市場領導者的總部，物流中心和或研究設施“種子谷”。種
子谷的標誌是相對較新，但它代表 Enkhuizen 和 Alkmaar 之間的區域內享有植物育種
和種子技術幾十年的全球聲譽。

(2) 高品質
該地區有數十家專業公司，提供世界各地種植者提供高品質的基本植物原料。它提
供了一個動態的，非常成功的業務部門與高科技的品質。許多創新和先進的技術應用
在這裡在引進不斷提高糧食作物和觀賞作物。所有專業的組合在北荷蘭省部分的可描
述為應用綠色遺傳學的一個全球性震央。

(八) 能源
1. 風能發電關鍵領域相關產業
荷蘭擁有百年歷史的傳統，在風能發電機組建設，以及在水利工程和航海知識。
12

這些能源收集的專長是今日知識的基礎，且多集中在北荷蘭省。北荷蘭省有相當多有
關陸上風能發電、沿海物流運輸、對最先進設施之可用性等經驗，並為海上風能發電
的進一步發展的良好基礎，使北荷蘭省在這些特定領域有一個良好的開端。北荷蘭省
北部是港口、試驗養殖場、工業基地和備受推崇的知識機構的總部。

(1) 大型海上風力發電場
荷蘭政府的目標是在未來的幾十年產生大規模的海上風力發電場。到 2020 年，約
6000 兆瓦的風力發電計畫將安裝在北海的荷蘭部門。目前兩個海上風電場（合計 228
兆瓦）是可操作的，和另外兩個已在計畫中。

(2) 優秀基地進行組裝
由於在北海的設備齊全的深海港口像 IJmuiden 和登海爾德的地理位置，北荷蘭省
北部省是一個進行組裝、運輸和施工風車極好的基地。隨後這兩個領域提供了強有力
的海事部門和風能相關企業和研究機構的存在。結合全球的企圖心，增加可再生能源
的使用及哪些地區所提供的，北荷蘭省有合適氣候使這個行業再進一步增加。
總的來說，荷蘭風能分支機構在過去的十年呈現 30％的增長（全球 27％在 2013
年）。國內市場和北海預期進一步成長使周邊國家英國、德國和丹麥讓步。

(九) 物流
1. 阿姆斯特丹港區
阿姆斯特丹港區包括四個主要海港，都位於同一地區，並且相互補充的設施和服
務。阿姆斯特丹本身的寬敞的深海港口的更加個性化和客戶導向的方式與三大歐洲港
口鹿特丹、Antwerp 和漢堡相比，供應轉運和物流公司。北荷蘭省又增加了一個海港
它共有五個，登海爾德即端口。這個港口有利於主要境外企業。

(1) 獨特的機場-海港組合
北荷蘭省為企業提供貨物的具體流程，在阿姆斯特丹的主要機場和海港彼此有距離
15 分鐘車程的巧妙結合。這使得（外國）投資者，可優化各種商業活動領域，包括
辦公室部分和配送中心。該地區為基地的許多歐洲配送中心，如星巴克。

2. IJmuiden 港-具有巨大潛力的港口
生意興隆的 IJmuiden 港口。IJmuiden 碼頭的大型活動及越來越多的船隻可清楚地
證明了 IJmuiden 為現代化的港口。 IJmuiden 港是荷蘭最大的漁港以及海上通往阿姆
斯特丹北海運河港區和重要行業的總部，如 Tata 鋼鐵公司（Corus 公司前身）。 由於
其理想的地理位置，公海可及性和公司的各種商業群集，IJmuiden 港口已經發展多年
強大的市場地位。

3. DenHelder 港-海上導向型
關於 200 個海上風力發電、石油和天然氣產業的主要服務公司、供應商和主要承
包商以北荷蘭省北部的 DenHelder 港內和周圍為基礎。它們包括所有類別的供應鏈的，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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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開發
詳細設計
環境評估和監測
岩土和現場調查
項目管理
保險
法律和採購
金屬結構及金屬工程
電力電纜製造
運輸、配送和物流
陸上預組裝
陸上和海上安裝（包括重型起重）
調試和測試
操作、維護與服務
緊急服務

4. 歐洲最大開放式可進入的天然氣儲存設施
作為一個在天然氣運輸到英國路線上，北荷蘭省在儲存、基礎設施和天然氣運輸
領域已發展至強大的地位。與荷蘭自身的天然氣儲存量日益減少及北荷蘭省地方物流
的專業知識，荷蘭政府的目標是進一步擴大在歐洲天然氣市場的物流地位。目標是成
為歐洲西北部的主要天然氣樞紐。

(1) 41 億立方公尺(BCM,billion cubic meters)季節性儲量
(2) 策略性的位置
該 Bergermeer 儲氣層具有理想的地質特徵和基於優越的地理位置：四通八達的天
然氣運輸網路，靠近主要的儲氣庫城市和工業中心，從 BBL 管道輸送荷蘭和英國之
間的氣體只有 20 公里。已枯竭的儲氣層被重新用於儲氣，並運用現代化和創新的技
術。儲氣庫 Bergermeer 是由 TAQA 能源公司擁有和經營的，阿布達比的國際能源和
水公司。

(3) 能源創新園區
能源創新園區是滋生創新的發展和先進的永續能源技術。緊鄰儲氣庫 Bergermeer，
該園區為想要轉換的創新意念成為商品和技術企業家創造空間。園區在其周鄰範圍提
供高級設施：熱網、高壓氣體運輸和高壓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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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Bergermeer 儲氣層
5. 阿姆斯特丹 Schiphol 機場
Schiphol 機場集團的目標是世界領先機場公司中的排名，定位阿姆斯特丹 Schiphol
機場是歐洲最喜歡紅色的機場。阿姆斯特丹 Schiphol 機場是 Schiphol 集團最大和最重
要的資產。樞紐機場和領先的樞紐載體是一個成功航空城模式的先鋒，航空和非航空
活動全面發展的目標。
阿姆斯特丹 Schiphol 機場就旅客數是歐洲第四大機場，就貨運方面是第三大機
場。此外，Schiphol 集團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經營 Schiphol 機場、鹿特丹海牙機場、
Eindhoven 機場和 Lelystad 機場，Schiphol 集團在美國，澳大利亞，義大利，印度尼西
亞，阿魯巴和瑞典是直接或間接的活躍。

(十) 健康醫療
1. 歐洲最大的放射性藥物生產
北荷蘭省群聚了眾多公司和機構主動或參與衛生保健發展。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
在診斷和醫學研究成為荷蘭的頂尖和在全球範圍扮演這領域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核
能科學，在過去的五十年現有地區的專業技術發展已與核能研究及顧問集團(NRG)緊
密合作經營。

(十一) 水
1. 創新的綜合水管理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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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來，荷蘭已開發生產和供應水的收集、處理和部分“用過”的水引入的永
續系統。 荷蘭的歷史和繁榮與水聯繫在一起密不可分。除了豐富的建設堤壩經驗，荷
蘭還擅長水技術，包括水的生產、配送、廢水和污水處理和衛生設施。
水被收集、過濾和再循環在集成週期高的質量和服務水平。北荷蘭省象徵著荷蘭
與水長期的關係。大部分省位於海平面以下，它一直三面被水包圍。在過去的幾十年
中，原來的威脅已經成為機會，導致幾個創造性水管理解決方案的開發。

(1) 能源堤防理念-跨越水安全和能源供應計畫
(2) 永續水科技
(3) 水淨化
(十二) 媒體和資訊
1. 領先歐洲的新媒體產業
成功的新媒體產業以高層次的技術基礎設施、企業精神和創意氛圍的可用性為基
礎。荷蘭是在世界各國中最多聯網的國家。91％家庭至少擁有一台電腦，90％的人上
網，77％有連接寬頻和 74％有網路購物。這種“精明的互聯網”的情況，結現技術基
設施（AMS-IX）、成功的傳媒產業和創意之都阿姆斯特丹的存在，北荷蘭省有資格作
為創造新的媒體成長及遊戲公司理想地點。

(十三) 數位基礎設施
1. 阿姆斯特丹互聯網交換中心(AMS-IX,AMSterdamInterneteXchange)：連接世界
阿姆斯特丹是北荷蘭省的資訊科技中心。這個領域群集約 20,000 家在荷蘭首都，
從業人員約 10 萬人。除了作為一個資訊科技中心，阿姆斯特丹都會區和附近位於
Hilversum 市被認為是國家的媒體中心。這兩種中心有各大廣播電視網和製作公司，如
NOS、RTL、SBS 廣播、Endemol 集團、Eyeworks 和 TALPA。

(1) 世界上最快的網路交換
大多數媒體和資訊科技企業因為優秀的通信基礎設施、靠近主要市場和物流網路的
戰略位置選擇阿姆斯特丹都會區作為他們的歐洲基。該地區提供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
互聯網交換中心連接，自從利用一個 100 千兆位元乙太網路（GbE）連接的可用性之
一。數據連接和能力的未來需求將維持高位。有 1200 Gbps 的總容量和一個 9 兆瓦（兆
瓦）客戶端的能力，所述 AMS-IX 將能夠提供進一步成長的服務。

2. 農業協同數據中心
荷蘭是一個快速增長的歐洲數據中心樞紐。所有的歐洲數據中心的三分之一位於
北荷蘭省。最近微軟選擇了這個區域一個 100 英畝新的歐洲數據中心設施的創業園區
Agriport A7，這將是歐洲最大的數據中心設施。微軟公司選中 Agriport A7 是因為它靠
近阿姆斯特丹互聯網交換中心（AMS-IX）和可用的永續能源。數據中心供電將透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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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特別供給低成本能源的中設置由周邊區域的大型溫室。

(十四) 創意產業
1. 國際化規模的創意產業
荷蘭的創意產業在就業、註冊品牌和圖案等的貿易數據方面已躋身世界排名前 10
位。領先於國際化的規模是荷蘭建築設計、室內設計、時尚、遊戲、電視規格和（舞
蹈）音樂的發展。每年在荷蘭創意產業產值加起來 71 億歐元。

(十五) 國際商務區
1. Zuidas-快速成長的國際商務區
(1) 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區
Zuidas 是世界貿易中心的大本營承載 450 個國外或國際導向的企業在該地區，使
Zuidas 外商獨資歐洲總部在地區的數量是領先的。Zuidas 大多數的公司專注於金融和
法律服務，估計有 5000 專業人士在這些區域的工作。該地區還有荷蘭金融中心。Zuidas
是一個新的、方便的國際商務區，擁有足夠生活，工作和娛樂的空間。該商務區位在
從 Schiphol 機場搭火車六分鐘的路程，從阿姆斯特丹的歷史中心搭電車和地鐵不到
10 分鐘的路程。

(十六) 觀光
1. 一個荷蘭真正的味道
三面被水環繞包圍，這不是一個驚喜，和這個元素相關的一切都是北荷蘭省的觀
光產業獨特的賣點。該地區歷史有關的位置每年吸引了從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遊
客。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會記得荷蘭的經典像 Zaanse Schans 風車、運河和水上房屋在阿
姆斯特丹、Alkmaar 奶酪和貿易、在 Volendam 沿海地區典型的荷蘭鬱金香產地、以及
傳統的荷蘭服飾。

三、 市層級-阿姆斯特丹計畫(PLANAmsterdam)-強大經濟及永續架構願景：阿姆
斯特丹 2040
(一) 新的架構願景-一個空間回應社會議題
城市發展的複雜性意味著它不能夠再湊合著用藍圖去規劃; “確定無疑”來自於他
們長期以來一直缺乏可信性所造成。阿姆斯特丹結構願景必須能引吸人並以連貫的故事
來說服，故事中對於空間所涉的社會效益的解釋和合理的期程是清澈見底。
這個“架構願景：阿姆斯特丹 2040”使悠久傳統的城市空間結構規劃向前推進，但
新的架構願景的重點無論是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已脫離以往的架構計畫。當空間的論述形
成政策和法規相輔相成的主要角色，其重心已經轉移到城市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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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計畫通常擅長他們的指示什麼是必須發生及在那裡，但空間的企圖心不是他們
自身的目的;他們源自社會需求和關注點發出。
在架構遠景的涉入常遇到的問題，如“但是為什麼...？”和“然後如何......？”支持
的廣度促成或破壞了架構願景;如果它是一個紙老虎，將很快消失在底部抽屜裡，那是很
難有作用的。

1. 這個城市的居民和日常環境是關鍵
在架構願景籌備的階段，對於空間企圖心的論點制定了兩個文件：“起點注意事
項”（Vertrekpuntennotitie）和“支柱”（De Pijlers）
。該架構願景的副標題和格言-“阿
姆斯特丹：強大經濟和永續“ - 是這些文件最簡短的概括。透過專注於經濟和永續發
展，阿姆斯特丹至 2040 可以繼續發展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大都會可供人居住、工作、
舒服地度過閒暇時光。因此，城市居民與他們的日常環境成為架構願景中心舞台。

2. 衰退和成長
經過開始於 1980 年代後期長時間的郊區化，世界各地的城市再次變得流行，並已
恢復成長。農村剛好相反，正面臨著人口的縮減。一般而言，愈遠離城市，下降更為
顯著。前東德的農村正在迅速清空，而柏林越來越大。在荷蘭的鄉村周圍例如在 Zeeland,
South Limburg 和 East Groningen，已經有相當大的衰退，而阿姆斯特丹卻持續成長。
這是幾乎沒有，對於這個問題，就好像每個城市可以誇耀它的增長。此外城鄉之
間的分界線由城市間另一個部門”計算”，而那些是不受歡迎的。阿姆斯特丹可以算
是前一類之間。阿姆斯特丹都會區的空間發展加大範圍是由成長和衰退的現象和知識
導向經濟成長的鞏固來決定的。阿姆斯特丹期望從現在到 2040 年增加 100,000-150,000
居民。

3. 強大的經濟和永續
有一個廣泛認同看法，即阿姆斯特丹必須在不斷變化的世界經濟秩序穩健地自身
定位。維持阿姆斯特丹居民的福利和繁榮是最重要的。阿姆斯特丹起始是良好。
主要城市任何情況下要順利推展經濟會變得愈來愈依賴知識，但絕不是所有大城
市充分利用知識經濟：人們被吸引到城市裡，生活是美好的。阿姆斯特丹吸引著人們
它的自由思考形象，其歷史悠久的市中心，設施十分豐富，許多就業機會，水和綠色
植物。阿姆斯特丹擁有一個多元化和相對年輕的人口，這進一步增加了它的吸引力。
企業的得分在是阿姆斯特丹建立業務部門，因為它們嚴重依賴於高學歷人才的供給 人力資本。因此，生活在城市的品質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因素。總而言之，阿姆斯
特丹持有保持強大經濟的王牌。
為了真正把這些王牌發揮作用，阿姆斯特丹仍然必須繼續努力使城市的居住環境
品質起作用。
在各個方面主要是永續為中心。“永續”一詞通常與氣候和環境因素有關，用於
架構遠景的案例也是可行的，而且永續發展也關係到其他事項。公共空間，具有高品
質的設計，材料和使用將為您提供更多的樂趣，並會更持久。許多街區和建築物都從
技術上來講已經過時被證明是對這個城市具有重要意義。由於其特定的性格，經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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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適應性，他們是非常受歡迎的“現代城市居民”。從久遠的過去性質和社區可以在
這個意義上可以稱為“永續”。
然而，永續發展的本質仍然涉及環境：為了成為一個永續發展的城市，我們必須
為氣候變化做好準備：空氣，土壤和水必須變得更清潔;該市將被呈現更安靜、更節能。
因此，阿姆斯特丹正在轉換到永續能源和土地將被更密集的使用。
經濟發展與永續發展已多年不再被視對方為反極，但恰恰相反：他們正在逐漸成
為彼此的延伸。這些城市的清新的空氣、充滿特色的性質和有吸引力的綠色公共空間
等各個方面，可以確保個人和企業的忠誠度。因此投資永續發展，就等於投資經濟。

4. 大都會區的核心城市
引述架構遠景的企圖心不言自明，“阿姆斯特丹繼續為具有國際競爭力和永續的
歐洲大都會區的核心城市再進一步發展。“這源自於” 阿姆斯特丹大都會地區在 2040
年發展願景“（Ontwikkelingsbeeld 2040 voor de Metropoolregio Amsterdam）
，在該地區
的城市聯合聲明，以促進阿姆斯特丹和周圍的長成一個大都會區的企圖心。這地區的
問題，目前有 220 萬居民，在 2040 年預計增加到 250 萬，要擁有保持國際競爭力所必
需的規模和多樣性。
Zandvoort 的北海海灘，Purmerend 以北的家庭房屋，Schiphol 機場和 IJmeer 湖開
放水域 - 所有這些環節都是使阿姆斯特丹成為一個完全成熟的大都市，意味著我們城
市空間在其自已的界限內變得更優越：阿姆斯特丹是中心城市，核心城市，在大都會
區和架構願景：阿姆斯特丹 2040 已經從這個角度寫入。

圖7 願景架構：阿姆斯特丹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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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七項空間任務
什麼是阿姆斯特丹要做，在大都會區的環境下，完全能夠盡其所能，才能實現強大
的經濟和永續？簡而言之，遵守的座右銘和企圖感？該結架構願景會將重點放在具有決
定性荷蘭首都的發展方向的推力七項的空間任務：

1. 密實
更密集使用的城市空間將使其可以容納更多的人和企業。這增加了客戶基礎設
施，使得能夠更有效地管理能源和運輸並消除侵犯景觀的需要。具體而言，這意味著
額外的 70000 戶住宅會從現在到 2040 年之間實現，並有相應的設施，如學校、商店和
體育設施。這些設施包括服務和維護，行業如管道工或汽修廠，但這種商業活動正愈
來愈多來自 A10 軌道公路以內地區的排擠。該架構願景採取相對應的措施，保持環將
狀線內這樣的行業。
城市和港口區域內的產業園也將被用於更密集：提高生產力的地面空間和每公頃
的就業機會。此外，在阿姆斯特丹將採用更高樓層的發展，例如沿 A10 環形路和附近
的公共交通中心。也將有努力尋找地面以下的空間。

2. 轉變
作為密實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各種單一功能商務園區將轉變為一個居住和商務功
能混合使用都市的地區，其中有前途的知識密集型部門將發揮愈來愈大的作用。在這
主要選擇是工業用地旁邊的 IJ 水道。最大的改造任務是港口城項目 - 港口群的部分位
於該 A10 環狀線內。2030 年以後那裡將有 13,000 至 19000 戶住宅可能實現，並與商
務和設施混合使用。

3. 在區域尺度的公共運輸
一個區域是想作為一個大都會，不能不在區域範圍內有快速、頻繁和舒適的公共
運輸;人們必須能夠從 Zaandam 到 Amstelveen 或從 Schiphol 機場到 Almere，以地區火
車、地鐵或快速巴士連接方式沒有問題快速地通行。此刻有一些在這區域公共運輸系
統的重要連結是缺乏的。在一直到 2040 年期間必要的“全網的躍進”必須實現，包括
到阿姆斯特丹北部的地鐵軌道線路，Westpoort 港結合 Schiphol 機場經由專用的公車專
用道延伸來連結和升級 Amstelveen 線成為一個完全成熟的地鐵服務。此外，汽車和公
共運輸工具之間的無縫轉移將變得可能在比目前的情況下更大數量的設點，透過增設
圍繞 A10 環狀線及該區域的停車換車制設施(P+R facilities) 及其他措施的手段。

