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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於 1992 年第一次召開的地球高峰會，在會中通過「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並提出「全球思考、在地行動」之概念，呼籲各國共同追求永續發展。此

後，由於地方政府為推動永續發展與生態保護的第一線，以地方政府為核心概念

的永續政策，就如雨後春筍般的形成，其中「生態城市」（Eco-City）即為一例。

經由「生態城市」的建構，將更得以維持三生之間的共存關係。生態城市已成為

當代地方政府在因應全球永續發展與環境變遷時，制定城市發展策略的重要目

標。然而，都會區生態城市的建構，應該如何評估成果？ 

甚且，馬英九政府為實現其競選支票，積極推動「3 都 15 縣」政策。行政

院於今（九十八）年六月廿九日核定台北縣改制為「新北市」、台中縣與台中市

合併為「台中市」、高雄縣與高雄市整合為「高雄市」、台南縣與台南市宜合併為

「台南市」。然而，改制前的縣市，其生態、環境、產業、生活形態、土地利用

等皆有所不同。預計於九十九年底正式改制的新興直轄市，應該依循哪些標準建

構與評估一個理想的生態城市，將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本研究擬由生態城市理論與都會區環境議題的分析，定義出符合台灣發展之

生態城市意涵與目標。依循此定義並分析城市運作之特性，嘗試建構一套因應縣

（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後的生態城市評估指標。透過此套台灣生態城市指標

系統，吾人得以評估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後生態城市之建構成果，進而

發覺建構生態城市所必須關注的重點，並提供改制之直轄市邁向生態城市的可行

策略與政策建議1。 

 

貳貳貳貳、、、、文獻檢閱文獻檢閱文獻檢閱文獻檢閱 

依據前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希冀從地方永續的觀點，了解生態城市運作的

情形，因此本研究著手廣泛整理與「生態城市」、「指標建構」、「縣（市）（合併）

改制直轄市」等文獻，並分析各學者對相關議題之論述，作為後續研究之基礎。

以下，茲就上述之不同議題，分別檢視與說明國內外之相關文獻。 

一一一一、、、、生態城市生態城市生態城市生態城市 

城市在全球體系中的生產、生活與生態的角色，使其成為環境治理中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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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地化間關鍵的網絡節點；而城市可透過與其他城市的合作，連結成新的治理

網絡，經由城市經驗的交流，共同研擬因應環境變遷的策略與行動方案。 

前述「二十一世紀議程」所關切的重點之一，是對於人類居住條件的管理。

無論是位處鄉村、城鎮或都市，人類的生活品質大部分是取決於居住條件的環

境、社會和經濟因素。然而，有越來越多的人往城市區域移動，致使城市快速擴

充，超過其環境承載能力（carrying capacity），進而造成城市機制崩潰，對環境

保護、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將造成極大的衝擊。 

由於城市人口及經濟活動持續成長，對其所處環境增加的負荷也將更形嚴

重。在此同時，社會經濟情況將邁向穩定成熟，原有之生產製造、生活消費等活

動所造成之環境負荷，如任其自然擴大，而無法改善其對待環境的方式，則以往

的污染問題，也將繼續存在，更將形成國土內相當棘手的地方性環境問題，甚至

可能延伸為具有區域性、跨國界、跨世代的永續發展障礙。 

以台灣為例，民國八十七年底的人口數為 21,870,876 人，民國九十六年底的

人口數為 22,866,867 人，十年內增加約一百萬人，其中主要都市中的人口數合計

為 18,067,420 人，亦即約有八成以上人口居住在都會地區，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

里 2,957 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8）。人口集中於城市地區，城市生活

所需的公共服務水準需同步提升，但城市所遭遇的問題也相形嚴重。 

針對城市所正面臨或即將面臨的問題，OECD於1990年出版「1990年代城市

的環境政策（Environmental Policies for Cities in the 1990's）」（OECD, 1990），

許多城市也開始注重所處生活中的環境品質，促使城市邁向永續發展。這些方案

包括生態城市（Eco-City）、綠色城市（Green City）、資源豐富城市（Resource-full 

City）、環境城市（Environmental City）等（Nijkamp and Perrels, 1994）。其中

對於生態城市的倡議，近年來已深獲許多城市所採納，以下將針對相關之重要內

涵，分項說明之。 

（一）緣起 

    有鑑於現代生態學和城市生態學的迅速進展，生態城市的概念和理論研究進

展隨之高漲。在相關研究過程中，大多是將人類居住地的生態環境研究列為重點

項目之一，並以人類生態學的理論和觀點來研究城市環境，並認為城市是一個以

人類活動為中心的開放性生態系統，以下將擇要敘述。 

現 代 建 築 國 際 會 議 （ CIAM,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of Modern 

Architecture）於分析歐洲 33 個城市後，1933 年在雅典舉辦的第四次年會後發表

《城市規劃綱要》（即雅典憲章），指出城市功能的四項主要因素，包括：居住、

工作、文化遊憩和交通等活動功能的正常進行，並進一步確認城市生態環境是一

種有機綜合體的思維模式。藉此提醒建築師在規劃設計和建設過程中，要格外重

視陽光、空氣、綠化和新材料的應用，同時要考慮城市的功能分區和交通的組織，

以適應工業發展的需要。 

1945 年芝加哥人類生態學派以城市為研究對象，研究城市的集聚、分散、

分隔及演化過程，以及城市的競爭、共生現象、空間分布、社會結構和調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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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城市視為一個有機、複雜的人類社會關係，認為它是人與自然、人與人相互

作用的產物，進而倡導創建「城市生態學」。由於當時生態系統的概念尚未建立

起來，因此其發展過程，主要分為三個支派：其一，將自然生態學基本原理應用

於人類社區的研究；其二，著重社會、經濟、人口特徵的「自然區」分布研究；

其三，關注於社會、心理現象的空間分布特徵及其生態關係的研究。 

Park 於 1952 年出版《城市和人類生態學》（Human Communities: the City and 

Human Ecology）一書，把城市視為一個類似植物群落的有機體，將生物群落的

觀點用來研究城市環境，進一步建構出城市與人類生態學研究的思想體系（Park, 

1952）。 

美國生態規劃學家麥克哈格（Ian L. McHarg）在《設計結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1969）中運用生態學原理，研究大自然的特徵。其充分結合自然以進

