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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綠色基盤之定義與國外案例分析 

第一節 何謂綠色基盤 

一、綠色基盤的定義 

(一) 綠色基盤之界定 

什麼是基盤設施（ infrastructure）?韋氏新世界詞典（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定義基盤礎設施為「次架構系統或基礎的公共設施，特別是決定於一個

地區持續發展的基礎設施與設備」。因此「基盤設施」大多是指：下水道、電線、電

纜、瓦斯管線等公用設備，或者是：道路、醫院、學校，派出所等社會性的公共設

施。綜合來說，這些類型的設施通常被稱為「興建型基盤設施（built infrastructure）」，

或稱為「灰色基盤設施（gray infrastructure）」。現今，另一種新的基盤持續為許多

專家學者和景觀生態組織所重視，屬於「連續都市空間之設施」即：「綠色基盤設施

（green infrastructure）」（Benedict and McMahon, 2001）。 

綠色基盤設施（green infrastructure）在計畫初期階段，是用於規劃並取得社區網絡

系統，包括區域的自然群落類型與重要的自然特徵（即：河岸、森林、棲息地、水

系等）（Sheladia ,1998）。以往傳統土地開發與都市發展，一般皆是先把人類生活所

需之建築設施配置在地貌中，然後再去設置公園綠地與其他自然環境元素，很少討

論這樣的土地分區對自然環境與人類未來生活到底適不適合。不同於傳統的土地分

區與區域計畫，綠色基盤則是先將能夠維繫人類與物種生存的環境先加以保存下

來，並以網絡方式促使自然區塊間能夠相互的聯接，使土地的自然功能與生態系統

能夠發揮較大效能，而其他區域再去作為人類建築設施的用地，這樣的規劃方式與

策略可以大大提昇人類在都市裡面的生活品質，並活化生態系統的功能。 

綠色的概念引入了基盤設施，提高都市綠地系統作為一個完整的實質規劃。在所有

的空間尺度裡，它可以被認為包括所有自然，半自然和人為網絡的多功能生態系統，

來圍繞都市之間（Sandström, 2002）。綠色基盤的概念，強調都市和郊區綠地的品

質和數量（Turner, 1996; Rudlin and Falk, 1999），發揮多功能作用（Sandström, 

2002），以及成為棲息地間之重要聯繫網絡（van der Ryn and Cowan, 1996）。如果

積極規劃、發展與維護綠色基礎設施，它有可能引導都市發展提供一個經濟成長與

維護自然資源的架構（Walmsley, 2006; Schrijnen, 2000; van der Ryn and Cowan, 

1996）。 

1999年在自然保護基金會（The Conservation Fund）與美國農業部林務局（USDA 

Forest Service）的領導下，地方政府、州政府、聯邦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聚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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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一個工作小組，制定培訓計畫，幫助社區和他們的合作夥伴擬訂綠色基盤設施