4. 公共空間的高品質的配置
隨著這種公有領域的配置和使用，生活在城市的品質正變得益加重要。特別是在
A10 環狀線，公共空間的壓力是很大的。因此，阿姆斯特丹的街道、廣場及水邊堤岸
的配置必須滿足其高設計標準。更多的空間將為騎自行車者和行人所預留，有時意謂
給機動車輛使用的空間較小，不過這並不是宣告汽車自城市消失。那些主要的街道作
為“大街”的幹道，其中大部分設施都集中於此，通常有很多路過的流量，如
Bilderdijkstraat 的 Middenweg 和 Beethovenstraat 值得特別注意。在主要街道的社會氛
圍將透過增加的商店和食品服務的品質和多樣性，以及透過翻新建築物和街道層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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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進一步改善品質。

5. 投資於供休閒使用的綠色空間和水
使用該城市和周圍的綠地和水不斷地增加，並在阿姆斯特丹的居民的福利以及自
己在這裡建立商家為前提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因此，它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因素。
除了是有吸引力的，綠地和水也必須是可及的和使用於休閒的目的等方面，他們有時
無法達到。如缺少休閒循環網路的連結，改善往往是相當小的空間的干預措施，例如
阿姆斯特丹和 Muiden 之間的路程上，或者在公園開茶館的問題。
這是可以的，例如，論證 Rembrandtpark、Vliegenbos 林地面積及 Flevopark 和
Sloterplas 湖周圍的品質。額外的碼頭計畫在 IJ 水道休閒巡航和駕駛“單桅帆船”帆船
在和周圍城市的可能性將擴大。

6. 轉換為永續能源
在某些時候，石化燃料將耗盡。城市必須準備好後石化燃料的時代。因此，阿姆
斯特丹必須變得更節能。一個大的步驟可以透過使現有的住宅存量更節能的進行，和
阿姆斯特丹也選擇產生很大比例自身需要的能源，它包括太陽能在屋頂上的收集，密
閉熱傳送系統的建設為了能夠輸送餘熱，和風力渦輪機的安裝。阿姆斯特丹還將在整
個地區投資永續能源發電。

7. 阿姆斯特丹 2028 奧運
荷蘭在 2028 到舉辦奧運會的企圖心。奧運會是一個國家的事務，阿姆斯特丹可以
作為標誌，可以為奧運會的中心地區提供空間，在奧林匹克體育場，奧運選手村和游
泳池的設置形式。有兩個候選地點此：濱海區（IJ 的堤防），和 Zuidas。

(三) 四大主旨
這七個空間任務並不是自發的，而是繼架構願景條款“四大主旨”之後制定。這些
都是可以從城市的大部分，甚至城市之外觀察到強大的發展趨勢。這些決定性的發展趨
勢可能是一個實際的計畫或項目的成功或失敗。
關鍵是“都市邏輯”：在正確的地點正確的事情。“正確”的計畫可搭一個或多個
要旨的順風車，而“不合邏輯”計畫針對當前戰鬥。相反，主要要旨是透過具體的計畫
和項目實現及加強。
四項主要目標是：






環狀線圍繞的市中心；
都市景觀和城市的交織；
水岸的重新發現；
這個城市南側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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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狀線圍繞的市中心

2 都市景觀和城市的交織

3 水岸的重新發現 4 這個城市南側的國際化

圖8 主要目標示意圖
1. 環狀線圍繞的市中心
一個空間的趨勢是阿姆斯特丹的都會中心正在使用日益密集，且更進一步擴大。
幾乎所有 A10 環狀高速公路內的街區，現在顯示市中心的特徵。住在環狀路內是非常
令人滿意的，在這區的公園正吸引愈來愈多的遊客，並為創新和知識型企業理想的商
務區位。充足及各種設施在這 Pijp 和 Old-West 社區北部幾乎可以自己保存那些歷史
悠久的市中心。在一些在不久前失寵的社區裡，現正風靡在這種“環狀線圍繞的市中
心”。例如現在 Bos en Lommer 和的 Indische Buurt 社區新時尚咖啡館和餐廳吸引來自
各地的城市顧客的發源地。
這種“主旨”源自阿姆斯特丹的無數人、公司及機構中心的巨大磁性。這種“主
旨”源自阿姆斯特丹的無數人，企事業單位心臟的巨大磁性。但是，空間的不足意味
著，人們總是被迫尋找再遠一點出來：首先在鄰近市中心的 19 世紀的地區，然後在周
邊帶狀空間的發展在 1920 年代至 40 年代實現了，現在的“城市中心環境“正在蔓延
了整個 IJ 水道和對 Zui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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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環狀線圍繞的市中示意圖
2. 都市景觀和城市的交織
阿姆斯特丹是一個高度多樣化的景觀，即所謂的都市景觀所包圍。楔形綠地滲透
在城市中，從而增加城市的吸引力，並提出阿姆斯特丹與現有的城市儘可能增加覆蓋
範圍的密度，以持續保持宜居。這意味著，這個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它的周圍環
境。富有阿姆斯特丹居民已經在鄰接的周邊地區尋求他們的休閒娛樂在荷蘭黃金時
代。鄉村房地產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在各個方向：向西（沿 IJ 水路），南（沿著 Amstel
河）
，東（沿 Vecht 河）
，北（在 Beemster Polder）
。該景觀已被納入 Cornelis van Eesteren’
s 1935 年通用擴展計畫（Algemeen Uitbreidingsplan，或 AUP）當綠色楔形空間滲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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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的城市。景觀部分是被給定的（如 Amstel 河和 IJ 水道入口）
，部分是已建造的（如
人造阿姆斯特丹 Bos 森林公園和 Sloterplas 湖）
。架構遠景的目標是保持綠色楔形空間
綠色，提高他們的可及性，使他們作休閒用途時更具吸引力。

圖10 都市景觀和城市的交織示意圖
3. 水岸的重新發現
在和周圍的城市的水是區分阿姆斯特丹大多數其他大都市的品質之一。在意識到
這是為城市只會變得更加強大了巨大的財富。在 IJ 水路，IJmeer 寬闊的水域具有特別
高的經驗值，並提供了許多休閒的可能性。在水岸區和水岸線提供城市發展無數的機
會，特別是在廢棄的港口專用區和工業區。
阿姆斯特丹和 Zaan 地區可以通過 IJ 水岸和 Zaan 河的河岸實體地互相連結。與
IJburg 第二階段的發展和 Zeeburger 島，阿姆斯特丹最終將獲得一個新的“城市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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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與阿姆斯特丹 - 東南邊（Bijlmer）和 Buitenveldert/Amstelveen 相媲美。由於所
有這些發展，IJ 水道在都市覆蓋範圍內日益重要，同時持續排名在荷蘭最繁忙的內河
航運路線中。
一項棘手的任務是 IJmeer 的自然品質的提升，在水上運動和海岸休閒相結合。

圖11 水岸的重新發現示意圖
4. 這個城市南側的國際化
阿姆斯特丹的南側有連續大型的工程：Schiphol 機場，Zuidas 的發展，住宅和商
業領域的阿姆斯特丹東南的加劇擴張。Zuid 車站在 Zuidas 的心臟，將成為荷蘭最重要
的公共交通樞紐之一。這些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是大量的基礎設施，讓阿姆斯特丹與
Randstad 大都會的其他城市、荷蘭其他部分，與歐洲國家連接，並透過 Schiphol 機場，
與世界同步。新的行動，如在 Schiphol 機場，與 Zuidas 和 Buitenveldert 之間的走廊發
展正以很快的速度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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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城市南側的國際化示意圖
(四) 阿姆斯特丹是永遠不會完成
我們現在有被這個架構願景所吸引和說服？不知是否對具體實際的計畫和項目提供
了堅實的後盾？這願景是否留出足夠的發展餘地，和它同時給予指導和一個堅實的基
礎？城市是永遠不會完成，阿姆斯特丹是永遠不會完成。架構遠景的內文已經完成，但
其強度應主要是在於它的精神，而不是用文字來判斷。
具體的空間發展將在未來幾十年刻畫我們的城市，應該被視為最終的證明。

26

第三節 IJBURG 都市再生
一、 荷蘭部分-IJburg 計畫
(一) IJburg 計畫背景
IJburg 計畫被認為是一個阿姆斯特丹永續發展城市的延伸，在東邊港口由一系列 7
座相連通的人造島嶼所構成。它被預期在完成後將可容納 45000 城市居民和超過 18,000
家庭。其目標是為了實現居住-工作比例為 2：1。這些島嶼由一系列橋樑連接到主要區域，
包括一座新的自行車和人行天橋。IJ 電車建於 2005 年，連接新的社區前往阿姆斯特丹的
中心。
IJburg 的發展通過阿姆斯特丹市的實體規劃部門所設立的 IJburg 計畫局指導。其發
展被分為一系列階段，土地以分階段的方式釋出開發。第 1 階段已接近完成，包括三個
島嶼的開發 - Stigereiland，Haveneiland 和 Reieteilanden。
由市府在私人建設計畫開始之前進行了島嶼的建設和發展了社會和實體基礎設施。
這個最初的工作費用當時是從出售開發土地給私部門來回收。這樣，IJburg 提供一個基
礎設施引領開發的案例。IJburg 的規劃和提出已經以整合多種專業團隊整包括規劃師、
社會地理學家、建築師和城市設計師的方式執行。計畫局監督指導整體開發的都市設計
主要計畫的發展。
主要計畫的發展是基於都市設計的形式，以促使建立一個強烈的矩形架構，並勾勒
出了整體方案和都市底層結構的概括線。
既定方面包括每個區的鄰里劃分，包括確定一個地區中心、主要的基礎設施和居住
密度。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便於個別鄰里的發展，而不是重複標準化建築物的簇群。該
IJburg 主要計畫的目的是模仿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城市形態和鄰里架構。
Haveneiland 的發展以建立矩形街廓、直線構成的街道、綠帶和水路的都市網格為基
礎。Steigereiland 已經依據“拼貼城市的概念”城市設計方案被開發。這個概念促進 8 個
鄰里，每個都依自己個別的特性去發展。私人開發商都必須符合在主計畫內地區和基地
特定的設計規範。多樣性被允許在土地的規劃和發展類型方面。每個城市的街廓由不同
的建築團隊聯合設計，由政府指統籌派的品質控制團隊。這種方法有助於創造建築的多
樣性和充滿活力的街景，同時確保整體高品質的發展。
一個在 Steigereiland 發展的關鍵部分是個人自建基地的創造力，目前正在由私人開
發的家庭住宅。這些不需要符合任何美學的控制，並造就高度的建築多樣性和住宅街道
沿街視覺的趣味。

1. IJburg 在荷蘭
在 20 世紀的尾端，阿姆斯特丹選定在城市北邊的內陸湖 IJmeer 計畫一連串新的
島嶼。其土地是自 18 世紀以來首次被開發。一個關鍵部分是將沙填入的決定而不是將
水排走。有關土地的位置已要求採取對環境和臨水基礎設施的特別措施，從而鼓勵試
驗。
IJburg 設定集中在 Randstad 聚集土地的北部，在阿姆斯特丹和 Hilversum 周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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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i 區域之間，比 Almere 稍微靠近阿姆斯特丹同心環狀的運河。幾個世紀人為的干
預可以在地圖上的圖案被讀出;這是”荷蘭製造的景觀“。在 Beemster，Purmer 和
Haarlemmermeer 低窪開拓地的網格可以被看作是相較小規模 Haveneiland 傑出的先
驅。平均海平面上升，IJburg 位於越過 lJmeer 外部的堤防。

圖13 IJburg 地理位置示意圖
2. IJburg 在區域位置
與較為均質的阿姆斯特丹西半部比較，阿姆斯特丹的東半部有一個分散的架構。
主要的基礎設施更強調東側為零碎的配置。一般鄉鎮計畫（Globaal Stedenbouwkundig
計畫）的 Frits Palmboom 和 Jaap van den Bout 聯同 lJburg 計畫局起草了 IJburg，增
加了六個新的島嶼。這些連續一串的人造島在 lJmeer 內海並超過了 A10 環狀線和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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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島在內部及外部 IJmeer 的型式
(二) IJburg 的分布及實施計畫
1. IJburg 的群島
對這些島嶼採取的不規則形由 IJ 水灣原有的航道、航海方面的考慮、IJmeer 視線、
遮蔽物和風力邊和都市邊界。第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沙洲已在確定的地方。群島將漸
漸地生成。每個島嶼都有自己的特點。 Haveneiland（港口島）是 IJburg 的中心點，擁
有城市密集發展的風範；這是最大的島嶼，有 2 公里長， 500 公尺寬，位在南邊本島
的 Diemerpark 與 lJmeer 之間。A1 線和 A10 環狀線近在咫尺又距離夠遠到聽不見。
包括 Rieteilanden 的三座島（蘆葦群島）緊貼在 Haveneiland 和 Diemerpark 之間的
保護。它們面積較小，是以較低的密度方式開發。
IJburg 的通道是 Steigereiland（碼頭島），實際上是由兩個小島包圍著碼頭的船屋
和水上住宅。
Centrumeiland（中心島）是平行於海岸和那些向右角度的島嶼間的樞紐；它夠大
到可容納整個 IJburg 的設施。
IJburg 和城市之間預計有一種快速電車線和一條雙線高速公路。一條四車道的高
速公路通向經過 PEN-eiland（在主地圖東南邊的六邊形）和阿姆斯特丹 - 萊茵河運河
至 A1 線。保留空間給巴士或鐵路線到 Diemen，Zuidas（阿姆斯特丹南部軸）和 Alm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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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teneiland
Stigereiland
Middeneiland
Haveneiland
Strandeiland
Centrumeiland
Reieteilanden

圖15 IJburg 群島分布示意圖
2. IJburg 的實施計畫
IJburg 可以成為 Randstad 一部分，從那裡出發和抵達平衡點，一個人們可以生活
和工完整的城市環境。優越的區位，從 A1 線和 A10 環狀線和快速電車線到中央火車
站良好的可及性是有足夠的理由選擇每公頃 60 個住宅單元的高發展密度； 是 Vinex(荷
蘭國家空間規劃政策)區平均值的兩倍高。主計畫為各種住房創造條件，同時也為其他
功能要求城市的空間。生活和工作之間的目標比例為 1：1，就如同在阿姆斯特丹舊的
南部住宅區（Oud Zuid）。
網格和不規則的原有的內陸河網路、銀行和公園的結合，提供每個街廓特別的品
質。每個街廓的發展條件不同，而有多種結果。街廓的大小有利於自由選擇並且使得
可以連結廣泛多樣性的城市功能。街上所有一樓的空間為 3.5 米的高度，鼓勵不僅是
空間的質量，多樣化的使用形式，現在和未來。生活的變動和工作要求，並不會擾亂
形式。這樣多樣性將豐富這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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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aveneiland 和 Rieteilanden 的 7062 住宅單元興建超過五年的期程，大約是阿姆
斯特丹的東部港區（Oostelijke Havengebied）興建兩倍的速度。開發商、建築師和承包
商的團隊設定同時工作。一個必要的計畫有政府單位的簡介（發展和管理的公共領域）
和聯合團隊（建造建物及其他房屋的市場）的任務，是兩個不同的組成元素。公共和
私人之間的新平衡取代一個完全由政府單位”建造“的城市。該計畫對於社會結構及
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的基地品質作出合理的變化。

表2

IJburg 空間規劃簡表

相關都市計畫

Maquette plan Pampus (J. Bakema 1965)、Plankaart structuurplan 1996

計畫面積

7 個群島，預計 660 公頃，目前 430 公頃

計畫期間

預計 25 年(自 1998 年起算)

計畫人口及戶數
住宅組成

18000 個居住單元容納 45000 人
30%公共住宅、30%自由市場、40%中產階級出租

無障礙設計

50%無障礙設計，考量行動不便人土之可及性

建築物量體

50%高樓街廓，50 低樓街廓

工作機會及商用面積 12,000 個工作機會，約有 230000 平方公尺商用不動產
興建成本及收入
社會的目標
計畫分期分區
第一期策略

第二期策略

興建成本 15.43 億歐元，房屋收入 12.1 億歐元，阿姆斯特丹市投資 3.3
億歐元
1.所有人口，不分老少、種族及低收入者都可入住
2.不需要使用太多汽車，騎乘腳踏車或大眾運輸即可來去自如
第一期：Stigereiland，Haveneiland 和 Reieteilanden
第二期：Centrumeiland，Strandeiland，Middeneiland 和 Buiteneiland
採用永續發展策略，並發展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其中包含超過 10%隔熱建材以節能、限制汽車數量、區域集中供熱、
解決地表水平面上升、地下水管理、堅固耐用的堤防及水閘、滲透運
輸下水道、淨水設備及抽水設備
採用新的永續發展策略，並使用相同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三) IJburg 都市設計
1. IJburg 的場所精神
IJburg 自 1988 年開始執行規劃設計任務，當時本區都還只是水。自 1988 年至 2003
年人工島從無到有，並已將第一期的土地已覆蓋完成。當在填出太多的土地時，還得
再挖成河道並再引入水。就荷蘭的與水共存的工程技術，要填土或變回水都不是問題。
其所製造出的人工島是核心城市-阿姆斯特丹的的土地擴張及延伸，並向東延伸連接阿
爾梅勒市(綠色心臟)。

2. IJburg 的開發方式
IJburg 計畫有相同的開發夥伴，有相同的開發市場，甚至可提供每居民都有可租
用的汽車等。以 IJburg 計畫中的 Haveneiland 開發方式為例，全程由 3 個開發夥伴與
IJburg 計畫局進行規劃設計，並與 28 個建造團隊進行溝通協調。其規劃設計過程由開
發夥伴及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組成一個團隊監督，並包含 IJburg 合夥團隊計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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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bureau Consortia IJburg)及阿姆斯特丹市 IJburg 計畫局(Projectbureau IJburg,City
of Amsterdam)。本計畫自開始由 IJburg 品質控管團隊單獨的指導，並由前述監督團隊
進行期程及預算等方面的控管。

3. IJburg 的都市設計
IJburg 是一個大型的都市計畫，且一開始只有沙的土地。就一般的都市生活及經
驗來說，一個城市從無到有約需要 50 年的時間，但 IJburg 計畫用較少時間來建造都市。
接著繼續說明 IJburg 都市空間的設計準則，IJburg 計畫的地點一開始只有水，所
以 IJburg 計畫必須創造土地，這部分荷蘭已有豐富的經驗。因為 IJburg 是一個從無到
有的都市，因此利用已知的都市生活之國際都市規劃的案例及參考美國都市設計準
則，做出符合荷蘭的都市設計。以 IJburg 計畫的街道為例，本計畫設置垂直街道的主
要想法是可從街道這一端的水再看到另一端的水，可看到四周的水。IJburg 計畫嘗試
新的、多樣性的大計畫，也是未來城市的起點，同時也要思考許多關於財政的、美學
的等方面及 IJburg 計畫所有的事情。
以 IJburg 計畫中 Haveneiland 為例，其所涉入的都市設計架構如下：