行設計，並創造科學的生態設計方法。麥克哈格認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早已改變人

類的生存環境，但人類卻遲至最近才開始對於自然環境系統作出努力，以探求組

成一個平衡的和自我更新的環境。 

1968 年，來自世界各國、不同學科專業領域的學者於羅馬聚會，成立一個

非正式的國際協會－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羅馬俱樂部於 1972 年公

布成立後的第一份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Meadows et 

al., 1972）。報告認為由於世界人口增長、糧食生產、工業發展、資源消耗和環

境污染這五項基本因素的運行方式，將會使得地球在下世紀達到極限，並強調城

市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情況，應受到更為廣泛的關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於 1971 年設立「人與生物圈（Man and Biosphere, MAB）」

計劃，其於 1972 年開始實施一項著重對人和環境關係進行生態學研究的綜合研

究計畫。此計畫於 1973 年在西德召開專家會議，與會專家從整體性的觀點，提

出多元觀點研究城市的系統。而 1975 年一項關於「人類居住地生態研究」的專

題，隨即成為該計劃的重點研究內容，並出版《城市生態學》（Urban Ecology）

雜誌（UNESCO's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 1975）。 

1973 年日本的中野尊正與沼田真著（1973）所編著的《城市生態學》一書，

系統地闡述城市化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以及城市綠化、城市環境污染及防治等。

1977 年 B. J. L. Berry 發表的《當代城市生態學》，系統闡述城市生態學的起源、

發展與理論基礎，並應用多變量統計分析方法，研究城市化過程中的城市人口空

間結構、動態變化及其形成機制，奠定城市因子生態學的研究基礎。 

1978 年西蒙玆（J. O. Simonds）從當時流行的建築學、城市規劃、政治活動、

土木工程和自然科學等文獻中獲取知識，並根據自己豐富的實務經驗總結而成

《大地景觀：環境規劃指南》（Earthscape: a Manu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一書。此書主要介紹環境影響因素的研究和先進的規劃技術，內容涉及組群規

劃、生態決定因素分析、各種方式的交通運輸設計、社區規劃、城市更新、城市

與區域規劃的結構、露天礦區、垃圾場和土地改造方法、水和空氣的保護，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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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的保護方針等，並附有大量實例分析和圖解。再者，西蒙玆補充說明 McHarg

的生態規劃方法，而對城市規劃、景觀設計和建築學產生重大影響。 

美國生態學家 Richard Register，在其所出版之《生態城市：柏克萊》（Ecocity 

Berkeley: Building Cities for a Healthy Future）中（1987），論述生態城市的概念、

標準、區域背景和空間形態，如何建設新的生態城市，並說明將現有的城鎮轉化

為生態城市的方法、步驟等重要內容。在書中，Register 以美國城市柏克萊為例，

具體地說明在規劃、建築、交通、能源、政策、經濟和市民行為等方面，應該如

何進行生態城市的規劃和建設。 

繼之，Richard Register 於 1990 年召集第一屆國際生態城市會議，與會的多

國代表介紹生態城市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包括柏克萊生態城計劃、舊金山綠色城

計劃、丹麥生態村計劃等，內容涵蓋城市、社會、經濟和自然系統等各個方面，

並草擬今後生態城市建設的十項計劃。第二屆國際生態城市會議，於 1992 在澳

洲南部首都的阿德萊德（Adelaide）舉辦，總計共有 21 國、超過 400 個組織與

會，會中主要介紹阿德萊德的城市發展與生態規劃相關原則。1996 於西非塞內

加爾召開第三屆國際生態城市會議，主要的會議目的在於驗收生態村落

（Eco-village）的發展成果，並討論土地使用的生態規劃方法、科技研發、綠色

建築、農耕技術的改良等議題。2000 年第四屆國際生態城市會議，在巴西的庫

里奇巴（Curitiba）舉辦，會議是以新生態城市案例介紹為主題。中國深圳則於

2002 年，作為第五屆國際生態城市會議的舉辦城市，會中主要著重於介紹深圳

的生態城市發展經驗與中國生態復興運動的成果。而第六屆及第七屆國際生態城

市會議，分別在印度邦加羅爾（Bangalore, India）與美國舊金山（San Francisco, 

California）召開。 

由此可知，自二十世紀開始，即有許多研究者關心「生態城市」的議題，希

望透過「生態城市」的建構，使得人類與所處的城市環境間，能保持良好的互動

關係。然而，各家對於「生態城市」容有不同的詮釋，以下將就較為重要之論述，

分別予以介紹和說明。 

（二）定義 

不同學者對於生態城市的見解，可能稍有不同。例如，蘇聯城市生態學家

Yanitsky（1984；轉引自王如松，1991：14）認為生態城市是一種理想城市的模

式，在這種模式中，技術和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創造力和生產力能夠予以充分地

發揮，而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環境品質，可以獲得最大限度的保護。在此城市當中，

物質、能量、資訊等，皆可以被高度有效地運用。因此生態城市是按照生態學原

理所建立起來，社會、經濟、環境協調發展，且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居住地區。 

王如松（1991：15）主張生態城市的內涵，可概略區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

為自然地理層，是城市中人類活動的範圍，亦即城市生態的趨勢、開拓、競爭與

平衡的發生過程，必須地盡其能，物盡其用；第二層是社會功能層，重在調整城

市的組織結構與功能，改善系統之間的衝突，增強城市的共生能力；第三層則為

文化意識層，目的在於增強人的生態意識，將外在控制轉化為內在調節。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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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認為生態城市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理想境界，而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一