的地方、區域和國家發展政策。此工作小組，為綠色基盤制定了以下的定義：「綠色

基盤，是國家的自然生命支持系統：一個相互聯繫的網絡水道、濕地、林地、野生

動物棲息地，和其他自然區域；綠色通道、公園和其他保護的土地；工作農場，牧

場，森林；和荒野及其他開放空間來支持當地物種，來保持自然生態循環系統，保

持空氣和水資源，促進健康和生活品質」。綠色基盤網絡需要長期規劃、維護、管理

以及持續的發展。 

綠色基盤界定為：多功能網絡的自然區域綠地和都市地區開放空間相互連接的綠色

廊道、濕地、公園、森林保護區，和當地植物植被等。綠色基盤是一個自然的生命

支持系統，提供人類和野生動物的生活利益；包含「自然的綠色空間」（植物、動物

等自然資源區）和「人為管理的綠地」（市區公園和歷史景觀設計），以及它們的多

個連接（行人、自行車道、綠色走廊和水道）所構成的聯繫網絡（Chris Blandford 

Associates, 2007）。 

(二) 綠色基盤之定義 

綠色基盤（green infrastructure）之定義： 

多功能的綠色空間網絡，有助於提昇自然和建築環境的品質，涵蓋：自然的綠色空

間（森林、自然資源區、保護區等）和人為管理的綠地（市區公園、綠地、水岸、

和歷史景觀設計），以及連接空間（行人道、自行車道、綠色走廊、水道等）所構成

的聯繫網絡。綠色基盤應在都市中心到鄉村地區等所有的空間尺度都包含在內。綠

色基盤規劃主要是為了提供、保護和聯繫這些綠色空間網絡，來連接河川廊道、林

地、自然保護區、都市綠地、歷史遺跡等策略規劃，達成綠地與通道的網絡、景觀、

生物多樣性等目標。 

二、綠色基盤的重要性  

依照國外發展綠色基盤之理論與經驗，綠色基盤可被視為同時維護自然生態系統功

能與價值且提供人類相關環境利益，並相互串連之自然網絡，原則上它是一種基礎

的物理環境，它可以出現在自然地區或是鄉村地區，也可以出現在都市空間中，是

一種網路系統的概念，其中包含了眾多的自然環境元素與人造自然環境單元，如： 公

園、花園、林地、綠園道、藍帶資源、農業用地與未開闢土地…等等。綠色基盤的

串接，最終是期望是達成永續資源管理與人類與自然環境共存共利的目標。 

美國的永續發展委員會訂定綠色基盤為五項全面性永續社區的發展策略之一

（President’s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99）。原則上綠色基盤至少

在三個層面上不同於綠色通道：（1）生態與休閒之差異，綠色基盤強調生態，而不

是娛樂。（2）規模之差異，綠色基盤，包括大型、具有重要生態中心以及主要景觀

的聯繫。（3）成長的架構，綠色基盤，可以塑造都市形態，並提供一個都市成長的

架構 (Benedict and McMohan, 2002b,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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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規劃設計和整合的綠色基盤能改善環境品質、健康和福祉、社會的意識，並提

供了運動、活動和非正式娛樂的場所。提供一個重要的環境基礎和支持系統；健康

和豐富的環境；有吸引力的地方居住，並參觀和良好的生活品質；一個永續的未來

（Chris Blandford Associates, 2007）。透過綠色基盤的執行可達到下列四點：（1）

提供更好的環境背景下，尊重現有的景觀特色；（2）保護和改善現有的生物多樣性，

創造新的生物多樣性的區域和扭轉分散的棲息地，恢復它們之間的連接；（3）提供

持續、新的和強化的空間聯繫到農村地區；（4）協調使用綠色空間，優化於休閒、

生物多樣性、排水和防洪管理和其他社會經濟價值等，應有助於和提高生活品質。 

雖然綠色基盤是一種基礎的物理環境，但是它具備了戰略性與公共利益的特質，因

此對於未來環境建設的發展上，有著社會層面的正當性。綠色基盤同時在考慮社會，

環境與經濟因子等條件下（圖 2-1），並創造出高品質的生活條件下，綠色基盤會有

幾個與以往綠地計畫不同之特徵： 

(一) 了解並強調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需求 

(二) 提供平衡環境與經濟因子間之機制 

(三) 提供一個以生態為管理架構之自然

資源開發與保護模式 

(四) 將自然空間與開發地區置於最適當

之地帶 

(五) 在土地開發前指認生態敏感區域 

(六) 在已開發地區指認出可復育與可再

加強自然機能之潛力 

(七) 提供未來人類與多樣化自然環境共

存之願景 

(八) 提出一個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育能夠並存之政策方向 

三、綠色基盤的主要功能  

19 世紀以來，公園綠地計畫皆是用來解決都市環境惡化的重要方法與設施，從 19

世紀末，英國制定的大都市開放空間法開始，到 20世紀後期的開放空間規劃與目前

探討的綠色基盤，都市居民與相關單位對綠地系統所應提供的功能，也越來越多樣

化。 

因此綠色基盤能夠提供廣泛的功能，包括： 

■ 休憩娛樂，靜態康樂活動和安靜的享受 

■ 永續交通和公共通行權利 

社區 環境 

經濟 

生活

品質 

適居 

流動性 

適宜的 可行

永續環境 平衡的  

圖 2-1  永續生活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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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鏈接和進出路徑 