(1) 邊界(edge)：

圖16 IJburg 邊界示意圖
Haveneiland 四週所有的海岸線都是公共的。儘可能檢查及提高堤防；私人的庭院
不能直接鄰接 IJmeer。在 Haveneiland 東北邊的內海，海岸邊的形狀來自一個具有寬
闊的雙列平面大道。這是島上粗糙的岸邊，可能會有波浪沖擊或浮冰。在西南側的島
嶼和 Diemerpark 之間，是有防護的海岸。從圖形來定義這裡是傾斜草地、檢查通路、
碼頭和兩個小水閘。圍繞內港和那裡的街道跨越水，岸邊也是公共的；這些”硬的”
碼頭是用爐渣磚包覆。 Haveneiland 和 Groot Rieteiland 之間的”綠色隧道”與運河結合
成為如同內部電網可航行的內陸水域。內陸水域有三個水閘與 IJmeer 連接。在這綠
色的隧道已放入蘆葦地區，在 Rieteilanden 周圍淺水區：這裡是”軟的” 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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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在 Haveneiland 東北側邊界聽取講者導覽說明
(2) 街道結構(structure)：

圖18

IJburg 街道結構示意圖

街道是寬敞，明亮，兩邊各有一個廣闊的人行道和停車位搭配椴樹、榆樹和金合歡
樹等行道街。人行道寬 4 公尺，停車場和行道樹區 2.3 公尺和道路本身跨越 7.5 公尺。
大多數居民的停車位在地下室和車庫。
路面已被選定採取在底層以沙子填充並預期會輕微下陷。路肩和道路都是砂色的花
崗岩，下雨的時候有光澤，只要太陽出現就會很快乾燥；採用 IJburg 砂的顏色。這
些材料可以在街道每五年的時間重新鋪設時再次使用。
在這些街道被禁止開車時速快於 30 公里/小時。其中 Noordboulevard，IJburglaan
和 Pampuslaan 大道是以瀝青鋪設，允許到 80 公里/小時的。標準街道為 20 公尺寬，
且每端邊緣有 1.2 公尺，建物正立面到對街正立面距離有 22.4 公尺。每 400 公尺會有
較寬的街道可運行到電車站，在 Palmboom 和 Van den Bout 的總體城鎮計畫中”可看
見的洞”。這些都是綠色區域，”wadis”，是雨水最終成為地下水之前的淨化。
“街道”一詞在阿姆斯特丹的意義是公共空間。生活在街道兩旁就是慣例。這裡正立
面必需要連續在 10 至 24 公尺的建築高度。高的上部樓層和酒店提供此最高品質的街
33

邊生活。房子和街道之間有 1.2 公尺邊緣產生的公共和私人的轉換的效果，無論是門
前的台階或樓梯。

圖19

IJburg 通往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的電車

(3) 運河 canal)：

圖20 IJburg 運河示意圖
在 Haveneiland 的一個內部港口以內陸運河連接 IJmeer，它的流域創造島內沿岸的
活動。有一個閘道及可移動的橋與外部港口及 IJmeer 連接。內部港口及外部港口都
有臨時及固定停泊的設施。這碼頭在內部港口周邊是公共的及混合功能：可自由填入
高層的船體、寬闊的海灣及大量特定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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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IJburg 之 Haveneiland 運河
(4) 公園(park)：

圖22 IJburg 公園示意圖
四個大型公共開放空間已包含在網格內：一個市場，一個公共花園和一個水上遊戲
場在島的西部；和一個與阿姆斯特丹 Sarphatipark 公園大小一樣的城市公園在島的東
部，也就是 Haveneiland 的”綠色心臟”。在這公園內有公共運動場可供在 Pampuslaan
另一側的學校使用。 Diemerpark，大型公園沿著 Diemerzeedijk 設置南側的內陸，是
很容易從這些島嶼由橋樑的方式到達。其大小如同 Vondelpark 公園，它補償在
Haveneiland 的建築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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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IJburg 之公園

圖24 IJburg 之公共運動場
(5) 策略地區(solids)：

圖25 IJburg 策略地區示意圖
除了居住，工作對 Haveneiland 也是一個重要的功能。雖然街道的網格在使用形式
看上去是中立的，這些都是固定在一些少數的地點。策略點”solids” 被包含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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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的建築，高大的樓層和寬敞的承重結構，可以方便提供許多不同的機能使用。此
外，在內部港口的發展被建構成為自由填入高層的船體或 BVCS。不同於 solids，BVCS
是每個可進入的基地。

圖26 Solids I, Amsterdam IJburg(http://www.inbo.com/)
(6) 高程(level)：

圖27 IJburg 高程示意圖
本計畫區高程高於海平面 1.75 至 2.4 公尺。

圖28 IJburg 運河、街道及橋的高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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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Jburg 的分期分區開發策略
(1) 第一期(1998-2015)：Stigereiland，Haveneiland 和 Reieteilanden。
A. 採行永續發展策略。
a. 能源。
b. 交通。
c. 水循環。
d. 生態。
e. 固體廢棄物。
f. 社區。
B.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a. 超過 10%隔熱建材以節能。
b. 限制汽車數量。
c. 區域集中供熱。
d. 解決地表水平面上升。
e. 地下水管理。
f. 堅固耐用的堤防及水閘。
g. 滲透運輸下水道。
h. 淨水設備及抽水設備。
(2) 第 二 期 (2015-2040) ： Centrumeiland ， Strandeiland ， Middeneiland
Buiteneiland。

和

A. 採行新的永續發展策略。
a. IJburg 2 將由可再生能源來供電。
b. IJburg 2 將為改變來計畫。
c. IJburg 2 將強化健康和生命力。
d. IJburg 2 將整合城市和自然的經驗。
e. IJburg 2 將透過合作+創新發揮領導作用。
f. IJburg 2 將透過提供居民在各種規模的可及性、選擇和品質建立一個開
放的社區。
g. IJburg 2 將消除浪費的觀念。
B. 相同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3) IJburg 分期永續發展策略比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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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IJburg 分期永續發展策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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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北部分
(一) 臺灣都市發展政策
1. 區域計畫空間計畫體系
近年來國土面臨氣候變遷、國土保育、糧食安全、人口結構、產業發展等方面之
重大變革，國土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有配合檢討之必要性；再者，依據國土計畫法草
案架構，未來空間計畫體系將調整為「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等二層級計畫，為因應該調整方向，內政部除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域計畫
作業，俾未來轉換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外，並整合現行臺灣北、中、南、東部
區域計畫，辦理本案全國區域計畫，除將前開原計畫、一通及變更一通等區域計畫內
容仍將繼續執行部分，延續納入全國區域計畫內，以據為後續執行管制依據外，並因
應當前空間發展重要議題，研擬因應策略及措施，以符合未來保育及發展需求。
全國區域計畫主要規範內容為土地利用基本原則，係屬政策計畫性質，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應依據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進行實質土地規劃，係屬實質計畫性質，
該二層級計畫具有上、下位指導關係。為因應都會區域發展及特定區域(如河川流域、
水庫集水區或原住民族土地等地區)之發展或保育需求，考量大多具有跨直轄市或縣
(市)轄區特性，屬全國區域計畫範疇之一，以指導各該範圍內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後續應視實際需要，整合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計畫及其資源，研擬都會區域或特定
區域計畫內容，以指導土地有秩序發展。於國土計畫法通過前，全國區域計畫係屬空
間計畫體系中之最上位法定計畫，除直接指導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外，並兼具指
導都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與協調各部門計畫等功能(詳如圖 1-28)；國土計畫法通
過且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區域計畫法及全國區域計畫均將停止適用。

圖29 臺灣空間計畫體系圖
2. 現階段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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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
「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以永續與調適、公平與均衡、效率與效能、多元與合作
等國土發展核心價值，提出國土空間發展之總目標為：「塑造創新環境，建構永續社
會」，並創造臺灣成為「安全自然生態」、「優質生活健康」、「知識經濟運籌」、「節能
減碳省水」之國土發展新願景；並針對國土保育與永續資源管理、創新與產業經濟發
展、城鄉永續發展、綠色與智慧化運輸等面向分別提出政策(如表 1-4)，以作為引領
中央、地方及各部門長期發展之指導。

表4

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之相關政策彙整表
面向

國土保育與永續資源管理

創新與產業經濟發展

城鄉永續發展

綠色與智慧化運輸

政策
1.因應全球環境變遷推動國土保安
2.推動流域之綜合治理
3.落實農地資源之利用與保育
4.保護生態資源並改善生物棲地環境
5.規劃低碳城鄉與能源設施之土地利用
1.整合區域優勢產業群聚
2.建立區域創新系統
3.規劃推動「產業創新走廊」
4.擴大產業用地彈性
5.建立老舊工業區轉型機制
1.強化城市區域競爭力，推動成長管理
2.整體發展農村及部落地區，平衡城鄉落差
3.積極推動地盡其利的都市更新
4.建構綠色基礎設施，提升城鄉防災能力
5.適切提供滿足生活品質的公共設施及生活配套
6.提升國土美質，營造富麗創意的城鄉環境
1.強化國際接軌能力及門戶地區功能
2.加強都會區域運輸系統與路網之整合發展
3.提升東部與離島地區對外運輸之機動性、安全性與可靠性
4.發展藍色運輸，開發海洋環帶觀光與沿海運輸產業
5.綠色人本運輸導向之發展模式
6.善用資訊與通訊能力，優化未來生活及縮短城鄉落差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99 年。

(2)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領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領」提出「建構能適應氣候風險的永續臺灣」之政策願
景，並從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使用、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
產及生物多樣性、健康等 8 大領域，分別提出目標及調適策略。

(3) 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建綱要計畫
「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建綱要計畫」本於國土保安與復育之理念，提出莫拉克
颱風災後重建總目標及基本理念，並從生態資源保育、景觀資源保育、水土資源保育
及災害潛勢等面向，進行環境敏感與適宜性分析，劃定重建規劃分區與策略分區，並
提出各類型策略分區之重建原則、策略及配合措施，以作為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擬訂及
推動重建計畫之依循，並達到有效預防災害再次發生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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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
「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作為「海岸法」完成立法前，政府各部門研修訂及審
議海岸地區各項實質利用計畫之最高指導原則。「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第二期)」，
以「回復海岸自然風貌，保護自然海岸線不再損失」為願景，並揭櫫六項優先實施項
目：A.管制漁港新擴建。B.管制無防災必要之海堤新建。C.管制海岸第 1 條道路向海
側陸域地區之公路興建。D.減少海岸地區非必要及有礙觀瞻之觀光設施興建。E.加強
海岸地區開發管理。F.推動海岸地區保安林之營造及復育。

(二) 臺北市都市發展政策
臺北市經過百年的發展，已成為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處處散發多元的百
變魅力，亦是全球最具文化特色的華人城市。土地總面積 271.8 平方公里，其中供都市
發展使用之「都市發展地區」共有 129.96 平方公里，約佔全市面積之 47.82%，非供都市
發展使用之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河川區等共有 141.84 平方公里，約佔全市面積之
52.18%。截至 104 年 6 月底本市總人口數為 2,706,030 人，人口發展逐漸趨於穩定平衡。

1. 臺北市都市整體發展目標暨策略
為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使城市與自然平衡，並達成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及生態
良性循環之目標，我們以打造前瞻、愉悅、宜居、文化、生態、資訊與安全之「永續
臺北生態城市」作為「都市發展願景」
，期望成為兼具「國際城」及有「幸福家」的溫
暖人性城市。
針對臺北市的特點與需求，研訂適合臺北生態城市的六大議題：Tree 綠意、Aqua
親水護水、Infrastructure 綠色公設、People 綠生活圈、Energy 節能減碳、Intelligent
智慧生態城，並研擬分段期程之發展策略以及短中長期行動方案，以 2040 年為目標
年，循續打造「更親水更健康之生態環境」，以達到永續臺北生態城市之願景。
「北臺灣區域合作」是跨越北臺灣八縣市行政區域，整合國土、產業、社會資源
的計畫，項目包括「休閒遊憩」
、
「交通運輸」
、
「產業發展」
、
「環境資源」
、
「防災治安」、
「文化教育」、「健康社福」及「原住民、客家族群與新移民」8 項議題，目前已獲致
多項具體成果。為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洪泛問題，已進行跨新竹縣、桃園縣、基隆市、
新北市、臺北市的「淡水河流域都市發展與流域防災整合」的專案研究，尋求整體思
考的永續環境計畫和都市計畫法令。
臺北市都市發展局依照永續城市發展綱領，長期致力推動「生產環境國際化」
、
「生
活環境人性化」、「生態環境永續化」等都市發展理念－藉著邀請國外專家舉辦國際研
討會和工作坊，促進國內外經驗交流並擴展本市國際視野；藉著 Design for All 的理念，
於全市的都市開放空間、公營住宅落實執行，創造一個無障礙的生活環境；藉著生態
環境的保護、保存，大量地種植綠樹，將自然融入人造環境，創造與自然共存的生態
臺北。

2. 臺北市的都市再生與都市更新
臺北市的城市發展重點除了致力於整體生活環境品質與城市競爭力的提昇，更積
極實踐「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簡稱 URS，寄望構築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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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論述、行動介入與符合未來的永續戰略。另為因應高齡化社會發展，臺北市政府
研提「臺北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期促進老舊社區
更新轉型為節能減碳、生態、友善的社區，以改善市容，提升老舊社區的居住品質。
臺北市之發展願景乃冀於環境保護基礎下，追求健康生態的環境資源循環共生，並透
過經濟發展手段追求效率生產的經濟科技智慧成長，最終達成永續、安全、公平、正
義目標下的生活社會與整體多面向的都市再生策略。

3. 立足國際，展望將來
2010 年國際花卉博覽會、2011 世界設計大會在同仁努力下盛大落幕，花博期間所
引起的自然環境與城市共生的話題與市民教育，引致更多的城市環境工作者投入；周
邊地區也為了花卉博覽會成立景觀專案小組，使得臺北的市容也藉著這個機會呈現新
風貌。而設計大會的舉辦，說明臺北市在實質環境和專業素質均具備承辦國際大型活
動的潛力與能力，此可由臺北市順利獲選為 2017 年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主辦城市得
知。另外臺北市成功爭取到 2016 世界設計之都亦可展現本市在城市規劃設計領域之能
力。全球化的國際視野和在地、人性化的設計將持續推動臺北市的城市發展，與世界
先進的觀念和技術並進的同時，呈現別樹一格的城市特色。

4. 臺北 2050 願景計畫推動平臺
臺北市是 270 萬人共同居住、工作、生活的大都市，建城已超過 130 年，面臨越
來越多樣的都市發展問題，傳統以經濟發展為導向的計畫藍圖已經無法滿足市民生活
的需求，如何透過都市願景的形塑、都市再生策略的推動，賦予臺北生命、活力以及
改變的種子，重新定位臺北品牌，回應市民生活的需求，成為我們提升城市競爭力亟
需重視的課題。
臺北擁有細緻而豐富的都市紋理以及獨特的山、水環境，早期沿著西邊的淡水河
緊密發展，包括大稻埕、艋舺。之後隨著人口成長，開發用地需求增加逐漸向北向東
發展，可發展之都市土地趨於飽和。在這樣的空間發展脈絡中，市府希望以都市再生
為思考中心，尋找臺北市空間發展政策的著力點。

圖30 臺北市地理環境圖
針對未來空間發展，市府目前已提出包括西區門戶、東區門戶、北區門戶、社子
島開發等策略發展計畫做為都市再生之引擎，並從整合地區資源之角度，提出大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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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正萬華復興、士林再生等都市再生計畫，以重塑都市紋理、活絡地方發展；隨
著時空變遷，原鐵路廊帶沿線周邊許多空間，例如華山、建國啤酒廠、臺北機廠、南
港瓶蓋工廠等也出現發展創意產業廊帶之新契機等；位居臺北市中心地區之松山機場
在桃園機場擴建後，未來發展定位也值得重新思考。

圖31 臺北 2050 發展策略示意圖
都市發展如同一個具有複雜秩序的有機體，具有新生、茁壯、成熟與老化過程，
持續循環運作。但都市願景的描繪卻無法從別的城市經驗直接複製，而是須先從自己
城市的身世脈絡去發覺、並且敏銳於外在的動態變遷，以看到未來願景的輪廓。每一
個都市都需要有能力提出城市願景方向，而且也需要有能力建構出具有效能的治理流
程以尋求都市永續發展。

第四節 TheBlueHouse
一、 荷蘭部分
(一) 計畫內容
藍屋係一項國際性的專案計畫，由荷蘭藝術家 JeannevanHeeswijk 所發起，從 2005
年開始，她選定一棟位於阿姆斯特丹市新興地區 IJburg 第 35 街區之城郊住宅，將這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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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住宅區之別墅抽離一般私人買賣市場，重新改造作為社區研究、藝術創作與文化活動
的空間。

圖32 藍屋所在街廓與相對位置

圖33 藍屋外觀
歷經 4 年計畫期間，JeannevanHeeswijk 邀請各種不同國籍之藝術家、建築師、思想
家、作家與學者於藍屋定居 6 個月體驗生活與工作。超過 50 個受邀者獲得此項任務並積
極、主動地與 IJburg 在地居民、社會大眾進行對話。對於 IJburg 而言，藍屋的存在像是
催化劑，具有加速歷史形成的作用。藉由描繪與介入每天的生活，藍屋促進一個歷史文
化發展加速與強化的過程。出自藍屋的研究、藝術作品與企劃已超出傳統的標準文化歷
史編纂學範圍。它們並非形成一個專題著作或「溯及性宣言」
，而以實驗的性質在事實與
創作之交錯下編織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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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JeannevanHeeswijk 及藍屋專書
藍屋基金會於 2009 年 12 月 31 日結束在 IJburg 的專案計畫。2010 年至 2011 年，一
個名為「BluePoints」的網路被建置用以蒐集定居於 IJburg 期間的知識與經驗分享，透過
全球性的網路據點連結在地文化環境，使歐洲與國際性的組織得以積極地介入公共領域
的發展。自 2005 年至 2009 年止，為期 4 年累積的知識與經驗得以傳遞、散布、交換與
移轉至另一個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創造者。藉由參與都市藝術介入行動，藍屋與其會員
不僅可以與所有歐洲人與組織分享文化資本，且持續與其他專家合作獲得新的知識。藍
屋專案計畫內容簡要表如下：

表5

藍屋計畫內容簡要表

委託人/藝術家
計畫管理人

JeannevanHeeswijk(共同合作人 DennisKaspori、HerveParaponaris)
IrenedenHartoog

計畫期間

2005 年 5 月至 2009 年 12 月

計畫地點

荷蘭阿姆斯特丹市 IJburg 第 35 街區的一棟城郊住宅
DeAlliantieHousingCorporation

房屋所有權人
建築師
藍屋會員
參訪者/參與者

AtelierDutch(原為 TeunKoolhaasAssociates)
91 人(包含所有會員與學生)
46,000 人(4 年期間)