場破舊立新的生態革命。故而，生態城市並不直接涉及城市自然與經濟系統的改

造與建設，而是涉及人類的觀念、意識、倫理與生活方式。 

M. Roseland（1997）對於生態城市的意涵，強調應整合城市發展結構的永

續化、健康的社區發展、生態科技創新、社會公平原則、本土世界觀、綠色城鄉

推廣與生物區域維護。在考量環境承載能力與維持生態及文化的多樣性條件下，

追求健康舒適的社區生活，並盡可能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 

綜合前述各家之說法，本研究認為生態城市是指在一個城市之中，藉由生態

環境、生態產業和生態文化的建設，使得社會系統、經濟系統和環境系統得以協

調發展，並希望在城市系統的承載能力範圍內，將生態方法和原則應用於城市規

劃和管理，以成為人類與城市互動良好，且符合生態體系的健康城市。 

上述這些基本定義與內涵，正是本研究建構指標系統的重要準則，本研究於

後續草擬指標時，將據以參考之。 

 

    二二二二、、、、指標建構指標建構指標建構指標建構 

都會治理的終極目標，即是形成適於都市發展趨勢的公共管理機制，突破原

始行政區劃疆界的限制性，希望協調都會治理中各行為者間的衝突與問題，進而

擬定符合各行為者的公共政策。因此 Prakash and Hart（1999:2）指出檢視集體治

理如何演進、在何種範疇內造成改變、影響個體行為的程度為何，都是很重要的

課題。要衡量這些改變與衝擊，必須有一套具有科學性且能操作化的指標機制予

以評估，方能清楚地說明。甚且須將所建構的指標，有系統與邏輯地組成一套指

標體系。從指標體系所獲致的整體訊息，將會大於個別指標所能提供訊息的總

和，如此才能夠完整判讀測量的資訊，亦方可瞭解社會的整體現象。 

由於社會是一複雜的多層面現象組合而成，這些現象看似彼此抽離卻又有某

種程度的關連。透過一個指標體系，吾人得以從中獲知相關訊息，並透過這些訊

息的組合，全面地瞭解該受測標的之真正內涵與變動程度。甚且指標可以提供關

於受測標的之表徵或重要事件的摘要資訊、度量受測標的之一般狀態，並協助評

估與瞭解受測標的品質之事實真相，因此具有量化（quantify）與簡化（simplify）

兩大功能（蔡琬瑛，2003）。 

指標可以對受測標的之複雜成分加以測量，瞭解這些成分如何結合與運作，

並將複雜的數據，簡化為可用的形式，亦能協助研究者處理難以掌握的比較形

式。甚且為了瞭解受測標的之變遷，不但須建構指標，更須將所建構的指標有系

統的結合成一指標體系，如此才能真正提供有效的測量資訊（鄧弼文，2001）。 

其次，指標體系的建立，是經由反覆過程來描述受測標的與建立一些相應的

指標。初始利用已確立的研究主題，指導初步指標的建立，分析指標與其他變數

間的關係，再進一步指出原先研究主題上的弱點和限制，重新設定受測標的之概

念，據以修正初步指標或另外重新建構指標，以能更精確地呈現所欲研究之主題

（詹德松，1997）。 



縣（市）改制直轄市後建構生態城市指標之初探 

【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 1-54 

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即是要建構出因應縣（市）改制直轄市之台灣生態城

市的指標系統。而此指標系統建構之際，必當使其具有測量上的穩定性，並能正

確反映實存的現象。然而，由於目前尚無衡量縣（市）改制直轄市之後的台灣生

態城市相關指標系統，故以下將檢視現有之生態城市或永續都市等指標，瞭解該

指標系統所涵蓋之指標項目與範疇，並據以作為後續建構指標的重要基礎。 

I. 美國西雅圖市的永續性指標（Sustainable Seattle, 1993）：「永續西雅圖」

（Sustainable Seattle）涵蓋環境、人口與資源、經濟、文化與社會等四個範

疇，共計 40 項指標。 

II. 黃書禮（1996）建議之台北市都市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表：根據生態經濟系統

架構研擬台北市永續發展指標系統，包括 80 項指標。 

III. 美國威斯康新（Wisconsin）州的歐克萊爾郡之指標系統（Eau Claire County 

Indicators）（Fisher & Liebl, 1996）：分為三大指標範疇，包括經濟與個人、

農業及自然資源、環境。 

IV. 聯合國都市指標系統之七大分類（UNCHS, 1997）：除背景資料之外，尚有

社經發展、公共設施、交通運輸、環境管理、地方政府與住宅等類別，並根

據此七大分類，再細分為 49 個指標項目。 

V. 美國肯特（Kent）的城市指標系統（Green City Blue Lake Institute, 1999）：

肯特是克里夫蘭境內，一個面積雖然小，但對周圍發展而言相當重要的地

區，其從經濟、環境、規劃與資源、社會與文化等四個領域規劃指標系統。 

VI. 李永展建議之台北市都市指標（李永展，2000）：運用聯合國都市指標系統

之七大分類，將指標系統區分為背景資料、社經發展、公共設施、交通運輸、

環境管理、地方政府與住宅等類別。 

VII. 「布里斯托生活品質發展指標」（Bristol City Council, 2003）：指標共分為

環境、生態、社會三大面向。 

VIII. 紐西蘭懷塔科瑞市（Waitakere city）（Waitakere City Council, 2003）：以城

市與鄉間村落、交通與運輸、有力社區、創意經濟、綠色網路、零廢棄物、

活躍的民主等，作為主要的指標類別。 

IX. 「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之「都市台灣」永續發展指標（劉錦添等，2003）：

以生產、生活、生態、生命等四生觀念為核心，經修正後共有 7 項指標。 

X.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之「台北市生態城市環境指標」（台北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2003）：分別以環境品質分項目標、環境污染改善（削減）分項目標、