■ 社會場地、會議場所 

■ 文化與活動場地 

■ 教育和培訓空間 

■ 文物保護 

■ 景觀與都市景觀結構 

■ 野生動物棲息地和生物多樣性 

■ 永續水和洪水風險管理，能源的使用和生產和廢物管理 

■ 綠色生產和糧食生產 

■ 整合新社區與現有社區 

■ 共享已開發的綠地 

綜合國外目前的理論與實務操作，綠色基盤兼具自然生態、生活娛樂、景觀環境與

都市發展等多面向的綜合體，其主要功能詳述如下： 

(一) 做為永續資源管理的基礎 

特別是土地與水資源的永續管哩，包含糧食資源的生產、污染控制、氣候改善與增

加土地的滲透率等 

(二) 具有生物多樣性的機能 

著重在不同地景與地貌的尺度上連接重要的野生物種的棲息地 

(三) 提供多面向的休憩與樂活 

利用綠色通道與其他非車輛使用的元素之連接，如登山步道或自行車道，強調都市

居民的環境健康與都市生活的品質  

(四) 提升環境景觀價值 

從美學與功能的角度來評估綠地空間與廊道等元素，來強調並提升環境景觀元素之

價值 

(五) 作為區域發展參考藍圖 

藉由提升整體環境的質與量，來塑造未來永續的區域與都市生活環境 

表 2-1  美國地方政府的土地保護策略演變表  

時期 類型 保護途徑 首要目標 

1980

以前 

公園和休

閒規劃 
土地取得；公園規劃和管理 主動的休閒活動、風景宜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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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類型 保護途徑 首要目標 

1980

年代 

開放空間

規劃 

土地取得、地役權；公園規劃

和管理 

主動的休閒活動、風景宜人

性；農田保護、都市森林 

1990

年代 

綠色通道

和開放空

間規劃 

土地取得、地役權、洪泛平原

區劃；公園和綠色通道規劃和

管理 

主動和被動的休閒活動、風景

宜人性、農田保護、都市森

林、都市生物保護 

2000

年之

後 

綠地（生

態）基盤 

土地取得、地役權、洪泛平原

管理、精明增長管理途徑、保

護土地開發、土地所有者權

利、土地基金 

劃分核心區域，建立連接，用

於主動與被動的休閒活動、風

景宜人性、農田保護、都市森

林、都市生物、區域和州生態

系統、保護及增強管理的整合 

資料來源：Randolph，2004 

四、綠色基盤的特徵  

綠色基盤與灰色基盤，往往在定義上容易被兩極化，在都會區的整體發展脈絡下，

無法將都市中的灰色基盤與綠色基盤完全隔絕開來審視。如圖 2-2 我們就可以透過

綠與灰的雙向發展中，會發現有一些設施是夾在中間地區的，如自行車道。 

 

原則上，綠色基盤可以分成兩部份，即自然區塊（hub）與連接網絡（linkage）。其

中，自然區塊（hub）是最主要綠色基盤之網絡，可作為生態系統之起始點與野生動

物之棲息地，它包含： 

(一) 保護區：如國家公園與野生動物保護區。 

(二) 受保護之原始林地：公有之大型土地具資源保護、自然與遊憩價值如國有林地。 

(三) 生產用地：提供人類日常所需之土地，但處於未完全開發之狀態，如私有土地、

林地與牧地。 

(四) 地區型公園：不具高生態敏感性之地區。 

(五) 社區公園：小型公園或社區用地具自然環境特色與生態特徵。 

而連接網絡（linkage）則是用於連接綠色基盤內各自然區塊，並促進綠色基盤之活

圖 2-2 綠色基盤與灰色基盤之雙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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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連接網絡包含： 