事件數量

900 件

計畫範圍
專屬網站

三大主軸：快速都市化(InstantUrbanism)、友好(Hospitality)與加速歷史
(AcceleratedHistory)
www.blauwehuis.org;www.jeanneworks.net

專書出版

2011 年 4 月 TheGreenboxKunstEditionen 出版專書「TheBlueHouse」

(二) 背景介紹
藍屋計畫係由藝術家作為先驅倡導的專案計畫，位於阿姆斯特丹東部以人造群島發
展而成的新興都市地區 IJburg。IJburg 整體開發被高度詳細的計畫所管控且其執行相當嚴
格，尤以 TKA(TeunKoolhaasAssociates,現為 AtelierDUTCH)所設計、位於 Haveneiland(英
譯為 HarbourIsland)的「Castellum」(也稱為 Block35)個案最為典型。
在阿姆斯特丹，人們對於房屋具有高度需求且持續有需求。考量阿姆斯特丹城市內
人口太過稠密，缺乏合適居住的新地點，90 年代中期市政府同意在城市東區 IJmeer 湖建
設一連串 8 個人造島嶼。新興地區名為 IJburg，預計於 2015 年完成建設 18,000 個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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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納約 45,000 居民與提供 12,000 個新的工作機會。IJburg 被規劃為自給自足且擁有社區
設施、商店、辦公室與學校之地區。房屋在 IJburg 相當多樣化，包括低樓層之公寓、連
棟式與獨棟式住宅。為顧及各種需求，從中價位、低價位之社會出租住宅至自有住宅均
有提供。約 30%房屋為社會出租住宅，其餘 70%房屋提供銷售或於公開市場出租。
都市擴張計畫源於 1965 年，由建築師與都市規劃師(VandenBroek、Bakema)提出
IJmeer 湖線性城市設計方案，惟該有爭議的提案未被採納。然而，在 80 年代為「新東區」
(荷蘭語：NieuwOost)草擬一項 VINEX(VierdeNotaRuimtelijkeOrdeningExtra)地區專案計
畫，俾解決城市人口太過稠密，故考量可及性與公共運輸發展衛星市鎮以鄰近現有的都
市圈。1996 年市政府批准同意建設新的居住地點，重新命名為 IJburg。
IJburg 都市設計方案以長方格街區、直線街道、綠帶與水路為主要基礎。最詳細的
設計工作由建築師團隊操刀，並由其中一位建築師負責協調。2001 年 HaveneilandWest
第一個建築物完成，幾個群島亦逐漸發展。廣泛的腳踏車道路與良好的公共運輸基礎建
設如停車場等，均被併入 40 億歐元之開發。陸橋已建立，學校、酒吧與餐廳也已開張，
第一個街道已明確定位。2005 年，IJ 電車服務啟動以連結 IJburg 與阿姆斯特丹市中心。
由於 IJburg 都市計畫過於詳細而缺乏彈性，無法符合在地居民對於公共空間、基礎
設施之實際需求。於是，藝術家 JeannevanHeeswijk 主動發起為期 4 年（從 2005 至 2009
年）的計畫，在 Jburg 發展之第 35 街區，選定一個房屋圍繞的公共庭院中間有一棟鈷藍
色的城區住宅－「藍屋」
，提供一個理想平台，作為 IJburg 社區之文化創造、研究調查之
中心，並用以觀察如何形塑社區歷史與居民如何使用、適應與改變公共空間。藍屋計畫
期間，藉由邀請各種不同國籍之藝術家、建築師、思想家進駐藍屋共同生活與工作，為
期 6 個月進行 IJburg 生活研究、創造藝術作品、檢視逐漸發展的都市空間計畫及形塑社
區建築物的歷史與特性，經由與在地居民不斷地對話與溝通，協助在地居民建立真正符
合他們需要的公共空間，並協助他們與 IJburg 其他社區，乃至於阿姆斯特丹城市中心環
境的連結。
受到梵谷(VincentvanGogh)畫作「黃屋」(TheYellowHouse 位於法國南部阿爾勒市，
係梵谷可以盛情款待他的藝術家同好的地方)及畫家夫妻 FridaKahlo 與 DiegoRivera 擁有
位於墨西哥「藍屋」(CasaAzul 或 thebluehouse)的啟發，IJburg 藍屋作為提供生活、工作、
發表與辯論的場所。超過 4 年時間，不同國藉的藝術家、建築師、思想家、作家與學者
受邀於藍屋體驗作為 6 個月的在地生活居民。期間他們與真正的在地居民相互對話、研
究、見證及參與 IJburg 社區發展之形塑。藍屋的核心目標在於藉由會員們支援研究與社
區實踐間之交互作用，協助居民與社區、城市形成動態性、多層次的新關係，而不僅是
「社區藝術」或委託藝術家傳統模式之一對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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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TheYellowHouse(梵谷黃屋)及 LaCasaAzul(墨西哥藍屋)
JeannevanHeeswijk 曾說：
「一個新興城市，IJburg 已經被規劃到最後一毫米，沒有任
何多餘空間的機會。我猜想還有什麼未規劃的地方、沒有人參與的事務。藍屋就像是存
在於街區中間的一種『天然藝術品』
。我覺得可以藉由共同居住於這個房屋，介入社區的
成長、反應與互動。我們以身為房屋協會的角色實現這個計畫構想。」。

(三) 藝術家介入與社區分享
藍屋已經接待許多藝術家、創意思想家居住於此，廣泛地展現實踐與訓練。定居者
在藍屋的工作與生活均與下列三大主題密切關連，即快速都市化(InstantUrbanism)、友好
(hospitality)與歷史(history)。

1. 快速都市化(InstantUrbanism)
IJburg 都市擴張的過程是緩慢的。居民必須等待數年建立基礎社區設施。最初的
超級市場以帳篷搭建，地方社區中心直至 2008 年始建立。藍屋已經找到以快速、有趣
的方式直接回應居民需求與創造被需要的事物。他們稱為「快速都市化」
，且藝術家已
經以一連串小規模的干預行動介入處理 IJburg 日常生活事務與因計畫體系過度管制引
起的問題。JeannevanHeeswijk 與建築師 DennisKaspori 稱這些干預行動為都市風格的
遊行。特別的干預行動包含：

(1) 書櫃(Boekenkas)–建立社區圖書館
對於擁有超過 3000 個房屋的 IJburg，永久圖書館仍然太小。由在地居民 JohanBakker
所發起，2007 年在藍屋開設臨時圖書館，特別搭建於一個位在中心廣場的溫室。透
過設立書櫃的想法背後，目的是希望藉由閱讀與交換書籍與在地居民互相連結與接
觸。他們透過網站 www.blauweboekenkas.org 參與圖書館，並鼓勵上網發表書評與接
觸其他圖書館會員。圖書館很成功以致於近年來遷至一個更永久的地點
「deDageraad」，利用在地餐廳居民可以交換書本並捐獻新書予圖書館。

圖36 書櫃(Boekenkas)及藍屋內部臨時圖書館
(2) 擴建藍屋/Chill-Room
Marseille-based 藝術家 HervéParaponaris 使用鷹架擴建藍屋。擴建藍屋計畫賦予藍
屋四個新的外觀與額外的屋頂空間。其中之一為設置收集雨水之天空盒與回收輪胎製
作的家俱，讓人們可以放鬆與享受島上景觀。全部的改建均設計用於支援為期 6 個月
48

的音樂與戲劇表演、露天放映電影的活動及使用臨時陽台與其他房間的事件。另一個
資源是 chill-room，由藝術家 IngridMeus 開發作為青年相互交流、討論、玩音樂與創
造地方生活的場所。由於 chill-room 的成效使市政府同意提供新的空間「創作中心」
(TheProductionHouse)給青年使用。

(3) 建立藍屋花園(TheBlueHouseGarden)
在設計與創造藍屋花園時，藝術家 RudyJ.Luijters 對於園藝美學或旁邊植物外觀並
不感興趣。所有 60 個不同種類的花園植物可以食用或製造可以食用的東西，包含彩
色花朵的花瓣作成好吃的沙拉。作為街區裡唯一的廚房花園，大門開在左側，鄰居受
邀與藍屋的居住者共同分享收穫及提供種植何種作物之建議。

圖37 藍屋擴建情形與露天戶外電影院
2. 友好(hospitality)
貼近真實(ALMOSTREAL)係歐洲文化基金會(EuropeanCulturalFoundation，ECF)
發起支援與研究歐洲不同文化背景間藝術合作的計畫。在 2005 至 2008 年，貼近真實
在五個不同階段上分別就比較(confrontation)、講故事(storytelling)、研究(research)、友
好(hospitality)與親近(intimacy)等主題作解釋。2007 年 4 月初 JeannevanHeeswijk 寄出
邀請信給貼近真實計畫的職員 IgorDobricic，詢問他是否願意成為藍屋會員，共同工作
以傳遞貼近真實計畫第四階段「熱情」
。目標在於挑戰既有關於熱情的想法與探索「主
人」
、
「客人」之間互相合作的複雜政治關係。部分程序涉 Jeanne 與 Igor 在 6 個月間一
週一天交換工作，提供機會體驗彼此的觀點與測試他們代表性的組織如何實踐友好。
另一個跨文化的藍屋計畫「Chattheatre」係由 MauricioCorbalán 與 PioTorroja 建立
聚集建築學網站 m7red(http://www.m7red.tumblr.com/)進行公共空間的網上國際對話。
初期開會，來自 IJburg 與世界各地的參與者提出公民權、移民、種族融合與新媒體角
色等公共空間議題。經過多次開會以後，他們提出 2007 年 Chattheatre 雙年展在巴西的
阿列格雷港(PortoAlegre)，且持續發展 Chattheatre 軟體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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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歷史(history)
相較於阿姆斯特丹較老街區，IJburg 無法有豐富的過去與許多世代共同體驗地方
特性可以回顧。在 IJburg 只可能前瞻。正如 JeannevanHeeswijk 所評論：「雖然 IJburg
不是『問題』地區，但缺乏某樣極度重要、稱為歷史的東西－社會與人類的歷史、故
事、生活與跳動的心藏。每一個特質與要素必須成長，且無法在繪圖板上規劃或由契
約商建造。這些具有決定性的特質證明一個地區、居民與使用者的身分。因此至關重
要。」。
電影製作人 DanielaPaesLeao 居住於藍屋的期間 2005 年 6 月進行一項提出缺乏社
區歷史的計畫。她大規模地錄影採訪來自各行各業的在地居民，捕捉 IJburg「開拓者」
的樂觀，當他們搬進新屋，經過共同生活與協商關係共享公共空間的過程中立刻顯現
社區分歧之處。影片最後於 2006 年夏天於藍屋發布，接著其電影素材被納入藝術家網
站 Identiteitbouwer(IdentityBuilder)(http://www.identiteitbouwer.org/)放映第 35 區不同居
民的「生活歷史」
。儘管此計畫從藝術家接收良好的回應，但卻引發地方居民不同的反
應，部分居民不喜歡影片與網站發布他們與社區生活的方式。

圖38 網站 Identiteitbouwer 播放訪談居民 video 畫面
DanielaPaesLeao 認為：「並非所有居民都能理解這個以藝術家觀點反思的計畫，
而此計畫從未想要頌揚或展示社區。荷蘭人對於在公眾場合表達言論並非那麼自在，
然而藉由呈現不同觀點的方式，我希望這個計畫可以扮演開啟建立社區關係的起始
點。」。

(四) 計畫經費
藝術家 JeannevanHeeswijk 請求阿姆斯特丹藝術基金會(AmsterdamFundsfortheArts,簡
稱 AFK)資助 60 萬歐元作為購買藍屋的成本，並費時 1 年半尋求買主將房屋捐贈給 IJburg
社區。藍屋除作為免費的住處外，且提供每一個造訪的藝術家 6,000 歐元進行為期 6 個
月的居住及旅行費用。藍屋沒有單一、固定的公共基金來源，藝術家居住成本與計畫經
常 費 用 係 由 各 種 不 同 的 基 金 資 金 來 源 所 提 供 ， 包 含 AFK 、 ECF 、 deAlliant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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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htingDOEN、theMondriaanFoundation、thePrinceBernhardCultureFund、VSBFonds 等。
起初部分藝術家從他們執行研究藍屋的相關計畫獲得基金預算與國家資助。居住於藍屋
時，藝術家也接受籌款的幫助與其他有助於計畫實踐的支援。

(五) 藍屋計畫引發的議題
1. 過度計畫對於社區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高度計畫管制方法應用於 IJburg 與荷蘭其他都市擴張分區管制，均企圖創造有效
益、永續性的新社區。然而，藍屋計畫喚起嚴重的問題，即已決定的空間規模干預是
否能夠運作。基於規劃者對於 IJburg 幾乎所有建築與開放空間均明確規劃，與人們詮
釋公共空間與共同定義鄰近地區不一致。正如 DennisKaspori 評論：「IJburg 規劃得如
此詳細以致於程序上沒有任何不一樣的可能。但人們沒有順應這種願景，且儘速試圖
創造空間。例如花園周圍的柵欄有特殊的高度以鼓勵社區關係，管制規定可阻止你搭
建較高的柵欄。幾個月後規劃者對於共同空間的夢想開始瓦解，當人們樹立鐵絲網與
種植常春藤以隔離他們自己時。」。
藍屋尋求在 IJburg 過度計畫管制體系下產生的錯誤進行干預，突顯社區參與的需
求與更有彈性的規劃。為彌補計畫錯誤－例如社會空間與基本社區基礎設施的缺乏－
藍屋影響市政府對於 IJburg 第二階段的開發方式。目前正採用保留空間的方式，在決
定最佳開發方式前同意 10 年探索不同的選擇以符合社區的需求。國家都市規劃部
(TheMinistryofUrbanPlanning)已經要求將藍屋發展成更加開放、包含規劃程序及汲取經
驗教訓。

2. 有機社會與社交工程相抗衡
規定每個物理環境的細節，規劃者對於 IJburg 社區有特別的願景。計畫有幾個假
設關於居住人數、什麼設施在什麼時候被需要、有多少年長者與年輕家庭、這些族群
是否會互相影響。然而，許多規劃者的假設是錯的。例如提供青年人使用的社會中心
計畫於 2014 年啟用，當它被認為大部分住在 IJburg 的小孩會成長為青少年。事實上，
有非常多 12 至 18 歲的人遠超過原本預期的家庭生活於此街區，且他們沒有設施可以
選擇。藍屋處理此議題透過 chill-room，儘管一開始附近居民對此計畫有些對立，後來
達成共識，居民比規劃更早找到共同工作以創造新空間提供青年使用的方法。
藍屋從未打算作為社區服務設施，但它的設立與接觸鼓勵在地居民影響他們生活
與涉入決策，而非由規劃者代表決定。DennisKaspori 相信：「社區是有機體，且需時
間建立特色。最初的 4 年最可能形塑特色。藉由初期的參與、干預與形塑，我們希望
促進社區清楚地建立它的特質。」。對於 Jeanne 而言，藍屋特別的角色在於「加速社
區自身發展的過程。我們改變內部過程，使它更有能見度與可討論。」。

3. 解決策略
藍屋是限定期間的干預。沒有計畫延伸此專案超過已同意的 4 年。無可避免地引
發即將發生於 2009 年底的問題。會員 MerelWillemsen 評論：
「藍屋已經擁有屬於自己
的生命。最初我們精心安排計畫，現在想法已與藍屋的精神合併。每週有超過 200 個
在地居民使用藍屋。最初始於藝術計畫，現在深入社區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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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el 相信重要的不只是見證計畫與廣大的群眾分享學習，而且是更謹慎地規劃解
決策略，因為藍屋喚起社會期待與希望。Jeanne 有更哲學的態度關於計畫的傳承：
「人
們將利用已經學會的東西應用於其他情形，將它們發展得更廣。對我們來說非常有趣，
打破藍屋累積的知識，再觀察這些碎片著陸於哪裡。可能是香港或上海，但某些知識
在 IJburg 勢必被在地化。」。
不管最後結果如何呈現，藍屋確實是有價值的干預，在新都市社區的產生與形成。
IJburg 是如此廣大、複雜與過度規劃的開發，以致於有 4 年藍屋從未間斷地彌補計畫
產生的主要錯誤與對社區影響的後果。
藍屋計畫的不可能性也許是它的效力。藉由在當地干預與鼓舞「快速都市化」的
形式，藍屋是正面改變 IJburg 的催化劑。它證明正確的結合人力與創造力，在沒有大
規模計畫干預需求的情況下，可以改變公共空間，創造更多共享空間。

二、 臺北部分
經由上述荷蘭阿姆斯特丹 IJburg 具有代表性的社區營造案例「藍屋」
，顯現藝術家介
入在地居民日常生活並瞭解其需求，幫助社區重塑公共空間與發展自身的文化歷史。
「藝
術介入社區」的案例對於身在臺北的我們其實並不陌生，其運作方式、精神實與「社區
總體營造」
、
「都市再生」
、老舊社區再造與活化等如出一轍，均強調民眾參與及意識認同，
對共同營造生活環境的重要性。
依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對社區總體營造的定義：
「社區總體營造是以社區共同體的
存在和意識作為前提和目標，藉著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經
由社區的自主能力，配合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的推動，使各地方社區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化
特色，也讓社區居民共同經營『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文化事務發展』、『地方文
化團體與社區組織運作』、『整體文化空間及重要公共建設的整合』及其他相關的文化活
動…等。如此因社區民眾的自主與參與，使生活空間獲得美化，生活品質獲得提升，文
化、產業、經濟再行復興，原有的地景、地貌煥然一新，進而促使社區活力的再現。如
此全面性、整體性的規畫與參與社區經營創造的過程，稱為『社區總體營造』」。社區總
體營造所強調的概念不只是針對空間，且包括社區共同體的存在與意識，居民的共同參
與、主動參與，展開屬於自己的地方生活文化運動、關心社區（包括文化、產業、教育、
公共行政等的整體）
、由下（社區）而上（政府）的方法，人與自然共生、強調永續發展，
社區居民－社區產業－社區行政三者關係密不可分。
臺北市政府從 1995 年開始推動地區環境改造運動，陸續建置「地區環境改造計畫」、
「社區規劃師」、「青年社區規劃師培訓計畫」、「地區發展計畫」、「都市空間改造」等制
度。累積數年來的提案制度及人力培訓的經驗後，為了更進一步推動社區營造及落實民
眾參與，遂於 2003 年度著手推動「社區營造中心」之建置，並於 2004~2006 年執行「社
區營造中心實驗運轉計畫」
，2005 年臺北市社區營造中心則持續進行社區營造整體運作模
式之探討、仁安醫院空間使用的議題討論、北臺灣社區營造中心之串連等工作，建立社
造組織間的交流平臺，整合各項社區營造資源，充分發揮社區營造中心應有之功能。迄
今已完成超過 200 個以上社區自發性的地區環境改造及地區發展規劃案，並建立社區營
造人才的培力及陪伴制度，例如福林社區、永康公園、愛國東路婚紗街、師大路公共藝
術等改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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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從 2010 年開始推動「都市再生前進基地 URS(UrbanRegenerationStation）
計畫」
，由政府單位提供地點，鼓勵民間單位進駐老舊街區，自由展現創新力量，刺激街
區再生發展，使各 URS 基地成為城市中大小創意的伸展平台，在建築、藝術、文化保存
等面向，進行思考討論與創意行動。為擴大 URS 的效應，並使 URS 更為貼近臺北的老街
舊巷與市民生活，於 2012 年啟動「URSPartner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社區伙伴行動計畫」，
廣徵具有熱情與想像的個人與民間團體，鼓勵依各自對都市再生議題的關注，及不同專
長面向，提出一系列都市再生的創意行動。不同於政府必須以城市發展布局作一全盤考
量，以及機關龐大繁複的行政體系與作業程序，民間力量的特質在於以庶民生活及日常
的街區環境為底，以較小的規模、較大的機動性，以及更適切於街區生活所需，對事件
進行反應，對生活提出主張。臺北市政府希望藉由 URSPartner 計畫的推展，引發更多都
市的微型創意行動，刺激社區或社群更深入的思考都市生活與城市空間之間的關係，重
新賦予臺北更多的活力與想像。
臺北市政府全力推動都市再生，在建築物改建時引入公共藝術、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讓老舊的建築、社區得以重生。面對既有的都市計畫體制，臺北市政府提出新的都市再
生行動方案，包括都市再生、都市創新、都市治理、都市生態，進而產生「都市再生前
進基地 UrbanRegenerationStation,簡稱 URS」推動計畫。URS 取其英文諧音 YOURS，意味
著「你們的」、「大家的」，沒有主體預設與框架，每一個 URS 都是一項城市改造策略與
任務，透過專業討論、社區參與、開放多元城市創意構想等方式，逐漸豐富在地生活風
貌、歷史文化與喚起各種多元的都市價值思維。