環境管理分項目標，作為此指標系統之努力方向。 

XI. 台南市永續發展指標（台南市政府，2005）：結合台南市歷史文化資源，界

定城市發展特色構想，確定生態城市發展架構與規劃設計原則，研擬出十項

指標。 

上述國內外不同之指標系統，將作為本研究後續初擬因應縣（市）改制直轄

市後生態城市指標之參考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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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縣縣縣縣（（（（市市市市）（）（）（）（合併合併合併合併））））改制直轄市改制直轄市改制直轄市改制直轄市 

在行政院於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所召開的第3119次院會中，通過《地方制

度法》修正草案，若經立法院同意，則可讓縣（市）單獨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

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等地方自治事項，具有明確的法源依據，並可促進

國土合理規畫及區域均衡發展（行政院，2008）。立法院於九十八年四月三日三

讀通過《地方制度法》修正案，縣市升格改制取得法源，台灣的行政區劃將出現

重大變革。其中修正案第7-1條規定：「內政部基於全國國土合理規劃及區域均

衡發展之需要，擬將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

者，應擬訂改制計畫，徵詢相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意見後，報請行政院

核定之。縣（市）擬改制為直轄市者，縣（市）政府得擬訂改制計畫，經縣（市）

議會同意後，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縣（市）擬與其他直轄市、縣（市）

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者，相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得共同擬訂改制計畫，經

各該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同意後，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行政院收

到內政部陳報改制計畫，應於六個月內決定之。內政部應於收到行政院核定公文

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將改制計畫發布，並公告改制日期。」 

    根據這項修正案，台北縣、桃園縣、台中縣市、彰化縣、雲林縣和嘉義縣、

台南縣市、高雄縣市等 7 個縣市向內政部提出改制計畫，並由內政部於九十八年

六月廿三日邀集學者專家召開「縣市改制計畫審查會議」，同意台北縣、台中縣

市、高雄縣市進行升格，桃園縣、彰化縣及雲嘉合併升格改制案，則遭到審查委

員的否定，至於台南縣市的合併升格改制案，由於審查委員正反意見相當，最後

決定呈報給行政院再做核裁。 

行政院於六月廿九日核定台北縣改制為「新北市」，與台北市形成雙核心都

會區，並朝向「北北基宜」區域發展努力；台中縣與台中市應合併為「台中市」，

作為未來帶動「中彰投」區域發展的關鍵城市；高雄縣與高雄市也應該整合為「高

雄市」，並肩負起帶動屏東縣發展的任務；台南縣與台南市亦宜合併為「台南市」，

承繼過去數百年台灣歷史文化發展重鎮的角色，同時帶動「雲嘉南」地區的整體

發展（行政院，2009）。 

目前由於縣市分治，諸如都市發展之銜接、空氣品質、垃圾及污水排放、土

地開發、交通運輸、衛生醫療、環境保護、教育文化、安全防災、都會永續發展

等工作，常需協調鄰近縣市始能推展。由於都會區的公共事務，已無法僅由單一

行政區就得以解決，也正因為公共事務性質演變成為多面向、跨部門、跨區域的

事務，相鄰各縣市之間的協力合作，將是必要的。因此地方政府之形態，已由地

方治理走向全局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紀俊臣，2009：28）。如今，藉由

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任務相近機關將予以整合，由單一機關主政，可

收整體施政之效，業務推展亦能有所互補。 

台灣預計於民國九十九年底將四大縣市正式（合併）改制直轄市，即為前述

縣市政府協力關係的體現。但是改制前各縣市及其所屬鄉鎮市的發展程度本來就

有所差距，因此改制後的新興直轄市，行政區域在人口分佈、產業結構、生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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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土地利用、地理環境等複雜因素下，該依循哪些標準，如何重新思考與建構

一個新的「生態城市」，將是刻不容緩的問題。 

因此，本研究即以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為思考核心，參酌現有之生

態城市或永續都市等指標，初步擬訂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後，對於「生

態城市」指標系統之各項指標項目及其內涵（請參見表一）。 

 

表一、本研究初擬「縣（市）改制直轄市後生態城市指標系統」 

變數 指標 指標內容 

再生能源使用率 

以太陽能、風力、水力、地熱等再生能源，來

減緩整體城市對於非再生能源的消耗，並期可

達永續之利用。 

能源節約量 

台灣缺乏自產能源，減少能源使用或提高能源

使用效率，將有助於減少環境汙染。藉由政府

倡導節能減碳計畫，希冀以城市為單位，逐年

降低能源的使用。 

二氧化碳排放量 
減少城市因能源使用、工業發展、交通運輸之

二氧化碳排放量，亦能協助減緩全球暖化。 

PSI平均值 
PSI 值為現行之空氣品質指標，若空氣污染物

濃度升高，則 PSI 值也會升高。 

環 境 與 能

源政策 

噪音污染程度 
環境噪音符合環境音量標準之程度，將可作為

一個城市是否適合居住的重要考量。 

生物多樣性 
此處之生物多樣性，乃係指城市內之生態綠

網、小生物棲地、植物多樣性等。 

天然海岸比例 

台灣四面環海，以即將升格成為直轄市的都會

區，皆擁有海岸地形。由於台灣人口與開發壓

力，對海岸地區的利用愈加迫切。天然海岸比

例的減少，常顯示人類對於海岸土地的不當利

用。 

農地休耕期 
給予土地更多充沛時間來恢復土壤的品質，避

免因經年累月的生產，造成過度負荷而疲乏。 

自 然 資 源

保護 

外來種生物衝擊 

外來種生物的入侵，可能伴隨交通運輸或依附

在合法引進之動植物上，而對台灣原有物種造

成威脅，進而破壞城市生態。 

自來水普及率 

落實城市中的自來水普及率，不但可控管市民

的飲水安全，又可減少因抽取地下水而造成的

地層下陷風險。 

水資源 

受輕度以下 

污染河川比率 

人為活動會造成河川污染負荷加重，污染長度

增加。本指標是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河川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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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分類指標 RPI 作為河川污染程度之判斷標