(一) 地貌連接：大型保護用地直接連接線有之公園、保留地與自然地區，並提供主

要廊道供物種流動。 

(二) 保護廊道：低生態敏感之保護地區如河川與自然水道，同時提供生態與遊憩之

功能。 

(三) 綠道：提供生態保護與遊憩功能之土地廊道。 

(四) 綠帶：可開發之土地區域同時提供保護原始生態系統與生產林地及牧地之功能。 

(五) 生態緩衝帶：緩衝區可降低都市與鄉村地區間之張力，同時提供生態與社會價

值給當地居民。 

適當將都市地區內與外圍地區之自然區塊與連結網絡相互結合，不僅對人類生活品

質將有所提升，也會對都市區域內遭破壞之自然生態與環境有逐漸復育的效果。也

因此，綠色基盤和傳統都市綠地計畫有幾個不同的出發點： 

(一) 綠色基盤儘管是以生態為出發點，但對於能提高人類生活品質之綠色連接系統

也同時考慮在內。 

(二) 綠色基盤除了著重具生態敏感性之大型保護地與網絡中心外，同時也強調連接

之重點。 

(三) 綠色基盤能改變都市之外貌，並提供都市未來成長之空間與機會，對生態敏感

地區與適合發展之地帶事先提出綠色基盤之計畫，將會使綠色基盤發揮最大之

功效。 

此外，不同於以往的綠地規劃方式，在規劃綠色基盤時，也有幾個準則必須加以注

意： 

(一) 應同時作為環境保護與土地開發之主要架構。 

(二) 綠色基盤計畫應在土地開發前完成。 

(三) 綠色基盤元素間之連接是綠色基盤成功與否之關鍵。 

(四) 綠色基盤之功能必須跨越不同層級之行政組織與單位。 

(五) 綠色基盤必須結合有效並合理之相關學科與土地開發理論與實務。 

(六) 綠色基盤視為重要的公共投資。 

(七) 綠色基盤計畫必須將不同相關利益團體列入考量。 

五、綠色基盤規劃的必要性  

以往的經驗，許多社區將空地視為未利用土地。社區保護土地的目的是為了修建公

園綠地。空地保護工作大都局限於特定場地，很少與當地土地利用規劃協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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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改變這種狀況，建設綠色基盤是必然趨勢，主要是由於：（1）提高對有關都市