圖39 URS 專書及 URS23 天母白屋活動文宣
依臺北市政府訂定之「臺北市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推動計畫」
，運用都市再生策略，包
含導入議題與活動以帶動地區的活化、整合公私部門資源以改善地區景觀及活化閒置資
產、提供地區討論平台等，進行「閒置未利用公有房地的臨時活化利用」與「民間都市
更新重建前的活化利用」。目標在於（一）建立推動都市更新前活化使用的機制、（二）
提供都市更新整合平台、
（三）藉由任務性、可移動性的前進基地，採取創新模式的行動
工作，引動一波波都市再生、
（四）整合在地網絡、誘發創意，協助地方產業升級。目前
URS 計畫所涵蓋的基地為南港瓶蓋工廠、中山創意基地、天母白屋、大稻埕故事工坊等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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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URS 計畫涵蓋基地一覽表

編號
URS13
URS21
URS23
URS27
URS27W
URS27M
URS89-6
URS44
URS127
URS155
URS329
社造中心

名稱
南港瓶蓋工廠
中山創意基地
天母白屋
華山大草原
城市影像實驗室
郊山友台
都市跨領域交流中心
大稻埕故事工坊
玩藝工場
創作分享圈
稻舍
社區營造中心

地點
南港區南港路二段 13 號
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 21 號
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 181 巷 23 號
中正區林森北路 27 號
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27 號
士林區凱旋路二段 27 號
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89-6 號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44 號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127 號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155 號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329 號
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237 號

第五節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荷蘭都市空間規劃架構體系完整，層級分明且各司其職
荷蘭都市空間規劃架構體系之第一個層級-中央持續討論並建置未來國家願景架
構，第二層級-省則依中央所提願景架定位多城市的結盟合作之區域發展策略點，第三層
級-各城市發展屬於地方的細部計畫。IJburg 計畫也是依循這個架構，雖然目前 IJburg 計
畫第一期已接近完成，但仍可從「阿姆斯特丹計畫」四項目標-「水岸的重新發現」仍持
續推展 IJburg 計畫第二階段並對其永續發展策略持續討論及強化。

(二) IJburg 計畫提供詳實計畫及都設準則，且公私合夥開發制度完善
IJburg 計畫從除了讓民眾有更好的工作、商業、方便、適合居住的都市空間規劃，
並提出詳實的都市設計準則，並對都市邊界、街道結構、運河、開放空間、策略地區及
高程都做了詳實的計畫。其建設過程公私合作模式、公私共同監督及品質控管團隊協助，
都是讓 IJburg 計畫在最短時間內從無到有的建成。對於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亦提出能
源、交通、水循環、生態、土壤廢棄物及社區方面策略，並提供了相關基礎設施及安全
宜居的現代化居住環境為打造吸引年輕家庭及各種族群到 IJburg 來居住及生活。

(三) 藍屋計畫推動 IJburg 在地社區營造，增進居民互動及參與
荷蘭對於城市規劃以嚴謹與詳細為傳統，民眾參與都市、社區環境構成的機會甚少，
且城市發展以單一功能為方向，對於社區多元化需求欠缺彈性。IJburg 大型住宅社區之
興建非常快速，但對於小小居民需要的基礎設施與公共空間卻無法迅速、有效的提供。
於是，
「藍屋」應運而生，幫助居民創設臨時性設施等彌補 IJburg 規劃策略的不足。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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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發展的歷史、故事、生活及活力等生活要素只能培養，並非紙上談兵即可完成。藝術
家 JeannevanHeeswijk 建立 TheBlueHouse，作為促進地方居民發揮想像力與創意及實驗
自身社區發展的地方。
藍屋計畫係 IJburg 最具有代表性的社區營造案例，4 年期間透過藝術家、建築師、
思想家等進駐藍屋，介入居民日常生活並瞭解在地需求，幫助社區重塑公共空間與發展
自身的文化歷史。藍屋最重要的角色係作為「社區生活實驗平台」
，藉由舉辦活動、研討
會議、藝術創作等方式，協助在地居民建立圖書館、花店、學校等基礎設施。藍屋計畫
帶給台灣最重要的啟發在於推動居民主動性與社區互動參與，及建立在地居民與城市間
可互相溝通交流的管道的重要性。對於台灣社會來說，如此作法相當值得關注。台灣也
需要擴大推動地方居民關懷自己所在的環境發展，並加強傾聽地方真正的需求。
臺北市為首善之都，近年來市政府與在地力量結合共同對於城市空間的運用與提昇
競爭力方面所作的努力不容小覷。尤其，以社區營造與都市再生作為台北都市發展策略
上，傾注公部門與市民團體的創意，引入適當的資源，活化老舊社區建築，帶動周邊連
動效應，使民眾逐漸發現許多不起眼的角落也顯得活力動人，一點一滴改變整座城市。
因此，有人說：
「URS 是台北城中的碎鑽。」
，在看到 URS 個案所展現空間的應用與創意
的實現及社群參與力量的結合後，確實足以說明台北成長的機會與潛力的展現。

二、 建議
(一) 臺灣都市空間規劃架構體系尚缺中央與地方的中介層級
從荷蘭都市空間規劃架構體系重新檢視臺灣目前國土計畫法(草案)或區域計畫法至
各城市的都市計畫的空間規劃架構體系，荷蘭採行三級制(中央-省-地方)，臺灣則為二級
制(中央-地方)。荷蘭的省級，以北荷蘭省為例，至少涵蓋了 13 個大小城市，並依循中央
架構願景串連區域內的城市，並依其相關定位推行策略點，並因地制宜採行不同形式的
具體措施，在中央-地方垂直向度合作關係下，省則成為城市-城市水平向度的合作關係
與中央銜接的機關。與過去台灣的省政府是包含所有的城市，造成兩個皆具中央層級的
機關，而再將省政府層級精簡，解決中央與地方行政區域與職權過度重疊的問題。因此，
臺灣可以再思考應該以目前的直轄市為核心城市，結合周邊城市，形成中央與地方的中
介層級(類似荷蘭省層級)-區域城市聯盟，以協助市層級可以貫徹中央的空間規劃策略。

(二) 「臺北 2050 願景計畫推動平臺」將是補足目前臺灣各城市都市空間規劃所缺
少國家層級整體空間規劃願景的重要關鍵計畫
目前臺灣的國土計畫法(草案)自民國 86 年以來，尚在立法階段，因此在中央在國家
層級整體空間規劃願景尚未確定前，臺北市的都市發展一直往前進，為此臺北市政府提
出了西區門戶、東區門戶、北區門戶、社子島開發等重大的策略發展計畫，因此臺北都
市的願景就更需有更長遠、更宏觀的視野，目前刻正推動「臺北 2050 願景計畫推動平臺」
其制定過程必然是由市民共同參與，以作為臺北未來長期發展指導綱領。為了建立政府
與市民之間的新夥伴關係，發掘民間企業、組織、社區或團體的創意潛能，透過建立「臺
北 2050 願景計畫推動平臺」，建構市民、專家學者、市政府等跨域溝通合作之管道，凝
聚市民共識，落實民眾參與並打造更符合民意的「臺北 2050 願景計畫」，並每年底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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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計畫內容，以時序推進回應臺北 2050 願景，並定期檢討及修正願景計畫內容，將「臺
北 2050 願景計畫」作為未來長期發展指導綱領，並以世界首屈一指的城市作為借鏡，打
造「臺北 2050 願景計畫」，其考量的範圍可能不只是臺北市或北北基，應將北北基桃併
同考量，形成前述區域城市聯盟，並與未來國家空間規劃得以接軌，以補足目前臺灣都
市空間規劃所缺少國家層級整體空間規劃願景。

(三) 重視由下而上(bottomup)的社區發展行動
面對荷蘭 IJburg 太過詳細、缺乏彈性的都市規劃體系，導致空間運用上無法符合在
地居民實際需求且欠缺社區特色。於是，藍屋計畫試圖與在地居民聯手創造空間、彌補
既有空間規劃的不足。
「藍屋」的出現突顯在地居民需求的重要性，故應重視由下而上的
社區發展行動，增加主動介入都市發展之多元管道，以減少由上而下之都市計畫所可能
產生不符實際需求之問題。
無論荷蘭的藍屋計畫或台北的社區營造、都市再生前進基地 URS，均顯示一項非常
重要的訊息：「市民參與」。社區民眾是否積極參與，並凝聚共同意識，認知自己有改變
城市的權利，已是現代市政無法忽視的重要課題。雖然臺北市已非常努力，持續改善老
舊街區環境、引入產業活動，成功再造西門町、士林夜市、迪化街、永康商圈等地區，
加以各項社區營造工作與全力推動 URS 重建城市價值與提升城市生活品質，惟面對要求
愈來愈高的市民與全球化快速變遷的趨勢下，臺北市仍然可以發現值得再檢討精進之
處，例如仍有市民認為臺北市不夠美麗或城市改變速度跟不上市民需求的腳步。
過去，政府總是輕忽「人」與城市間的親密連結，以致市民對於城市規劃無法認同，
只有文明的呈現，缺少活力與特色。如今，透過加強社區彼此間的互動機會、社區經驗
交流、舉辦社區課程分享、建立討論或支援的平台、輔導社區發展、不同社區間彼此觀
摩等，以及積極推動 URS 基地等都市再生策略行動，加入藝術行動與創意構想、連結在
地生活記憶，逐漸改變臺北市風貌，並塑造城鄉聚落具備多元特性。
從臺北市社區營造的工作與 URS 計畫的實踐，不難發現市民對於社群參與、藝術進
入社區等概念實為熟悉，但如何賦予市民有更多參與公共事務的管道，共同負起維持城
市健康與活力及提升城市競爭力的責任，展現市民力量，以及如何突顯社區的獨特性，
讓世界看到臺北市社區的都會創意與文化活力，市政府在法令、制度、程序、策略等方
面均必須從「由下而上」之市民參與角度再思考與精進，俾市政工作確實符合民眾的實
際需求，才能造就城市各項建設的永續性。

第二章 綠色城市
第一節 前言
隨著全球環境氣候變遷及能源使用耗竭，全球暖化現象日益嚴重，為因應氣候變遷及溫
室效應，節能減碳成為全球關注的議題，考驗各國如何因地制宜執行各項綠色政策。
城市人口密度高，為經濟活動中心所在，雖占地球表面積僅約 1%，但居住全球 50%的
人口、消耗世界約 75%的能源、排放世界上 80%的溫室氣體。聯合國估計至 2030 年，將有
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於都市。溫室效應與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極端的天氣氣候事件導致
洪水、乾旱、熱浪侵襲、森林大火、病蟲害及傳染性疾病等事件頻傳，對城市經濟乃至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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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安全即造成威脅，生態系統也面臨嚴重破壞。因此，由城市著手進行永續發展的推動，
以節省能源使用並降低溫室氣體的排放，為目前全球致力研究及努力方向，城市變成了因應
氣候變遷與能源耗竭問題之關鍵角色。
美國能源部二氧化碳資訊分析中心（CDIAC）公布 2011 年每人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台灣為 3.01 公噸，荷蘭為 2.75 公噸。世界主要國家由城市著手進行永續發展的推動，綠色
城市是為了節省能源使用並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即是以「節能減碳」為目標，將綠色城市
結合發展綠色產業之手段，研發綠色材料、再生能源及減碳設計等，作為都市規劃重要的改
革新思維，以營造永續之低碳城市。
荷蘭境內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低於海平面，惡劣的地理條件，加上冬季時間長、日照時間
短的特性，使得荷蘭人格外珍惜和妥善運用大自然給予的資源，秉持「與自然共存」
、
「珍惜
自然資源」的精神，提倡保留更多自然原貌，除了持續推動節能減碳，並將目標升級為成長
的綠色城市，把未來都市化產生的問題一併納入考量，例如能源和水資源短缺、廢棄物處理、
糧食供給和健康，打造永續生存的綠色城市。
本次參訪荷蘭新興城市阿爾梅勒市政府、阿姆斯特丹 IJBurg 社區以及鹿特丹 Erasmus 大
學課程等，主要重點為因應自然環境及氣候變遷問題，採行相關因地制宜的開發方式。在城
市規劃及政策執行上，為避免城市規模過大、單一功能過度集中，給予各城市明確的發展規
模及角色定位，加強連結居民生活和生態環境，傾聽民眾需求以及重視民眾參與過程，持續
增加綠覆率、維護自然環境、積極降低排碳，並以生態、社會及經濟三方面的永續發展為考
量。

第二節 都市規劃篇
一、 荷蘭部分
(一) 以「大眾運輸」及「綠地」為骨架的 Almere 都市計畫
1. 先布局「公共交通建設及綠地」再劃設「住宅區」
為我們簡報的是阿爾梅勒的城市建築師，城市建築師非公務員，是獨立於都發局
之外的建築師，類似約聘的專門委員，阿爾梅勒的誕生係荷蘭政府有計畫的避免阿姆
斯特丹人口過於集中，而作出的疏散政策，120 年前即有阿爾梅勒的填海計畫，1960
年後計畫較具體，建完堤防、抽走海水後，阿爾梅勒城市的骨架是大眾運輸，在劃上
住宅區之前，先布局公共交通建設系統，再規劃綠地分布，最後才是建地，足見其在
都市規劃階段，即將綠色城市概念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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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 Almere 的大眾運輸及綠地分布
2. 擁抱「多元」、「永續」、「友善」
、
「創新」的城市發展目標
國家對 Almere 的空間計畫從現在的 20 萬人要成長到 35 萬人，因為沒有規定期
限，Almere 市政府打算用有機的方式慢慢成長，如果要擴大規模必須要用可持續性的
方式發展，從搖籃到搖籃的概念，在生態、社會及經濟方面都必須達到永續性，並發
展出 7 項原則，最重要的就是居民創造城市：

(1) 珍惜多元性，營造年輕人、老人、移民可在城市居住的環境
Almere 希望吸引三種人來居住：第 1 種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嬰兒潮的長者，他們大
部分已經退休，且有錢、有智慧、有時間，會以義工的方式積極的參與社會；第 2 種
是 21 歲以下的年輕人，占了 Almere 三分之一的人口，讓年輕人留下需要適當的房屋、
設施和教育；第 3 種是從荷蘭其他地方過來的移民，占了 Almere 人口的 25%，大多
是企業家、白手起家，為社會增添多樣性。

(2) 持續創新
2006 年起有 6 個地區由居民自己決定要住甚麼樣的房屋，如同永續性的原則，由
居民創造城市，從 70 年代起小規模開放市民參與，讓公民參與建築和社區計畫活動，
甚至和市政府討論道路、公共設施等公共空間的規劃，市政府會負責水、電等民生設
備，地上物都可以由居民決定，居民就是社區的開發商，另外也讓小孩們參與設計，
教育中心就以小孩們夢想的房屋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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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以小孩們夢想的房屋所設計的教育中心
3. 結合城市與自然，營造順應自然的生活環境
(1) 設計健康的生活系統、密集且完善的交通建設。
(2) 以「花園城市」為城市規劃目標，使城市和自然有更多的連結，像是在森林
裡生活一般，也種植了不同種類的植物以保存生物的多樣性。
(3) 成長的綠色城市：強調健康、有活力、綠化、糧食。

圖42 結合城市與自然的住宅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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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生態社區」為建造目標的 IJBurg 新市鎮計畫
1. 適度疏散城市人口，減少旅次耗能
荷蘭政府有意識的避免所有功能均集中在同一城市，以避免單一城市規模過大，
造成居住及交通問題，阿姆斯特丹人口未滿 70 萬人，政府即在 1997 年開始在阿姆斯
特丹 IJ 河東側小島規劃開發 IJBurg 社區，面積 4.5 平方公里，目標人口為 45,000 人，
預計提供 12,000 個就業機會。

圖43 IJburg 主要計畫
2. 結合人造環境與地景的都市計畫
IJburg 由 7 個島組成，每個小島有自己的個性，第一階段興建的 Haveneiland 及
Rieteiland，有較多高樓層建築，為發展較密集的商業中心，及碼頭周邊的步行大道。
第二階段興建的 Buiteneiland 及 Middeneiland 則為較有機的、充滿水上花園的住宅區，
有些有錢人甚至可以將遊艇直接停泊在住家後院。
傳統上都市設計，將人造環境與地景分開，但 IJburg 計畫就是要結合人造環境與
地景。IJburg 的開發構想在 1965 年即被提出，但擔心過多的填土及堤防造成生態破壞，
1996 年建築師提出一個較鬆的建築規範，減少過多的堤防，也發展出較多水上人家、
沙灘與海岸景觀。IJburg 島也在 Diemerzeedijk 地區規劃了公園將市民親近大自然，發
展綠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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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IJburg 第一階段計畫綠地分布