準，並加強嚴重污染河川之整治。 

節水率 

水資源為民生之必須，更是人類發展的基礎。

節水率可由城市整體自來水的用水效率，與經

回收利用雨水、中水而減少自來水的使用量加

以估算。 

污水下水道 

用戶接管率 

普及城市污水下水道接管設備，以期改善城市

居住環境衛生，並降低水域污染。 

水庫蓄水量 

水庫水位在下限與嚴重下限之間時，會降低提

供給家用及公共給水的標準，進而影響城市居

民之飲水質量。因此本指標所指之水庫蓄水

量，乃係每年達到水庫中限水位標準以上之平

均天數。 

廢棄物回收率 

廢棄物可區分成一般廢棄和事業廢棄物兩大

類，透過家戶及事業單位確實回收，以朝向「零

廢棄」、「源頭減量」努力。若最終處置階段的

廢棄物中所含資源性廢棄物比率降低，資源回

收比例相對會提高。 

每人每日垃圾產量 
城市居民若能減少每人每日垃圾產量，則顯示

居民願意用心於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 

再生產品之消費量 
鼓勵民眾、企業和機關團體使用再生產品，具

體化的行動也會給予資源回收業正面支持。 

焚化廠之附加價值 

將焚化廠所產生之電能、熱能等，回饋附近鄰

里居民，不僅可降低人民排斥，更能增加廢棄

物回收的效益。 

廢 棄 物 管

理 

有機肥料運用 
利用新技術處理廢棄物並轉換成天然能源，製

成農業所需之肥料來源。 

無煙囪工業比率 
服務業占城市整體產業的比率，比率越高則對

於環境的負擔較小。 產業 

綠色產業企業數 通過 ISO-14000 系列驗證的企業數。 

大眾運輸工具之 

乘客人數 

大眾搭乘運輸工具主要係指捷運、火車、公

車、客運、接駁巴士，若能促進民眾搭乘意願，

則對城市改善空氣品質與節約能源有所助益。 

大眾運輸工具路線

與行駛班次 

大眾運輸工具各路線每日行駛班次之多寡，將

會影響城市的核心區域與其他區域之連結程

度。 

交通規劃 

自行車道占 

城市道路之比例 

若能在城市內規劃良好的自行車道空間，更能

提高潛在單車族短程行車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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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徒步區占 

城市人行道之比例 

設置行人徒步區，限制汽機車的進入，不但能

減少交通意外的發生，更能在城市中營造一個

悠閒的空間。 

綠建築比率 

城市中的住宅、機關、學校、工業場所及公共

建設，若以綠建築的要求興建，可降低熱島效

應。 

舊有建築物以綠建

築技術整建比率 

透過政府的輔助，以綠建築技術整建既有舊建

築物與社區，將有效增加舊有建築物與城市之

間的連結性 

城市居民平均每人 

享有綠地面積 

綠地是指公園綠地、濕地、行道樹等，除可提

供民眾綠地空間與多元休憩環境，更可降低二

氧化碳濃度。 

建 築 物 與

公共設施 

無障礙設施普及率 
強調對社會弱勢族群提供更人性化的無障礙

設施，可以顯現城市對於居民的友善程度。 

古蹟修復與保存 

預算比率 

以傳承的概念進行歷史文物古蹟的修復、保存

與推廣，使古蹟得以成為城市人文生態的一

環。 

公共藝術預算比率 
政府、企業及民間團體每年投資公共藝術的預

算總額，將會影響城市中公共藝術的氛圍。 

文化創意產業 

從業人員數 

以當地文化歷史特色為風貌，鼓勵更多城市居

民投入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文化資產 

舉辦表演藝術 

活動次數 

舉辦各種藝文活動，以提高城市居民文化藝術

素養，並吸引更多遊客觀光。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然而，由於此一初擬的指標系統，主要係筆者參酌前述各種與生態城市相關

之指標系統後所建構，指標系統所具有的科學性尚嫌不足。因此本研究希冀透過

德菲法的過程，徵詢專家學者的意見，判斷此指標系統的妥適性，並藉以調整此

初擬指標系統需增修之處，增加此套指標系統之完整性與可信度。 

 

參參參參、、、、彙整指標彙整指標彙整指標彙整指標要素要素要素要素 

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即在於建構「因應縣（市）改制直轄市之台灣生態城

市」的指標系統。因此在完成文獻探討之後，為確保本研究前述所初擬之指標系

統有其理論及實務上的客觀性，因此希冀透過德菲法，由各專家學者依其本身的

專業素養，針對本研究所初擬的指標系統給予寶貴意見，並據以修改與調整，以

防止此指標系統存在太多研究者本身的主觀意見。 

本研究依據Murry & Hammons（1995）主張對於選取專家學者小組人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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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決定選取國內相關領域，涵蓋學術機構與政府機關，共計十位專家學者。

挑選之原則包括：（1）曾發表與都市規劃、環境政策或永續議題相關著作者；（2）

工作執掌與都市規劃、環境政策或永續議題相關者。本研究最後所選定的專家學

者名單，如表二所示： 

 

表二、德菲法專家學者名單 

 學術界學術界學術界學術界 實務界實務界實務界實務界 

中央中央中央中央 
蕭新煌 教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莊宏司 參議 

行政院院本部第三組 

台北台北台北台北 
林子倫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張治安 工程員 

台北縣政府都市發展局綜合規劃科 

台中台中台中台中 
陳秋政 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鄭慶賢 科長 

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處企劃發展科 

台南台南台南台南 
楊永年 教授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林惠真 科長 

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規劃科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 
葉欣誠 教授 

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翁浩建 正工程司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本研究為瞭解專家學者評斷各指標項目的適當程度，故選用李克特五點尺度