化和景觀分化問題的認識；（2）水質託管；（3）制定統一生態環境保護計畫，保護

多種物種，鼓勵將保護區聯繫起來；（4）擴寬空地、公園和綠色通道附近住宅的銷

路，提高轉售價值；（5）都市復興，重點放在都市自然區的價值上；（6）各級政府

的明智發展政策和計畫；（7）制定促進環境和經濟上可永續發展的“綠色”發展戰略。 

綠色基盤可促進生態、社會和經濟多樣性的未來發展提出一個框架，在此框架下，

幫助保護和恢復具有自然功能的生態系統，其中包括豐富生態和生物多樣性，維護

天然地貌過程，淨化空氣和水，增加休閒機會，改善健康狀況等。除此之外，綠地

還可使財產升值，降低防洪、水處理系統和雨水調控等公共設施和服務費用。較之

傳統公共建築開發項目而言，把資金投入綠色基盤常常會產生更大經濟效益。例如，

20世紀 90年代，美國紐約市為新建一個水過濾處理廠花費大約 15億美元在Catskill

山購置了一塊濕地並加以保護，結果節省開支 40～60億美元。另一個例子是，密蘇

里州的 Arnold購置了處於危險中的氾濫平原地產並將其改造為綠色通道，從而大大

降低了減災和防洪費用。 

總的來說，採取綠色基盤方法進行保護和制定規劃具有如下諸多好處：（1）確定和

解決人與自然的需求問題；（2）為權衡環境與經濟因素提供一種機制；（3）為通過

基於整體生態系統的途徑綜合考慮不同自然資源和發展管理活動提出一個框架；（4）

保證將綠地和開發活動部署在最合適的地方；（5）在開發之前確定敏感生態區；（6 ）

把握在都市地區恢復和加強具有自然功能的生態系統的機遇；（7）對未來提出整體

設想；（8）使社區發展具有可預測性和確定性；（9）為保護與開發製定協調一致的

規劃。 

因此，以目前大臺北都會區高度都會化的情形下，想要讓都會區中破碎的公園綠地，

能夠發揮較完整的生態機能並與都市外圍自然區塊相互連結，以提升都市居民的生

活品質與生態物流與能量的流動，推動大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綱要計畫，將會是相

當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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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拉契亞綠色基盤營造 

阿巴拉契亞生態資源 

第二節 國外綠色基盤相關案例與營造經驗之分析 

一、綠色基盤操作技術 

(一) 美國 

1.美國-綠色基盤計畫操作概念 

隨著永續環境理念的倡導，美國各地方政府無不致力於環境保護、永續生態等發

展，然以綠色基盤為理念之操作手法於美國仍是一種新興的環境營造手段尚未普

遍。綠色基盤的規劃概念並非是一個完全新的概念，而是由多種學科交互融合而

成的。如生態學、景觀設計等。早年都市環境與生態規劃仍是著重考量灰色基盤，

由於都市無度的擴張威脅到生活空間，因而促進了綠色基盤概念的興起。 

綠色基盤是一個人類生活環境包含自然生態環境、景觀、生活環境、休閒遊憩空

間等，所提出具有全面性、戰略性、公共利益性，以達到保存、保護、鞏固、創

造效益之發展策略。 

綠色基盤網絡之營造，其主要的功能為連結自然生態系統提供生物棲地；建立綠

色廊道連接生物棲地，創造生物多樣性；考量微氣候系統等；保存森林資源；保

全水資源如濕地空間、河川、水圳、海灣與地下水等藍色資源，以提供健康的生

活環境。 

由於綠色資源常被忽視以及不當的管

理，因此在施行綠色基盤計畫時最重要

的就是進行綠資源的清查，以作為未來

找出合適保護、鞏固、協調與重建之發

展戰略點。綠色基盤規劃其獨特性是在

於它結合了保護理念之系統性的規劃

手法，依據當地土地利用規劃。將自然

資產管理納入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過

程之中，適用於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 

以阿巴拉契亞與阿卡迪亞生態區

（Appalachian/Acadian Ecoregion）

綠色基盤營造來說：這項計畫跨越了兩

個國家共有五個州四個省，面積達到

80萬英畝，森林覆蓋了東側，擁有罕

見的高山植物、特殊物種與森林資源，

而現有的生態區極有被劃設為生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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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的潛力，於計畫中依照現在資源之特性周邊 10平方公里為範圍劃設戰略區位。 