圖45 多元有趣、親水的房屋型態
3. 3.將綠色交通納入都市計畫層次思考
交通方面，規劃團隊有意識的規劃了一座生態社區，興建市中心鐵路、電車進入
社區，規定每戶只能有一個停車位，減少車輛的使用。
IJburg 各小島由橋梁串連，並有橋梁供電車在 15 分鐘內直達阿姆斯特丹中央車
站，Steigereiland 到 Haveneiland 之間的橋也可供電車通行，另有兩座橋樑提供腳踏車
通行到達 Diemen 及 AmsterdamOost，該橋僅供自行車使用，可在 20 分鐘內直達市區，
車行道路則必須繞較遠的路，鼓勵大家使用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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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僅提供一車位的住宅單元
4. 居住與工作混合使用的都市計畫
為了減少通勤旅次造成交通擁擠及耗能，IJBurg 讓住宅與就業融合在社區，一樓
是小型工作室，樓上是住家，讓當地居民有就業機會，不必再到市中心工作，提供的
就業機會也不再是汙染環境的重工業，而是諸如電視台、小型外包公司等工作時間地
點較為彈性的工作(約佔 20%)，並提供學校、商店、運動場、餐廳、海灘、甚至墓園
等設施，以吸引更多人移入。

二、 臺北部分
(一) 密集建成環境的綠色城市策略
臺北市因可建地僅佔全市面積 50%，要透過新市鎮的方式達到綠色城市目標較為困
難，但仍能透過修補方式及各向軟硬體措施達到綠色城市效果。例如臺北市擁有高資源
回收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最低、耗油量低、空氣品質全臺灣最好、公共運輸工具使
用率最高、污水處理率百分百、低碳公車掛牌數量最多等綠色城市指標，但綠覆率較低，
則可透過都市計畫變更回饋、串連都市綠廊方式，提高綠覆率及生態效益。

(二) 以都市計畫變更回饋綠地或都市更新提供綠地提高綠覆率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
，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應捐贈公共
設施用地及可建築土地面積之合計占變更工業區土地總面積之比例，分別不得低於百分
之三十七、百分之四十點五，其中公共設施用地（多為公園綠地）不得低於變更工業區
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例如東區門戶計畫中，國揚及南港輪胎土地工業區變更為商業
區將回饋 30%公園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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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
，建築設計與鄰近社區相互調和、無障礙環境及都市
防災、開放式空間廣場、提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或採綠建築設計，均可申請容積
獎勵，鼓勵提供綠地或開放空間。

圖47 東區門戶計畫
(三) 營造完善的親山步道及親水設施，鼓勵民眾發展綠色生活
親山計畫將臺北市之山系資源分為四大山系（北投山域、士林內湖山域、南港山域
及文山二山域）
，以休閒遊憩之概念推動生態體驗、生態教育等活動。結合大眾運輸路線，
以捷運站、公車站為出發點，針對親山廊道進行檢討與規劃，提升民眾對於親山的可及
性及安全性。
另河川過去多為堤防阻隔於都市之外，居民難以親近，河川上的高架橋也破壞了都
市景觀，透過河濱公園的建置，增加民眾休憩的地點，鼓勵民眾親近河川，發展綠色生
活，目前臺北市有 29 個河濱公園。

圖48 大崙頭尾山親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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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雙溪河濱公園

三、 三、荷蘭與臺北之比較
(一) 臺北應加強市民對綠色城市的認同度
荷蘭民眾對於發展綠色城市有很深的認同，她們認同減少車道面積，增加人行、綠
地空間，因此對於政府推動綠色城市是很支持的，臺北在資源回收、公共運輸工具使用
率已有顯著表現，但與國際城市評比，總讓人覺得整個城市還是不夠綠，如能透過活動、
學校教育、展覽、影展放映，加強市民對綠色城市的認同度，後續在推動綠色城市將更
有成效。

(二) 臺北應發展出密集建成環境的綠色城市策略
臺北的人口密度較荷蘭高出許多，現有土地多已密集開發利用，臨海條件也未能透
過填海造陸增加建地面積，要透過新市鎮的方式達到綠色城市目標較為困難，但仍能透
過修補方式及各項軟硬體措施達到綠色城市效果，如都市計畫變更、都市更新計畫鼓勵
提供綠地面積，鼓勵建築搭設綠屋頂等，以增加綠覆率，另營造完善的親山步道及親水
設施，並提升其可及性，也可讓民眾享受更多綠色生活。

(三) 臺北市可學習荷蘭適度疏散都市過多的人口
荷蘭政府有意識的避免所有功能均集中在同一城市，以避免單一城市過大造成居住
及交通問題，因此荷蘭 7 大城市均在 80 公里範圍內，車程約 1 小時每個城市各有專長，
阿姆斯特丹是國際商業中心、鹿特丹是海運中心、海牙是政治中心、烏特列支是國內企
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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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人口未滿 70 萬人，政府即在 1997 年開始開發 IJBurg 社區，另建造
Almere，以疏散阿姆斯特丹人口，相較臺北集中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功能，產生過
於集中如房價過高等問題。
臺灣應加強臺北市周邊城市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的生活機能，以吸引更多人
移居周邊衛星城市，甚至是提升中南部縣市的居住、就業、商業條件，以疏散臺北市過
多的人口，降低城市的人口壓力後，綠色城市目標更有望實現。

第三節 國際花卉博覽會篇
一、 荷蘭部分：2022 阿爾梅勒世界花博(Floriada2022WorldExpo)

圖50 2022 阿爾梅勒世界花博 logo
阿爾梅勒將主辦 2022 年世界花博，這是著重於園藝領域的創新，也是荷蘭自 1960
年起每十年一次大型國際博覽會。本屆花博的主題是成長的綠色城市。在這屆花博，為
解決未來都市化的問題，如能源和水資源短缺、糧食安全和健康問題，將展示綠色和永
續的解決方案。

圖51 展場模擬圖
(一) 緣起
自 1960 年來 Floriada 世界花博每十年舉辦一次，舉辦地點只在荷蘭，自創辦至今的
6 次花博，分別在以下幾個城市舉辦：1960 年在鹿特丹(Rotterdam)、1972 年和 1982 年在
阿 姆 斯 特 丹 (Amsterdam) 、 1992 年 在 特 彌 爾 (Zoetermeer) 、 2002 年 在 哈 萊 姆 彌 爾
(Haarlemmermeer)、2012 年在芬洛(Venlo)，每一次 Floriada 世界花博展期為六個月，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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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人次約 200 至 300 萬。2012 年 9 月 24 日荷蘭園藝協會宣布 2022 年第七屆將於阿爾梅
勒舉辦。
花博是從 2012 年宣布主辦城市之後就開始籌備，眾所周知，園藝、種子及作物原料
是荷蘭經濟的尖端產業，世界花博恰恰能夠體現荷蘭園藝的價值及精髓，就是健康的食
物、經濟推動力、知識和創新、綠色空間、休閒及永續發展。另外，花博還準備迎接其
他的挑戰，那就是作為結合運動與水兩個元素的橋樑，以及對於青年與教育的優先考量
與栽培，也是籌備階段的重要工作。總之，本次世界花博將是為致力於尋找世界食品問
題解決方案，關注國內外有關園藝、永續發展及能源效率等各種議題專業人士所打造的
重要盛會。

(二) 成長的綠色城市
阿爾梅勒都市規劃的重點在於成為綠色城市的模範，2022 年也將成為荷蘭園藝產業
向世界展示的最佳地點，2022 年的 Floriada 世界花博計畫，將會包括荷蘭園藝產業及阿
爾梅勒的共同目標及願景，綠色成長及綠色城市兩項議題合併為「成長的綠色城市」
，也
就成為本次大會的指導主題，在接下來的籌備期間，阿爾梅勒期望朝著理想中綠色城市
的通用形象目標前進，並希望這個意象是能夠被國內外城市可以認知及效法的。努力方
向有兩個：第一個是希望能夠收集到實踐綠色城市的最佳方式，第二個是在花博開幕前
將各類型的方法於阿爾梅勒實踐。

圖52 成長的綠色城市 logo
(三)

綠色城市行動

阿爾梅勒是根據英國社會及都市規劃學者霍華德的花園城市理念所建設而成，城市
被水與自然圍繞，也扮演一個延伸及擴大綠色城市理念的角色。因此，阿爾梅勒極力想
推廣及定義綠色城市，也想成為綠色城市理念的最佳實踐城市。
因此阿爾梅勒希望能夠藉由舉辦此一盛會，從全世界汲取各種關於綠色城市的知識
及專門技術，創造世界所都認同的理想綠色城市願景，於籌辦大會期間致力於與荷蘭國
內及國外交流綠色城市的最佳實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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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梅勒將向全世界提出邀請，收集任何能夠達成世界所能認同理想綠色城市願景
的知識及技術，因此，阿爾梅勒開始組織一個推動成長綠色城市的國際網絡，並已經成
立了一個相關的青年組織（YouthFloriada）。

圖53 青年創業企業
(四) 2022 阿爾梅勒世界花博地點

圖54 會場規劃
2022 阿爾梅勒世界花博將會是一個盛大的、令人驚豔的、集中式的世界園藝博覽會，
是一個範圍大小適合步行的場地，根據估計，舉辦期間每天最多將有 35,000 人次參觀，
舉辦地點也直接與綠色連結，包括松樹林、落葉林或灌木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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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梅勒本身就是一個最適合舉辦 2022 世界花博的城市，位處荷蘭中心位置，距離
史基浦機場約 20 分鐘車程，一小時之內即可到達荷德邊境及歐洲最大港－鹿特丹港，並
連接起荷蘭最大的食品生產基地福萊福蘭省、北荷蘭省及最大的阿姆斯特丹都會區，城
市與鄉村田園距離大幅拉近，甚至緊密的結合起來。
會場地點在市中心，內湖（Weewater）的水岸邊，直接面臨 A6 公路，相對於阿爾
梅勒已經發展密集城市中心，會場區未來將型塑為另一個綠色市中心，將打造為如同一
塊巨型的花園式地毯，具有精彩、緊湊、多元化及智慧元素的綠色城市，覆蓋在內湖上，
與現有的幾個島嶼連成一體。會場佔地 60 公頃，其中水域面積為 15 公頃，一條連接城
外的高速公路已經通車。根據規劃，會展區將成為新城區，完全參照阿爾梅勒到目前為
止的發展歷程，結合阿爾梅勒 2.0 計畫，為未來的進一步發展做好準備。
在阿爾梅勒的計畫中，花博並不是一次性的大型盛會，而是一個開始，未來將建立
一個在市中心的、新的、永久的地區，並將賦予阿爾梅勒花博的名稱，將成為一個國際
的文化、自然及休閒公園，未來作為阿爾梅勒重要的聚會及享受自然的場所，因此，阿
爾梅勒在花博的投資都是長期的。會場設計是由景觀建築及都市規劃師 WinyMass 設計，
他將會場地區設計為典型的綠色城市，將是一個能夠生產食物及能源丶淨化水源、廢物
再使用、甚至於自給自足的地區。

圖55 展場夜景模擬圖

二、 臺北部分：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圖56 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logo
「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是臺灣首次獲得國際授權舉辦的世界級博覽會，也是
亞洲第 4 個國家、第 7 個城市舉辦的國際博覽會。它就如同萬花筒般，展現出臺灣的「花
卉園藝實力、文化藝術特色、環境生態關懷、先端科技成就」的國力與繽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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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2010 圓山園區
(一) 緣起
AIPH（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HorticulturalProducers）目前有 33 個會員機構，分
屬於 25 個國家。經 AIPH 認證的博覽會，為國際上最高級別的園藝專業型博覽會，展現
主辦國之花卉產業、文化成就與科技成果。
2006 年 4 月，臺灣區花卉發展協會與臺北市政府聯合向 AIPH 提出申辦 2010 年國際
花卉博覽會。2006 年 11 月 AIPH 正式來函，通過花博會之申請案，臺北市終於代表臺灣
首次獲得此項國際授權，也是繼日本大阪（1990）
、中國昆明（1999）
、日本淡路（2000）、
日本濱名湖（2004）
、中國瀋陽及泰國清邁（均為 2006）之後，亞洲第 7 個經 AIPH 授權
認證舉辦國際花卉博覽會的城市。
2010 年 11 月 6 日至 2011 年 4 月 25 日」為期 171 天的花博盛會鼓舞及祝禱，也象
徵「臺北—臺灣」向世界「花」聲，宣告臺北花博創造國際花博新紀元、宣揚「最美麗
的力量」的企圖心。
此次花卉博覽會的舉辦，不只提高了臺北市及臺灣在國際上的地位、聲望及能見度，
還能一併帶動臺灣觀光旅遊業、餐飲業及園藝生技業的發展，並提升相關教育、文化、
環保與就業等效益。

(二) 市中心區展現花都風采
臺北花博會場佔地共 91.8 公頃，分為「圓山公園區」
、
「美術公園區」
、
「新生公園區」
和「大佳河濱公園區」四大展區，共有 14 座主題展館，其中 8 座為現有館舍改裝，包括
圓山公園區的爭艷館、名人館、文化館和真相館；美術公園區的美術館和故事館；新生
公園區的養生館和花茶殿等。另外，有 6 座為新建展館，包括圓山公園區的流行館—遠
東環生方舟；美術公園區的舞蝶館、風味館；新生公園區的夢想館、未來館和天使生活
館等 6 座。展現主題為「彩花、流水、新視界」（River,Flower,NewHorizon）
，主要是運用
「園藝」
、
「科技」及「環保」為設計理念，全區規劃是以達到節能減碳及 3R（減量 Reduce、
再利用 Reuse、回收 Recycle）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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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特別的是，以往國際花卉博覽會的舉辦城市皆將會場設於近郊，而臺北花博卻
是全世界第一次在市中心區、在公園內、在水岸邊，且同時設有水岸入口的世界級博覽
會，呼應城市居民對綠地的渴望，讓每一位愛好花卉園藝的民眾均能一同參與花卉博覽
會，融入臺北這個精采的城市。

圖58 展場規劃
(三) 四大特點
花卉博覽會整體規劃設置 14 座展覽館，其中 8 座為現有館舍改裝，6 座為新建展館，
主要展現「花卉園藝實力」、「文化藝術特色」、「環境生態關懷」及「尖端科技成就」等
四大特點。茲將此四大特點分述如下：

圖59 新生園區
1. 花卉園藝實力
此部分主要從「廣度」及「深度」展現我國花卉園藝的產業實力，並發揮臺灣農
業科技的優勢。園藝景觀運用大面積的花海及其色彩變化、花卉品種收集展示等，來
呈現繽紛印象，並結合藍色公路優勢，透過基隆河岸景觀塑造、生態環保宣導及花車、
花船、花雕、綠雕等活潑的展示內容，展現生生不息的流水、活力意象。此外，也會
展現園藝植栽的新品種、新技術及新話題的焦點植物，創造出日新月異的新視界及創
新意象。相關展館規劃有 5 座展館，包含圓山公園區之爭豔館、名人館，新生公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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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來館、養生館、花茶殿等。

2. 文化藝術特色
臺北花博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教育局、客家委員會、原住民委員會、民政局與
產業發展局等局處分別安排了超過 8,000 場次的藝文展演，每天平均 47 場文化藝術表
演節目在展區中盡情揮灑。原舞者、優劇團、舞鈴劇場、明華園等國內表演團體，還
專門為臺北花博量身製作定目劇和地方傳統藝文展演等，精彩絕倫。相關展館規劃有
5 座展館，包含圓山公園區之流行館、文化館，美術公園之故事館、美術館、舞蝶館，
另外也規劃 10 座表演場地，讓民眾得以共襄盛舉。

3. 環境生態關懷
環境保護為人類共同的責任，尤其全球暖化已成為全球關注議題，因此臺北花博
特別將環境保護、生態保育與資源循環納入設計理念，並製作 3D 影片「面對臺灣的
真相」以揭露臺灣生態面臨的危機與環境之美。相關展館規劃如圓山公園區之真相館。

4. 尖端科技成就
為展現臺灣傑出的尖端科技，在花博盛會的 14 座展館中，夢想館、天使生活館、
未來館、舞蝶館和風味館等 5 座展館，由於在營造綠意美質、節能減碳「綠建築」和
國際建築美學等方面表現卓越，獲得 2010 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類公共建設
類卓越獎」的肯定。其中包含新生公園區之夢想館運用臺灣發展最尖端電子科技，透
過最前衛的感應技術與互動科技，及新生公園區之生活館，採智慧型環境控制模式，
分別以引進地冷、自然通風及自然能源來控制展館內各區溫度。這些展館將在展後多
數繼續保留，做為藝文表演、花卉園藝等場地，成為花博公園，成為臺北市的新地標。

(四) 帶進龐大經濟效益，提升臺灣產業發展
當國家在計劃舉辦博覽會時，必然會藉機帶動目標產業，「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
會」即帶動臺灣會展產業、觀光旅遊業、花卉、園藝與文化創意產業，讓國際社會更認
識臺灣，有利於提升臺灣的國際地位、聲望及能見度。

圖60 夢想館展示內容
綜合而言，臺北花博達到以下效益，包括：提振總經濟效益超過新臺幣 43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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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超過 896 萬以上參觀人次，行銷「臺北—臺灣」的國際知名度；直接照顧國內花農
提升花卉產值 8%以及達到活絡觀光、提升教育、環保示範和理念宣導、帶動文化風氣、
以及促進就業等多重效益。特別的是，臺北市政府與其他縣市政府共同合作，推出「縣
市週」活動及門票優惠專案，並以臺北花博為「集客中心」
，各縣市政府共同合作推出結
合全臺著名花卉產地之主題遊程，並進行校外教學、餐飲美食、農特產、花卉、植栽、
觀光、花博宣傳等合作交流方案。

三、 荷蘭與臺北之比較
阿爾梅勒與臺北市於 100 年 11 月 14 日已簽署合作備忘錄（MOU）
，將就都市永續發
展丶投資與經貿加強交流，並且分享舉辦大型活動的經驗，有鑑於臺北市已成功舉辦 2010
國際花卉博覽會，而阿爾梅勒又將於 2022 年舉辦世界花博，因此先前阿爾梅勒曾多次由
市長或副市長率團拜會臺北市政府就舉辦大型活動的經驗進行交流，根據此次與阿爾梅
勒市交流，歸納出兩市辦理花博之相同及相異處。

(一)

相同處

1. 結合都市規劃
兩市花博會場規劃均與都市規劃結合，最大共通點為與水岸結合，並於規劃時均
考量展後之展場運用，阿爾梅勒花博會場則預定轉型為新的綠色市中心，臺北花博會
場於展後轉型為花博公園，繼續提供會展及休閒功能。

2. 注重環保綠色永續
阿爾梅勒花博主題為成長的綠色城市，並積極想與全世界交換綠色城市實踐經
驗，而臺北花博特別將環境保護、生態保育與資源循環納入設計理念，如新生三館為
綠建築。

3. 科技展示
阿爾梅勒花博將展示有關花卉產業、糧食及綠色能源等相關科技展示，而臺北花
博也針對花卉產業、綠建築、園藝展場環控等相關科技展示。

(二) 相異處
1. 糧食供給
阿爾梅勒花博另一重點在於以科技增加糧食供給，臺北花博較無針對此重點進行
推廣。

2. 青年創業
阿爾梅勒花博提供青年創業機會並給予補助，臺北花博則無此項措施。

3. 文化藝術表演
臺北花博安排超過 8000 場藝文表演，阿爾梅勒花博尚無此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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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綠屋頂篇
一、 綠屋頂概念及功能
(一) 綠屋頂概念
通往綠色城市願景的作法有很多，透過面的土地使用計畫固然能夠由根本上提升城
市的綠化程度，但這類的作法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見到成果。
「綠屋頂」的作法正好彌補了
這樣的不足，透過對現有建築物屋頂及牆面的綠化，可以直接、快速且有效地增加城市
內的綠化空間，考量城市中建築物屋頂及牆面總面積，若能全數加以綠化，不啻為另一
種大幅提高市區內自然生態空間的方式之一。
綠屋頂的概念就如其字面一般十分容易理解，廣義的綠屋頂泛指在建築物原有的頂
蓋上加設植物覆蓋的屋頂，包括庭園式的「空中花園」
、
「盆栽式的「簡易屋頂花園/菜園」
以及在功能上更強調節能省工的「薄層式綠屋頂」（財團法人臺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
會，2007）。