量表法（Likert Scale）的問卷型態，由受訪之專家學者依照其認為該項指標用以

衡量「因應縣（市）改制直轄市之台灣生態城市指標建構」的妥適性，做為反應

與蒐集個別專家學者意見的工具。根據研究設計，將以專家學者勾選的項目作為

編碼（coding）分數之依據：「非常適當」為5分，「適當」為4分，「普通」為

3分，「不適當」為2分，「非常不適當」為1分。分數愈高表示其認為愈適當，

分數愈低表示其認為愈不適當。本研究在回收第一回合問卷後，亦彙整各專家學

者所提出其他與本研究主題與目的相符之修正與補充意見。 

以下將分就第一回合問卷之過程、指標挑選標準、問卷結果分析以及專家學

者所提供之增修意見等三項予以說明。 

一一一一、、、、第一回合問卷之過程說明第一回合問卷之過程說明第一回合問卷之過程說明第一回合問卷之過程說明 

根據研究目的和文獻探討，將理論架構與各種相關指標所初步擬定的指標系

統，轉化為德菲法的第一回合專家諮詢問卷。第一回合問卷內容的主要目的，在

於由各專家學者客觀地檢視初擬之各項指標，並針對這些指標項目提出增修的意

見。其次，於每個指標項目中，皆設計一開放性問題，藉此探求專家學者對於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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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是否有應注意而未涵括其中的指標項目。再者，為協助專家們了解各項指標

之實際內涵，另附有針對各項指標的概念性說明（請參見表一），以方便其填答。 

本研究在寄出第一回合問卷之前，已先與各學者專家電話聯繫，經其同意

後，復於九十八年八月十八日開始陸續寄出問卷，至九月十五日止，十份問卷全

數回收完畢。第一回合問卷回收後，隨即根據十位專家學者之問卷結果彙整與分

析。根據第一回合問卷填答的結果，各位專家學者對於各項初擬指標項目適當性

之意見，如表三所示： 

 

表三、第一回合問卷結果分析 

選項填答次數分配（單位：%） 

變數 指標 

非常 

適當 

 

（5） 

適當 

 

 

（4） 

普通 

 

 

（3） 

不適當 

 

（2） 

非常 

不適當 

（1） 

平均數 

適當程度 

百分比 

（單位：%） 

再生能源使用率 50.0 40.0 10.0   4.4 90.0 

能源節約量 30.0 30.0 20.0 10.0 10.0 3.6 60.0 

二氧化碳排放量 40.0 50.0   10.0 4.1 90.0 

PSI 平均值 40.0 40.0 10.0 10.0  4.1 80.0 

環 境 與 能

源政策 

噪音污染程度 20.0 40.0 30.0 10.0  3.7 60.0 

生物多樣性 50.0 20.0 30.0   4.2 70.0 

天然海岸比例 20.0 20.0 30.0 20.0 10.0 3.2 40.0 

農地休耕期 10.0 30.0 20.0 30.0 10.0 3.0 40.0 

自 然 資 源

保護 

外來種生物衝擊 10.0 80.0 10.0   4.0 90.0 

自來水普及率 30.0 60.0  10.0  4.1 90.0 

受輕度以下 

污染河川比例 
50.0 50.0    4.5 100.0 

節水率 20.0 70.0 10.0   4.1 90.0 

污水下水道 

用戶接管率 
40.0 60.0    4.4. 100.0 

水資源 

水庫蓄水量  60.0 20.0 20.0  3.4 60.0 

廢棄物回收率 60.0 40.0    4.6 100.0 

每人每日垃圾產量 60.0 40.0    4.6 100.0 

再生產品之消費量 30.0 40.0 20.0  10.0 3.8 70.0 

焚化廠之附加價值  40.0 60.0   3.4 40.0 

廢 棄 物 管

理 

有機肥料運用 20.0 50.0 20.0 10.0  3.8 70.0 

無煙囪工業比例 10.0 50.0 30.0 10.0  3.6 60.0 
產業 

綠色產業企業數 40.0 40.0 20.0   4.2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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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工具之 

乘客人數 
50.0 40.0   10.0 4.2 90.0 

大眾運輸工具路線與行

駛班次 
20.0 40.0 20.0 10.0 10.0 3.5 60.0 

自行車道占 

城市道路之比例 
40.0 40.0 10.0 10.0  4.1 80.0 

交通建設 

行人徒步區占 

城市人行道之比例 
30.0 30.0 20.0 20.0  3.4 50.0 

綠建築比例 50.0 40.0 10.0   4.4 90.0 

舊有建築物以綠建築技

術整建比例 
50.0 40.0 10.0   4.4 90.0 

城市居民平均每人 

享有綠地面積 
50.0 50.0    4.5 100.0 

建 築 物 與

公共設施 

無障礙設施普及率 20.0 60.0 20.0   4.0 80.0 

古蹟修復與保存 

預算比例 
30.0 60.0 10.0   4.2 90.0 

公共藝術預算比例 20.0 50.0 20.0 10.0  3.8 70.0 

文化創意產業 

從業人員數 
20.0 40.0 20.0 10.0 10.0 3.5 60.0 

文化資產 

舉辦表演藝術 

活動次數 
20.0 40.0 30.0 10.0 10.0 3.2 5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二二二、、、、第一回合問卷之指標挑選標準第一回合問卷之指標挑選標準第一回合問卷之指標挑選標準第一回合問卷之指標挑選標準 

第一回合問卷回收後，於挑選指標項目時，必須同時符合下列兩項條件： 

1.本研究將以平均數來檢視各指標項目的集中趨勢，若平均數大於3，表示

經由專家學者判斷之後，整體偏向同意該項指標適合用以衡量因應縣（市）改制

直轄市之台灣生態城市指標建構的程度。故本研究將「3.5」，作為選取指標的

標準之一。 

2.在檢視集中趨勢之後，將進一步比較各指標項目的百分比。本研究將各專

家學者選擇「適當」和「非常適當」的百分比相加，形成「適當程度百分比」。

若以五等分位法，將0至100%分為五等份，各等份為20%，其中第四等份是始於

60%。因此本研究將以「60%」，作為選取指標的另一標準。若某指標項目的「適

當程度百分比」高於60%，代表專家學者整體是偏向同意該項指標適合用以衡量

「因應縣（市）改制直轄市之台灣生態城市指標建構」的程度。 

 

    三三三三、、、、第一回合問卷之結果分析第一回合問卷之結果分析第一回合問卷之結果分析第一回合問卷之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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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本研究指標項目的選取標準之一，係參考專家學者的意見分數計

算其平均值。從各項指標的平均數觀之，除「天然海岸比例」、「農地休耕期」、

「水庫蓄水量」、「焚化廠之附加價值」、「行人徒步區占城市人行道之比例」、

「舉辦表演藝術活動次數」的平均數分別為3.2、3.0、3.4、3.4、3.4、3.2之外，

其餘各項指標的平均數皆高於3.5，符合指標挑選的標準。其次，本研究另一項

指標項目之選取標準，為專家學者對各指標項目勾選「適當」與「非常適當」的

「適當程度百分比」。其中，「天然海岸比例」、「農地休耕期」、「焚化廠之

附加價值」、「行人徒步區占城市人行道之比例」、「舉辦表演藝術活動次數」

等五項指標的適當程度百分比，亦未超過60%。 

綜合考量前述兩項挑選標準，「天然海岸比例」、「農地休耕期」、「水庫

蓄水量」、「焚化廠之附加價值」、「行人徒步區占城市人行道之比例」、「舉

辦表演藝術活動次數」等六項將從指標系統中刪除。其餘各項原擬之指標，因為

平均數皆高於3.5，且勾選「適當」與「非常適當」合計之「適當程度百分比」

亦皆高於60%（最低60%，最高100%），因此在第一回合中皆符合選取標準（不

符合挑選標準者，於表3中以灰底色表示之）。 

此外，在第一回合問卷中，學者專家針對各項變數，另提出修改與新增之指

標項目，整理如表四所示： 

 

表四、第一回合修改與新增之指標項目 

變數 性質 指標 

「能源節約量」修改為「每人平均每人平均每人平均每人平均能源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修改為「每人平均每人平均每人平均每人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PSI 平均值」修改為「每年每年每年每年 PSI >  100 日數日數日數日數」 修改 

「噪音污染程度」修改為「環境噪音超過環境音量標準之環境噪音超過環境音量標準之環境噪音超過環境音量標準之環境噪音超過環境音量標準之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環 境 與 能 源

政策 

新增 環境保護預算支出占總預算之比例 

「生物多樣性」修改為「生態系生態系生態系生態系多樣性」 自 然 資 源 保

護 
修改 

「生物多樣性」修改為「物種物種物種物種多樣性」 

「自來水普及率」修改為「地下水使用量地下水使用量地下水使用量地下水使用量」 

「自來水普及率」修改為「自來水水質不合格率水質不合格率水質不合格率水質不合格率」 

「受輕度以下污染河川比例」修改為「受輕度（（（（River 

Pollution Index, RPI））））以下污染河川長度長度長度長度比例」 

「受輕度以下污染河川比例」修改為「未受污染未受污染未受污染未受污染河川比例」 

修改 

「節水率」修改為「用水量用水量用水量用水量」 

水資源 

新增 中水使用比例 

「廢棄物回收率」修改為「資源垃圾資源垃圾資源垃圾資源垃圾回收率」 

「每人每日垃圾產量」修改為「每人每日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垃圾產量」 

廢棄物管理 修改 

「再生產品之消費量」修改為「資源資源資源資源再生產品之消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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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肥料運用」修改為「有機肥料運用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無煙囪工業比例」修改為「高耗能產業高耗能產業高耗能產業高耗能產業比例」 

「無煙囪工業比例」修改為「無煙囪工業之單位之單位之單位之單位 GDP 耗能耗能耗能耗能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無煙囪工業比例」修改為「無煙囪工業之單位之單位之單位之單位 GDP 耗水耗水耗水耗水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修改 

「綠色產業企業數」修改為「綠色產業企業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有機農作物產量佔農產品之比例 

產業 

新增 

合法工廠比例 

「大眾運輸工具之乘客人數」修改為「大眾運輸工具之乘

客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修改 

「大眾運輸工具路線與行駛班次」修改為「大眾運輸工具

路線與行駛班次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腳踏車持有率 

汽機車持有率 

交通建設 

新增 

捷運路線佔整體交通路線之比例 

建 築 物 與 公

共設施 
修改 「城市居民平均每人享有綠地面積」修改為「綠覆率綠覆率綠覆率綠覆率」 

「公共藝術預算比例」修改為「公共藝術設置數設置數設置數設置數」 

「文化創意產業從業人員數」修改為「參與藝文活動人數參與藝文活動人數參與藝文活動人數參與藝文活動人數」 

「文化創意產業從業人員數」修改為「市民參與藝文活動市民參與藝文活動市民參與藝文活動市民參與藝文活動

人數比例人數比例人數比例人數比例」 
修改 

「文化創意產業從業人員數」修改為「文化創意產業從業

人員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生態文化教育預算佔總預算比例 

環境永續補助預算佔總預算比例 

文化資產 

新增 

古蹟數目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各專家學者所提出「修改」意見之指標內容，包括在「環境與能源政策」變

數中，「『能源節約量』修改為『每人平均每人平均每人平均每人平均能源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修

改為『每人平均每人平均每人平均每人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PSI 平均值』修改為『每年每年每年每年 PSI > 100 日日日日

數數數數』」，以及「『噪音污染程度』修改為『環境噪音超過環境音量標準之比例環境噪音超過環境音量標準之比例環境噪音超過環境音量標準之比例環境噪音超過環境音量標準之比例』」；

在「自然資源保護」變數中，「『生物多樣性』修改為『生態系生態系生態系生態系多樣性』」，以及「『生

物多樣性』修改為『物種物種物種物種多樣性』」；在「水資源」變數中，「『自來水普及率』修

改為『地下水使用量地下水使用量地下水使用量地下水使用量』』』』」，「『自來水普及率』修改為『自來水水質不合格率水質不合格率水質不合格率水質不合格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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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度以下污染河川比例』修改為『受輕度（（（（River Pollution Index, RPI））））以下污