圖61 庭園式綠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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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 盆裁式綠屋頂

圖63 薄層式綠屋頂
資料來源：GreenRoof 綠屋頂專題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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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綠屋頂的功能
透過綠屋頂的施作主要可協助綠色城市實現「降低都市熱島效應」及「減少地表徑
流」之目標，同時，對屋內的住戶而言，加設綠屋頂後還能收到降低噪音與延長建築物
壽命的效果。

1. 降低熱島效應
都市熱島效應主要來自於建築物和柏油對太陽光的吸熱與蓄熱，常見的瀝青屋頂
防水塗層以及建築物本身使用的水泥建材，均是公認吸收太陽輻射效果最好的材料之
一。另一方面，現代化建築物往往高度依賴空調設備，空調排放的熱空氣提高都市空
氣的平均溫度，使道路鋪面及建築物的排熱更為困難。加以臺北市位處盆地地形，山
脈的阻隔使空氣的對流不如一般平原城市快速，以上種種條件均強化了熱島效應的惡
性循環。最後，由於城市中樹木、綠化空間的缺乏更使問題加鉅惡化，以臺北而言城
市地區的溫度可較郊區高出 5 至 6 度。加上於臺北市的活動人口量為全臺之冠，熱島
效應作用的結果，一方面使人們生活的「舒適度」大幅降低，另一方面則更增加能源
的消耗，十分不利於節能減碳目標的推動。

圖64 臺北市熱島效應明顯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減少都市熱島效應有兩種作法：一個是增加都市中的植披面積，另一個則是增加
建材表面的反射率。綠屋頂可說是兩者兼具：綠色植物及土壤的存在，可以遮蓋吸熱
快、蓄熱能力強的水泥建材，同時將部分太陽的熱能予以反射；另一方面植披生長期
間蒸散的水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冷卻周遭的空氣，創造相對較涼爽的微氣候環境。根
據聯合國「環境研究計畫」研究指出，當城市綠屋頂面積達 70%時，可減少整個城市
80%的二氧化碳含量，都市熱島效應也隨之消失（賴義中，2014）。
下圖以紅外線溫度器實際測試建築物屋頂有無覆蓋綠色植物的溫度差異，在沒有
綠色植物覆蓋的區域，溫度約為 55 至 60 度；相對地，在有綠色植物覆蓋的區域，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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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僅有 35 至 40 度，兩者明顯的差異顯示出綠屋頂對建築物降溫的顯著成效。

圖65 綠屋頂的設置降低建築物頂樓鋪面溫度
2. 減少地表逕流
由於都市發展本身的特性使然，除了造成都市熱島效應外，也嚴重干擾自然的水
文循環。都市地區的降雨由於無法穿透瀝青或是水泥之類的材料進入土壤層或地下水
層，降雨時大量地水體快速地被下水道系統引入河川，地下水難以獲得足量的補充，
相反地地表水的流量與流速則相對提高，逕流直接、迅速地排放至河川或集水區下游
地區，會大幅加快洪峰發生的時間，同時也提高洪峰的強度，美國的研究指出，在相
同的空間規模下，城市地區的地表逕流是郊外自然地區的 5 倍（EPA，2003）
，這對城
市防洪是個困難的課題。此外，這些地表逕流雨水將城道路上的汽油、機油以及各種
用在室外的清潔劑、植物營養劑等等沖刷進入河川，則是造成河域的污染的重要成因
之一。

圖66 城市地區與自然地區降雨去向差異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urbanrunoff」條目

綠屋頂的設置可以有效減少降雨時產生的地表逕流，即減緩都市排水道系統的負
荷，延長降雨洪峰的時間並降低其強度。利用土壤與植物來控制降雨進入水文循環的
速度，避免驟降的雨水成為蝕刷地表的逕流，以減緩、分散、吸納為目標讓降雨重新
回歸成為水文循環的一部分。依德國的研究指出，綠屋頂上設置 10 公分厚的土壤介
質，就可以吸收高達 35 公釐的雨水（江育賢，2013)。而若能收集處理降雨前 30 分鐘
或前 1.5 公分雨量所產生的初期逕流，就可有效的控制 80%的非點源污染（行政院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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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護署，2014）。

二、 荷蘭部分
(一) 趨勢
國土三分之一低於海平面的荷蘭，在先天條件上本就易受水患侵襲，近年來由於極
端氣候的常態化，加以荷蘭城市慣設運河等水道，遇到「短延滯、強降雨」的氣候時較
其他地區更容易發生水患成災。

圖67 短時強降雨對荷蘭城市的危害
為了應對氣候的遷，鹿特丹市政府提出了多元的手段，包括水廣場、地下儲水、水
上建築、河道拓寬及綠屋頂等等，各種作法的成效、效益不同，在這此可行的措施之中，
綠屋頂可算是成本較低、適用範圍較廣的一種作法。近年來，荷蘭透過大量的實證研究
發現，綠屋頂在許多面向對於都市社會均能有正面且顯著的效益，包括保水、改善空氣
品質、提高生物多樣性、降低熱島效應等等，這些過去並未被重視的「效益」現已得到
正視。也因此在荷蘭，
「綠屋頂」及「垂直綠化」是個蓬勃發展中產業，許多知名的建築
師已將綠屋頂納入他們的一般性的設計作品中。不動產開發業者和住宅團體也逐漸開始
感受到推動綠屋頂所帶來的利益，在基地空間有限的條件下，利用綠屋頂技術可以協助
滿足法規對於綠化面積的要求。愈來愈多業者提供設置綠屋頂的技術，甚至出現提供維
護等軟性服務的供應商，整個市場的發展漸逐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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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綠化空間係位於二樓人工平台

圖68 一處住宅區內 1,800 平公公尺的綠屋頂
(二) 案例
在公共建築部分，荷蘭政府帶頭推廣綠屋頂，鹿特丹一處接近港區與市中心的狹長
型土地，經過開發整理後建設成具有 8 萬 5 千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的複合使用空間，內
含辦公室、商店及學校，而值得一提的是，這個開發案由於位在綠地資源較缺乏的
Bospolder 地區，故在設計時透過與綠屋頂的應用，在屋頂提供了大量的綠色開放空間，
800 公尺長、80 公尺寬的建築物屋頂上全部是綠色開放空間，開發案更被稱為「鹿特丹
屋頂公園」
，直接反映出該案的特色。透過高低差及斜面緩坡屋頂的設計，配合周邊道路、
人行道與自行車道的規劃，讓這個大型綠屋頂的可及性非常高，開車前來的民眾可直接
到達停車場及商店區，步行或利用自行車前往的使用者則可以無礙地直接到達屋頂上
方。而在這一大片屋頂上，除了有數量龐大的綠色植裁外，更有遊戲空間、社區花園、
藥草花園、噴水池等設施，提供市民豐富而多樣化的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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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一層為商業使用，左側緩坡連結原有高程。整個開發案上方均以植裁做成綠屋頂開放空間

圖69 鹿特丹屋頂公園全景
(三) 政策
1. 中央政府
在國家政策上，令人意外的是荷蘭中央政府並沒有具體的政策或補助支持綠屋頂
的設置，但這並不表示中央政府不重視這個議題。荷蘭各主要城市特色不同，因此中
央政府是透過廣泛地鼓勵企業在環保方面的投資並提供租稅減免，以做為引導企業轉
型的誘因，咨並沒有指明特定的技術或作法，具體的實施對策由各企業自行決定，或
留給地方政府選擇推動的項目與方式。

2. 地方政府（主要以鹿特特丹為例）
在地方政府方面，為了進一步推動綠屋頂的普及，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等城市最
早開始對建築物裝設綠屋頂給予補助，到目前為止全荷已有 11 個城市跟進這樣的政
策。鹿特丹更訂定目標計畫在 2030 年時將城市的碳排放降低至 1990 年的 50%，為了
達成這個目標，市政府有完整的規劃創造綠屋頂供需市場，期望不單只靠政府的補助
政策，而是靠市場的力量來推動。鹿特丹推出的政策有：

(1) 以身作則
首先，為了帶動綠屋頂的市場，市政府自我要求在 2030 年前市有建築物屋頂面積
50%以上要施作綠屋頂，如此可以確保在現在起的 15 年間綠屋頂市場會有一個穩定
的規模，有助於產業界投入這個領域生產、創新。

(2) 獎勵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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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對於裝設綠屋頂的申請人給予補助，如此可以減輕申請人初期投入的負擔，
進一步拓大市場規模。對於不同的區域補助並不相同，鹿特丹市範圍內，市政府給按
施作面積給予一定補助，又該政策係配合對「水」的管理而生，故在水利單位所指定
的區域內，綠屋頂申請人可以額外再獲得水利單位提供的補助，即在政策執行上優先
針對環境課題較嚴重之區域引導改善。
國家對於是否補助及額度並沒有統一的規定，而是由各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因此，
各城市的補助金額、方式等往往有所不同，就現有的資料顯示，對每平方公尺綠屋頂
的補助由 25 歐元至 50 歐元不等，但均有限制補助的總額不超過申請者裝設綠屋頂總
費用的半數以上。審核申請案的標準也隨著不同城市有很大的差異，有些城市重視綠
屋頂新增的結構有無獲得建築師的簽證認可，另外亦有城市要求申請人提出該綠屋頂
的保水功能有達到市政府要求的標準才給予補助。

(3) 溝通協調
再次，市府推動綠屋頂的政策目標雖係為提升都市治水能力，達成永續發展願景，
但在向市民宣傳政策時，對於公共利益的宣傳雖有，但整體而言偏重於裝設綠屋頂對
申請人之「實益」，如電費的減少，親近自然的機會增加，結合可食地景概念後市民
可自己耕作收獲蔬等等。如此一來市府政策與民眾生活間的距離感大大縮小，且相對
於抽象的公共利益，實際的經濟利益對申請人而言有更強的誘因，結果而言是加速政
策的實現。

(4) 創新研發
最後，市府在推動時除了創造需求與提供補助外，更將心力投注在健全綠屋頂產
業。鹿特丹在推出補助計畫時，即明確認知該補助不可能長期持續，且裝設後未來尚
需維護、保養與更新，若沒有發展出從生產、施工，到維護、修繕的完整產業鏈，隨
著設備的老舊損耗功能將一併降低，且缺乏維修保固的產品在市場上推廣即有困難。
是故，市政府設計許多機制設法讓市場完整健全，包括研訂工作手冊，讓有人投入該
產業之生產者可以快速掌握施工重點與規範；建立平台媒合申請人與供應商，減少買
賣雙方的交易成本。
觀察鹿特丹市的隨屋頂政策可以發現，該市在設定政策目標的即兼顧市場的需求
面提升及供給面增加。公有建築物大量施作綠屋頂、跨部門合作支給申請人補助金以
及廣泛且有效地向市民宣傳綠屋頂政策均是是創造市場需求的手段。而在此同時，市
政府亦未忽略對市場供給面的扶持，考量到綠屋頂這項產品的主要獲利方式並非產品
銷售，而是後續維護（類似汽機關經銷當的獲利模式）
，為了讓未來市場上流通的產品
能夠相互通用，在供給市場成熟前，市政府即帶頭制定明確地施工及審查規範，將綠
屋頂的相關產品規格化，如此一來不論各供應商進入市場的順序先後，只要依既定的
規格設計、施工，所有物件均能相融，一方面有利生產者大規模生產，另一方面創新
設計的產品也能快速打入市場，對有意願投入製造者而門門場門檻降低許多。
由於政府財政有限，綠屋頂補助政策不可能永久持續，故在政策制訂之初市府即
希望同時兼顧供給與需求兩方面，以期有朝一日補助政策退場後，綠屋頂政策的運不
致人亡政息，更重要的是，在扶助供給面的同時，讓荷蘭許多小規模、低階的製造業
者順勢轉型提升成為環保相關產業的供應商，也在市場上鼓勵這個領域的創新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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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目的希望達到綠屋頂「規格」、「技術」、「產品」三方面的輸出，在追邁向永續城
市的同時也為兼顧城市經濟動能的提升。

三、 臺北部分
(一) 趨勢
臺北市位處亞熱帶地區及盆地地形，加以臺北市機動車輛密度遠高於歐陸國家，受
熱島效應的影響較荷蘭等溫帶歐陸平原城市更鉅。近年來極端氣候常態化，以今（2015）
年為例，6 月份即出現超過 37 度的高溫，使市府提早啟動街道灑水措施應對。這些現象
都使臺北市積極思考氣候變遷下的調適問題，而相較於闢建大型公園綠地在用地取得、
建設經費等方面的困難，推廣施作綠屋頂成為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

(二) 案例
臺北市為了配合舉辦 2010 年世界花卉博覽會，自 2008 年起推動「臺北城市花園推
動計畫」
，該計畫雖非以建設綠屋頂為主要目標，然卻成就了許多公有建築物示範推動綠
屋頂的案例，例如松山區公所、成功停車場、劍潭里活動中心等處綠屋頂施作。其後在
舉辦花博期間興建的新生展館，讓民眾可以直接走上綠屋頂，利用花博的人潮成功地展
示了高可及性的綠屋頂應用。
此外，國際知名的綠建築「北投圖書館」也是早期成功運用綠屋頂技術的案例之一。
透過臺北市政府的努力以及這些實驗案例的成功，綠屋頂技術在臺北愈來愈具可行性。
依市府建管處調查的數據顯示，信義區行政中心頂樓屋頂經綠化後，室內溫度降低約攝
氏 3 度至 5 度，這也成為市府後續推廣綠屋頂設置的重要科學依據。

圖70 松山區公所綠屋頂實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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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 花博新生館

圖72 北投圖書館
(三) 政策
由於綠屋頂具有施作容易、效果顯著的特性，臺北市已訂定「臺北市綠建築自治
條例」
，要求依都市計畫應取得綠建築標章之非公有建築物及工程總造價達新臺幣 5 千
萬元以上之公有建築物，屋頂平臺綠化面積應達 50%以上，並應設置儲水容量達 2 噸
以上之雨水貯留利用系統及澆灌系統。由大型公有建築物開始全面推動綠屋頂的設
置，同時亦配合容積獎勵的誘因機制，希望逐步將設置綠屋頂規範推廣至非公有建築
物上。

四、 荷蘭與臺北之比較
為了推廣綠屋頂的設置，臺北與許多荷蘭的城市一樣訂有補助標準，本次參訪時在
鹿特丹伊拉姆斯大學與講師針對綠屋頂的議題有許多互動的討論及交流，就臺北市與鹿
特丹市在推動綠屋頂作法上有幾處明顯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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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法令管制上，鹿特丹並不如臺北市訂有自制條例強制規範公有建築制或特定
私有建築物興建時必須設置綠屋頂。然而在鹿特丹，凡是自願性設置綠屋頂，不論新建
物或既有建物的加設都一樣可以由市政府獲得一定程度的補助。與臺北不同之處在於鹿
特丹市由於有較完整的城市調查資料，因此其費用補助的標準針對城市內各區域有所差
異，在一般地區的補助每平公尺約為 25 歐元，而熱島效應較嚴重的地區，若經市政府指
定的特別改善地區，申請裝設綠屋頂的補助金額較一般地區增加約 20%，可提高至 30 歐
元。這樣的差異使有限的經費能夠花在刀口上，將資源真正投入至問題較迫切的地區。
反之臺北市由於綠屋頂的推廣仍在起步階段，故並未針對不同地區訂定差異化的設置或
補助標準。
其次，鹿特丹政府很早已意識到補助政策無法長期永續的推行，一方面係政府的經
費有限補助款項總有用盡的時候，另一方面綠屋頂的設施一如其他所有固定設備，須要
長期的保養與維護，這部分的費用須全數由所有權人自行負擔，因此若所有權人非出於
自身意願而強迫其裝設，便很可能疏於後續維護管理，如此一來反而造成浪費。
因此，為了要讓綠屋頂的能夠永續的存在並發揮其效果，必需同時創造供給與需求，
透過市場機制的運作支持整個產業的發展。為此，鹿特丹市除了對綠屋頂申請人提供補
助外，同時也資注成立數個提供綠屋頂技術及相關商品的公司或組織，這些公司或組織
在市場經營的壓力下，不斷創新或提升綠屋頂的技術，讓裝設的成本降低、使用年限延
長，甚至有公司發展出類似節能服務公司的營運模式，由公司免費為建築物裝設綠屋頂
並負責後續維護，而建築物因為裝設綠屋頂所節省的電費、熱氣費用，由建築物所有權
人與公司依契約約定分享。
同時，在自由市場健全之前，由市政府出面成立資訊交流的平台，提供有意願裝設
綠屋頂的申請人及擁有技術的供應商能在平台上交訊息，提供供、需雙方能有一個可信
任的溝通環境，避免資訊不對稱造成的交易成本。這樣的平台一方面可以使綠屋頂技術
的供應商快速地接觸潛在客戶，減少行銷與廣告的成本；另一方面讓申請人可以充份地
掌握市場上技術與價價資訊，選擇最符合自身需求的產品，最後對政府而言，由於網路
資源的普及化，建立平台的成本十分低廉，快速地將廠扶植自立後，補助政策即可逐步
退場，將有限的資源轉投入其他需求。最終達到廠商、市民及政府三贏的理想局面。
相較於荷蘭，在臺北綠屋頂的概念雖已逐漸普及而為一般市民所知，但一般民眾申
設的情況尚不能謂之普及。然而，臺北市已訂定自治條例將制要求部分私有建築物應設
置綠屋頂，這是荷蘭目前尚未採行的作法。不過臺北市目前除了補助之外並沒有對於建
築物綠化的產業面提供特別扶植，就自由經濟的角度而言，在產業尚未發達之前，使用
者對於裝設後維護管理等問題的擔心仍然可能造成不願申裝的心理阻力。或許透過自治
條例的規範，強制增加將市場需求，對於供應商而言可以形成一定的發展助力，然而長
期而言臺北市若想大規模推展綠屋頂計畫，單靠政府管制力量的推動仍有不足，或許應
考量由產業面向著手，讓市場力量成為助力，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果。

第五節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在整體都市規劃方面，荷蘭政府為避免城市規模過大、單一功能過度集中，造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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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都市化問題，計畫各城市腹地為 80 公里範圍以內，車程約 1 小時左右，如阿姆斯特丹
人口尚未滿 70 萬人時，中央政府即在 1960 年填海建造 Almere，並於 1997 年開發 IJBurg
社區，以疏散成長的人口。又每個城市各有角色定位，阿姆斯特丹是國際商業中心、鹿
特丹是海運中心、海牙是政治中心、烏特列支是國內企業中心，以均衡資源分配及城市
發展。
公共交通建設是發展綠色城市的最重要基礎，阿爾梅勒即以大眾運輸及綠地為骨
架，最後才規劃住宅區，IJBurg 計畫同樣以火車及電車路網為主軸。另外荷蘭地勢平坦，
配合完善的自行車道與停車設施，輔以政策推動一個騎乘自行車較開車還要方便、省時、
省錢的環境，鼓勵民眾以自行車代步，透過交通建設直接影響民眾生活行為模式，期達
成減少使用私人車輛，同時亦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空氣污染、交通事故及道路面積，
並增加土地有效利用、綠地空間、改善都市景觀及自然保育，達成綠色城市之減碳、健
康、活力、綠化等指標。
走進綠色、擁抱森林，營造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城市，是全球化時代城市
發展的新潮流。荷蘭人抱持「與自然共存」的精神，對於發展綠色城市有著很深的認同
感，強調居民生活和生態環境的相互連結，以生態、社會及經濟三方面的永續發展為考
量。以「花園城市」為城市規劃目標，持續增加綠覆率及管理水域，並種植不同種類的
植物以保存生物的多樣性。例如阿姆斯特丹運河上滿佈漂浮屋及屋船、Almere 市中心位
於湖邊、IJBurg 發展出水上住宅、2022 世界花卉博覽會場橫跨陸地、水域與島嶼，都是
荷蘭展現順應自然環境、因地制宜的巧妙作法。
為了在有限的空間提高綠覆率，綠屋頂可以直接、快速且有效地增加城市內的綠化
面積。相較於透過土地使用計畫增加綠地的時程問題，以及闢建公園綠地在用地取得及
建設經費等方面的困難，推廣施作綠屋頂成為一個增加綠覆率較為容易的可行方案，從
家戶屋頂即可做起。其功能及好處廣泛，包括降低熱島效應、節省能源使用、減少二氧
化碳、改善空氣品質、減少地表逕流，減緩暴雨危害以及提供生物生存空間及改善生物
多樣性等。爰荷蘭各地方政府針對不同地區訂定差異化的補助標準，以進一步推動綠屋
頂的普及。
鹿特丹市政府為了扶植綠色產業，資注成立數個提供綠屋頂技術及相關商品的公司
或組織，另外也設計一個公開透明的資訊交流平台，提供有意願裝設綠屋頂的申請人及
擁有技術的廠商於平台上媒合，減少交易成本，且在扶植廠商自立及民眾出於自發性裝
設後，政府補助政策即可逐步退場，最終達到廠商、市民及政府三贏的理想局面。
人民是城市的主角，Almere 市政府讓居民創造自己的城市，開放市民參與建築和社
區計畫活動，甚至是道路、公共設施等公共空間的規劃，更從小培養教育積極參與公共
事務的習慣，實際以小孩們夢想的房屋樣式設計建築教育中心。另外阿爾梅勒在籌備 2022
世界花卉博覽會階段成立青年創業企業（UrbanGreeners）
，鼓勵青年創業，就綠色議題提
出相關創業計畫，並將世博會會場當作實驗場域，補助其直接進行實作。
總體而言，綠色城市的成功關鍵在於政府部門的綠色管理能力，從都市規劃、公共
綠地、大眾運輸、能源使用、廢棄物處理、空氣品質、培育市民綠色城市認同感、開放
市民參與、綠色產業扶植等，無一不是政府先有管理策略，逐步引領市民的生活改變。
荷蘭台夫特大學納丁教授至高雄市政府分享歐洲推動綠色城市的成功關鍵，即在於整合
政策引導、善用分區管制、共同夥伴關係、優質投資環境及市民參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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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一) 中央政府可效仿荷蘭適度疏散都市過多的人口
阿姆斯特丹人口尚未滿 70 萬人時，荷蘭政府即在 1960 年填海建造 Almere，並於 1997
年開發 IJBurg 社區，以疏散成長的人口。相較臺北市集中政治、經濟、文化、高等教育
等所有功能，產生過於集中現象，導致人口擁擠、住宅稠密、交通堵塞、房價過高、生
活品質不佳等問題。建議中央政府應加強臺北市周邊城市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的
生活機能，賦予各城市不同的角色定位，以吸引更多人移居周邊衛星城市，甚至提升中
南部縣市的居住、就業及商業條件，以疏散臺北市過多的人口，達成均衡之資源分配及
城市發展。在降低城市的人口壓力後，更有望實現綠色城市目標。

(二) 加強市民對綠色城市的認同感
荷蘭人抱持「與自然共存」的精神，對於發展綠色城市有著很深的認同感，認同減
少車道面積，增加人行及綠地空間，因此對於政府推動綠色城市政策均相當支持。臺北
市在綠色城市指標之資源回收、廢棄物處理、公共運輸工具使用率等已有顯著表現，但
與國際城市相比，綠化程度尚顯不足。建議透過相關活動、學校教育、展覽、影展放映
等方式，強化市民對綠色城市的認同感，以利有效推動綠色政策。

(三) 設計「刻意讓人覺得開車不方便」的制度
大眾運輸系統完善與否直接影響綠色城市的發展，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及阿爾梅勒
都有十分便利且多樣化的大眾運輸工具，如火車、捷運、輕軌電車、巴士、船等，因此，
荷蘭當地政府也配合設計「刻意讓人覺得開車不方便」的制度，誘使居民以其他較低碳
的交通工具代步，減少車輛數目和開車通勤的人口。例如輕軌電車的綿密路網，有著班
次密集、搭乘方便、安靜且低排碳的優勢，然而車道為電車與汽車共用，相對排擠到一
般汽車行駛的空間和時間；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停車位刪減計畫持續進行；IJBurg 生態社
區規定每戶只能有一個停車位，另有兩座橋樑僅提供腳踏車通行，可以快速直達市區，
車輛反而必須繞遠路，以鼓勵居民多騎乘自行車、減少使用車輛。
由於台灣多雨且夏季易受到颱風影響，未必適合道路上方架設電纜線的輕軌電車。
不過，像荷蘭透過制度與規定來改變人們行為態度的作法，卻相當值得我們借鏡學習。

(四) 綠屋頂補助費用採取差別補助標準
鹿特丹市政府有較完整的城市調查資料，對於裝設綠屋頂的費用補助標準在城市內
各區域有所不同，熱島效應較嚴重之地區補助金額較一般地區增加約 20%，這樣的差異
使有限的經費花在刀口上，將資源真正投入至問題較迫切的地區。臺北市對於綠屋頂的
推廣仍在起步階段，建議參考學習鹿特丹的差別補貼方式，以達成降低碳排量、增加外
部效益及成為健康城市等綠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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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扶植綠色產業、建立公開資訊平台
為了支持綠色產業的發展，初期可由政府介入創造供給與需求，鹿特丹市政府除了
對綠屋頂申請人提供補助外，同時也資注成立數個提供綠屋頂技術及相關商品的公司或
組織，在市場競爭下創新或提升技術，使裝設成本降低、品質更好。另外，市政府出面
成立一個公開透明的資訊交流平台，提供綠屋頂消費者及廠商於該平台交流意見及媒
合，減少交易成本，在扶植廠商自立及民眾出於自發性裝設後，政府補助政策即可逐步
退場，最終達到廠商、市民及政府三贏的理想局面。建議可參考學習鹿特丹扶植綠色產
業之模式，初期由政府介入創造供給與需求，除了綠屋頂技術，亦可以是綠色材料、再
生能源及減碳設計等，將綠色城市結合發展綠色產業，以營造永續低碳城市。

(六) 重視由下至上的民眾參與過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統計，列管蚊子館上百件，原總建設經費至少 225 億元。工
程會副主委顏久榮指出，蚊子館成因除了環境變遷，更多是需求評估不實的錯誤政策，
建設之初只做工程規畫、缺乏營運計畫的規畫不當，以及主管機關管理不善。建議在社
區營造或公共設施規劃，以「居民創造城市」、「人民是城市的主角」為出發點，傾聽民
眾需求及重視民眾參與過程，並以生態、社會及經濟三方面的永續發展為考量，才能避
免浪費預算、國土及空間資源。

第三章 水域治理
第一節

前言

隨著近年環境影響及氣候變遷，全球天然災害日益增加，對於荷蘭及台灣來說造成最大
威脅的天然災害即是水患。荷蘭擁有 400 公里的河流及 350 公里的海岸線，因其地勢低漥的
關係，有三分之一的陸地低於海平面。沿岸大致可分為三部分，荷蘭南部的海岸線是受潮汐
影響的海灣及河口區域、荷蘭北部被島嶼圍繞的瓦登海以及興築北海大堤後形成的艾賽爾
湖。為了防禦海水、河水的泛濫，荷蘭的建築、工程及都市規劃都深受防洪影響，從 16 世
紀開始，荷蘭人就利用風車及堤防排乾積水，藉由風車將水由地勢低窪地區引導至地勢較高
的運河排放出海，逐漸由海中及湖中製造出圩田，增加可耕作之面積。
在 20 世紀荷蘭最主要的兩個防洪工程為興建北海大壩(Afsluitdijk)及三角洲計畫。北海大
壩是在 1932 年興建完成的一道 30 公里長的堤防，將原本的須德海(Zuiderzee)隔開，製造出
淡水潟湖艾賽爾湖(IJsselmeer)，增加了 12 萬公頃的淡水水域，縮短約 300 公里的海岸線，大
幅減輕附近區域的海岸威脅。其後在潟湖內又陸續建造了幾個大堤，這些海堤內的湖水先後
被排乾成為農地使用，共開墾了 22 萬公頃的新土地，而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持續有 9 萬 6,000
公頃的土地被排乾，最後一個靠近阿姆斯特丹的海堤建於 1976 年，形成馬克湖(Markermeer)，
原本預計也要將湖泊排乾變成圩田，但因荷蘭政府經費短缺且農地需求量也減少的情況下，
決定將該區域保持為潟湖狀態，其對於水域觀光遊憩及水資源管理方面都比排乾成陸地有更
大的助益。而三角洲計畫實施的起因是 1953 年荷蘭大水災，那次水災造成 1800 多人死亡，
淹沒了 16 萬 5 千公頃的土地。水災過後荷蘭政府開始重視水患問題，於 1958 年通過「三角
洲計畫」，大量的在西南邊沿海築堤，關閉除了通往鹿特丹及安特衛普以外的所有海灣，興
建了全世界最大最複雜的防洪工程，成為世界水利工程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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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氣候變遷，荷蘭人發現原本高築的堤防並不能徹底解決洪水問題，於是與民間
協力合作，實行新三角洲計畫、各項保水措施與還地於河計畫，期能與洪水共存，本次亦希
望藉由參訪行程了解荷蘭防洪治水策略及民眾參與之部分，以做為未來臺北市防洪治水的參
考。

圖73 北海大堤及三角洲計畫工程

第二節

防洪工程

一、 荷蘭部分
在本次參訪課程中，我們拜訪了阿爾梅勒市及海牙市政府了解當地防洪工程及水資
源管理，也參訪了位在台夫特的世界知名水利研究單位 Deltares，了解荷蘭面臨的防洪問
題、因應策略及相關模式開發。藉由本次行程充分了解荷蘭近年的防洪規劃設計與建設，
其大致可分三個部分，近年來的新三角洲計畫、水資源管理及海岸工程設計新思維。

(一) 新三角洲計畫
因海平面上升加上極端降雨，在 1993 及 1995 年荷蘭發生了大水災，兩次水災撤離
了 2 萬 5,000 居民，對歐洲各國造成 3 億多歐元的經濟損失。因氣候變遷造成水患發生
機率風險上升，且荷蘭人口及經濟的成長，一旦發生水患就將造成極大的經濟損失。為
了保護人民的人身安全及降低水患災害的經濟損失，荷蘭政府決定於 2006 年啟動新三角
洲計畫，加高堤防高度及增加河道通洪斷面，計畫將洪水漫淹機率降低，並預估該計畫
設定之標準可適用至 2050 年。
為了降低洪水的漫淹機率，政府決定提高堤防的防洪標準，但防洪標準越高所須之
建設及維護經費也相對越高，為了達到最有效益之方式，政府藉由學校及顧問公司組成
之團隊來找尋最佳解決方案，希望計算出防洪最低需求，並且找出投資成本低又能有效
降低災害損失的方案。
過去荷蘭的防洪計畫是依地區之人口數量、經濟發展來訂定不同的防洪標準，所以
都會區域的防洪安全相對大於鄉鎮地區。而當洪水來臨時鄉鎮相對成為易發生淹水的地
區，可能造成人民的傷亡，故新三角洲計畫為了保全全國人民的人身安全，訂定了防洪
的最低標準，其計算基準是依據各地區災亡風險度（Local Individual risk），該數據是由
洪水模擬、洪水機率、傷亡人數模式並納入預防性疏散等措施後所計算出的每年洪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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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率，而荷蘭政府訂定各地區的災亡風險度(LIR)必須至少小於每年十萬分之一之頻率，
並再依據這基本要求來進行各地區的堤防高度設計。

(左圖：現今災亡風險度 右圖：訂定新標準後的災亡風險度)

圖74 訂定地區最低災亡風險度
另為了找尋最有效益的堤防加強方案，該研究團隊亦利用數值模式方式演算，預測
出堤防所需更新的時間和高度。在圖 3-3 中上方曲線代表隨著經濟發展及人口的擴張，
城市可容忍的淹水機率降低。中間線條代表洪水漫淹機率，其因氣候變遷導致漫淹的機
率則逐年上升，在兩線交叉時即是堤防更新的時間。另藉由荷蘭的各個堤防圈 (dike ring)
模擬淹水情形，找出防洪弱點(weak point)及最佳改善位置。如圖 3-4 經過淹水模擬，當
該地區右方堤防破損則該區域將造成 25 億經濟損失，若是該地區上方堤防破損僅造成
9,000 萬經濟損失，所以應先加強右方堤防避免較嚴重之損失。該研究團隊研擬的防洪工
程僅需花費 37 億歐元，無需全面加高堤防，只需補強部分區域，即可以達到近 2/3 的
成效，也節省了 78 億歐元。而這個新的防洪工程的計算方式也讓荷蘭的三角洲計畫委
員會獲得 2013 年 Edelman Award 的獎項。

圖75 由數值模式計算堤防需更新的時間及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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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6 利用淹水模式找出防洪重點進行補強，有效降低經濟損失風險
(二) 水資源管理
荷蘭水資源管理機構可劃分為國家水資源管理部門、省級水資源管理部門、水務局。
國家水資源管理部門為交通及水管理部（Ministerie van Verkeer en Waterstaat）
，其職責為
制定國家水資源策略方針及負責國家級水域的堤防、圩田及渠道等相關水利工程。省級
水資源管理部門的職責是制定地區水域性質的防洪政策，也負責地下水的開採及部分航
運的具體管理。而水務局和市政部門負責具體的管理並對水政策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具體
的修改意見。
以夫利佛蘭省(Flevoland)的水資源應用為例，該地區被東西兩邊的堤防包圍，在無
法大規模使用地下水的情況下，主要的水資源來源是取自東邊堤防外的湖泊，而廢水部
分則是經污水收集處理後再排放至西邊堤防外的湖泊(圖 3-5)。夫利佛蘭省的水資源管理
委員會每年花費為 6,900 萬歐元的預算來維護防洪安全、供應充足水源及淨化水資源。
平均每人每年需繳納 350 元的水稅，而這些經費 50%用於淨化水源、40%用於供應充足
水源及 10%用於維護防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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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7 夫利佛蘭省水循環圖
在夫利佛蘭省堤防外緊鄰湖泊的城市共有 24 個區域及 25 公里長的小堤防，這些較
矮的堤防有著各種不同的堤防形式（圖 3-6），除了興建一般高於地面的堤防外，部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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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亦考量都市景觀及活動遊憩方便性，將堤防設於地面下方，讓建築物或是廣場空間緊
鄰湖岸，或是採用緩坡型讓民眾可更親近水岸。且為了維護堤防的安全，政府有法規明
定在堤防範圍內不得做任何防洪以外之用途，而在堤防旁 20 公尺內及 50 公尺內亦有明
定可以做何種用途。並針對堤防及河流渠道進行相關維護工作，像是每 6 年進行一次堤
防檢測，每年一次割草維持河岸斜坡、每年澆灌植物 3~5 次、每 15 年清除淤泥一次以及
每 30 年更換一次河岸的木樁等一系列的維護工作。
而在市區河川渠道管理方面，夫利佛蘭省周邊 270 公里的市區運河渠道中，有約 70
公里的渠道兩側土地為私人所有，大約 30 公里的渠道是私人水域。因部分區域屬私人土
地範圍，故地主在岸邊的設施須符合政府法規並且須自主維護河岸安全，必要時政府會
補助經費供地主維護河岸安全。

圖78 種形式的堤防設施

圖79 左：阿爾梅勒市堤防位於地面下方，建築物緊鄰湖岸，右：緩坡式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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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0 部分運河渠道屬私人土地，由地主進行自主維護
(三) 海岸工程新思維
1. 海堤多目標利用─席凡寧根(Scheveningen)海灘
海牙的席凡寧根海灘是位於荷蘭的 14 號堤防當中，也是政府頒布的三角洲計劃的
一環，其中當務之急是需在 2015 年前加強該地區的防洪弱點，且以長期氣候變遷來看
亦須加強海岸之防洪能力。但在計畫改建席凡寧根週邊堤防時海牙市政府與中央政府
有著不一樣的看法。中央為了提升防洪安全、避免海岸線侵蝕，希望將堤防加高佈設
消波塊，但因當地已是民眾觀光休閒遊憩的海灘，如果堤防加高將影響景觀視野，放
置消波塊後將影響民眾親水，所以當地市政府希望維持現況。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意 見 相 左 的 情 況 下 ， 邀 集 了 中 央 基 礎 設 施 環 境 部 （ Ministry Infrastructure &
Environment）、水務局（Rijkswaterstaat）、及南荷蘭省政府、水管理局、海牙市政府、
當地居民、遊客及企業家等各單位的意見，經過不斷研商及設計，終於取得共識，建
置了同時兼具防洪設施與休憩空間的席凡寧跟海灘。席凡寧跟海灘改建總共花了 7,500
萬歐元，預估可維持海灘 50 至 100 年。

(1) 人工補沙
一般常見保護海岸堤防的方式就是放置消波塊，消波塊可以消減波浪能量避免海岸
線堤防遭波浪沖刷，有效的保護海岸線。但一旦佈設消波塊，民眾即無法親近海岸且
混凝土消波塊亦影響海岸景觀，所以席凡尼根海灘採用另一種方式消除波浪能量，也
就是人工補沙。席凡寧根海灘改建工程於海岸線補充了 260 萬方(相當於 8 個足球場)
的沙，可將原本 8 米的波高降至 2 米，降低波浪對堤防之沖蝕。且因大量的補沙還拓
寬了沙灘沿線，增加觀光遊憩空間。

圖81 席凡寧根海灘人工補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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