染河川長度長度長度長度比例』」，「『受輕度以下污染河川比例』修改為『未受污染未受污染未受污染未受污染河川比例』」，

以及「『節水率』修改為『用水量用水量用水量用水量』』』』」；在「廢棄物管理」變數中，「『廢棄物回收

率』修改為『資源垃圾資源垃圾資源垃圾資源垃圾回收率』」，「『每人每日垃圾產量』修改為『每人每日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垃圾產量』」，「『再生產品之消費量』修改為『資源資源資源資源再生產品之消費量』」，以及「『有

機肥料運用』修改為『有機肥料運用比例比例比例比例』」；在「產業」變數中，「『無煙囪工業

比例』修改為『高耗能產業高耗能產業高耗能產業高耗能產業比例』」，「『無煙囪工業比例』修改為『無煙囪工業之之之之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GDP 耗能比例耗能比例耗能比例耗能比例』」，「『無煙囪工業比例』修改為『無煙囪工業之單位之單位之單位之單位 GDP

耗水比例耗水比例耗水比例耗水比例』」，以及「『綠色產業企業數』修改為『綠色產業企業比例比例比例比例』」；在「交

通建設」變數中，「『大眾運輸工具之乘客人數」修改為『大眾運輸工具之乘客比比比比

例例例例』」，以及「『大眾運輸工具路線與行駛班次』修改為『大眾運輸工具路線與行

駛班次比例比例比例比例』」；在「建築物與公共設施」變數中，「『城市居民平均每人享有綠地

面積』修改為『綠覆率綠覆率綠覆率綠覆率』」；在「文化資產」變數中，「『公共藝術預算比例』修改

為『公共藝術設置數設置數設置數設置數』」，「『文化創意產業從業人員數』修改為『參與藝文活動人參與藝文活動人參與藝文活動人參與藝文活動人

數數數數』」，「『文化創意產業從業人員數』修改為『市民參與藝文活動人數比例市民參與藝文活動人數比例市民參與藝文活動人數比例市民參與藝文活動人數比例』」，以

及「『文化創意產業從業人員數』修改為『文化創意產業從業人員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其次，各專家學者提出「新增」之指標內容，包括在「環境與能源政策」變

數中，新增「環境保護預算支出占總預算之比例」指標；在「水資源」變數中，

新增「中水使用比例」指標；在「產業」變數中，新增「有機農作物產量佔農產

品之比例」以及「合法工廠比例」兩項指標；在「交通建設」變數中，新增「腳

踏車持有率」，「汽機車持有率」以及「捷運路線佔整體交通路線之比例」三項指

標；在「文化資產」變數中，新增「生態文化教育預算佔總預算比例」，「環境永

續補助預算佔總預算比例」以及「古蹟數目」三項指標。 

上述各項修改與新增之指標項目，都將於第二回合問卷中，與第一回合中被

保留下來之原擬指標，一併交由各專家學者，由其予以進一步評斷其作為本研究

指標系統之適當性。 

 

肆肆肆肆、、、、後續研究後續研究後續研究後續研究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代代代代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進行至截稿日期為止，本研究第一回合問卷已經回收完畢，第二回合問卷已

於九月十七日開始陸續寄發，目前尚未全數完成回收，因此本文暫以第一回合回

收狀況撰寫。以下針對後續預計進行的研究工作，分點予以說明。 

一一一一、、、、完成完成完成完成第二回合問卷第二回合問卷第二回合問卷第二回合問卷的回收與彙整的回收與彙整的回收與彙整的回收與彙整 

第二回合問卷，主要是根據第一回合問卷結果所設計的。在第二回合問卷

中，包括原擬指標及其在第一回合問卷中的統計資料（亦即全體專家學者判斷對

各指標項目適當性程度的百分比和平均數）。每位專家學者在參考整體統計數據

後，得考慮是否修改自己先前的意見，並再次針對該項指標之適當性予以評斷。

其次，第二回合問卷亦包括各專家學者於第一回合問卷中所提出修改與新增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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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項目，將其彙整後回饋給每位專家學者，一併徵詢其對於該項指標適當性之意

見。 

第二回合問卷回收後，於挑選指標項目時之標準，有以下兩點： 

（一）原擬指標、修改指標與新增指標之挑選標準，與第一回合相同，係同時

考量專家學者意見所對應分數之「平均數」以及「適當程度百分比」。 

（二）修改後之指標項目，只要平均數高於「3.5」，而適當程度百分比亦同時

高於「60%」，即使該指標項目「修改」後之內容在第二回合之平均數與

適當程度百分比，低於該指標項目在第二回合中的「原擬」指標，但其仍

代表整體專家學者同意此項指標修改後的內涵，故修改指標將取代原擬指

標。 

 

    二二二二、、、、以以以以層級分析層級分析層級分析層級分析計算計算計算計算各項各項各項各項指標權數指標權數指標權數指標權數 

本研究將於彙整第二回合問卷之後，確認整體指標系統及其項目，並隨即進

行層級分析。層級分析（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是透過集體決策的

特性，將個別受訪者的意見，進行層次分明的系統整合分析，調查結果以數值單

位產出，可以清楚了解各項指標項目間相對重要性之排序，也可以建立各項指標

項目的權重值。 

AHP 問卷乃係以前述經由兩回合問卷所確認的指標系統，採用「兩兩配對

比較」的方式，設計如光譜式的不同尺度，找出各個變數或指標之間的相對重要

性。因此必須分別按照指標系統「變數的相對重要性」以及「指標的相對重要性」

兩個層級設計問卷內容，並將 AHP 問卷交由學者專家進行填寫，以判斷何項因

素較為重要。當學者專家填答 AHP 問卷之後，研究人員將以 AHP 的軟體（Expert 

Choice）統計各位專家學者在比較不同變數或指標之間重要性的作答分數，並且

計算出最後每個指標的權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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