其成立之綠色基盤中心簡稱 GIC，目的乃是企圖幫助地方政府保護生態及文化資

源，針對綠色資產提擬鞏固策略。發展功效如下： 

(1) 保護生物多樣性和野生動物棲息地。  

(2) 減緩全球暖化（固碳）和改善空氣質素。  

(3) 保護和維護當地的水質和供應。  

(4) 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雨水管理和減災。   

(5) 改善公共健康，生活品質和休閒遊憩系統。  

(6) 有助於保護農地資源，確保農業行為對環境的影響。  

(7) 保護文化資源，如歷史景觀和風景景觀。  

(8) 創造更多的彈性，通過地方經濟的綠色資產的保護。  

2.維吉尼亞州 Richmond地區（Richmond County） 

由於都市無度的擴張威脅到生活空間，碳排量過高、且森林的消逝，聚落等人類

行為漸漸干擾到既有的林地空間，預估維吉尼亞州於今後 25年將有 1萬畝的森

林會消失。 

因此在 2008年 9月和 2009年 4月之間，

Richmond區域規劃委員會、綠色基礎建設中

心和州立區域土地管理機構執行一個合作計

畫，此計畫以記錄 Richmond的區域綠色基礎

建設資產為目標。計畫於 2009年 3月達到活

動的最高潮，此工作將地方政府、州與聯邦政

府的團體與不同組織機構聚集在一起，討論這

區域性的綠色建設的資產與重要性。 

此計畫針對綠色建設提出解釋如下：綠色基礎建設是指在自然資源與已開發的土

地上，提供乾淨的水與空氣，保證我們的生活品質，與經濟的永續。 

美國維吉尼亞州擁有豐富的綠色基礎建設資源，包括森林、水路與海灣、土壤、

野生生物區域、濕地、沙丘、歷史的風景區和公園。綠色基礎建設資源如網絡般

被編織在鄉鎮、都市與山林、谷地與海灣中。綠色基礎建設計畫透過可以使人、

野生動物、植物移動的廊道連接原始生物棲息地（核心）。而被連結的風景區，在

考慮保護與娛樂的同時，反而使生物物種不易受影響而滅絕；因此，好的土地使

用規劃，可以保護綠色基礎建設與建設更健康的社區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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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合航照圖生態緩衝區之劃設 

Richmond生態緩衝區 

(1) 策略與機會 

A.聚落空間與重要自然基盤間建立連結 

藉由綠色基盤計畫，透過公私有土地的連接、野生動物管理區與保護區連結

重要核心區，將為 Richmond地區建立都市核心聚落與自然保育地區之連結。 

B.綠廊道的連結提供田野小徑與棲息地串連與州立公園 

建立與西南邊的 Chesterfield County之連結關係，並且提供田野小徑與棲息

地串連 Pochahontas州立公園、Chesdin湖、東邊沿岸的綠廊，以及串接

Appomattox河的水岸緩衝區。 

C.原始森林區塊邊緣用地協調 

針對 Tuckahoe Creek公園周圍的大區域的原始森林區塊進行協調，建立緩

衝空間，以避免都市化的聚落行為對原始森林產生衝擊。 

D.保護藍帶資源與河岸保護區 

針對位於河岸保護區的社區，包括沿著 Pamunkey河與 South Anna河的公

私有土地，透過協調提供緩衝空間，以保護既有的藍帶資源。 

E.休閒自行車動線之畫設 

沿著 76號與 5號公路沿線，於具有潛力的路段劃設休閒自行車道系統。 

F. 公、私有土地的連結 

透過綠色基盤計畫為位於縣市邊界的

公私有土地的提供連結機會。 

G.為生態區域與當地文化資源提供串連 

透過 5號道路的風景區步道與主要步道

的塑造，提供一個與重要生態區域與當

地文化資源的連結。 

H.都市核心地區與重要自然核心區，建立

連結關係 

透過綠色基盤計畫，將野生動物管理

區、州立森林以及 Pamunkey河等自然

區域，得以透過公私有土地連結，為都

會核心區與自然核心區提供串接機會。 

(2) 操作方法 

A.利用現有的 GIS地理資訊系統的數據

資訊、航照圖和生態核心地理資訊系統

數據進行疊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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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利用航照圖判別，標註新綠色基盤資訊。 

C.重要資源為核心以直徑 100公尺劃設生態緩衝區。 

D.將上步驟所繪製的生態緩衝區刪除 

E.重新計算生態完整性核心面積及消除生態緩衝區後加總以計算生態完整性。 

 

圖 2-3  Richmond 的區域性綠色基盤資產圖 

 

圖 2-4  Richmond 的綠色基盤區域規劃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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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國－馬里蘭州綠色基盤（City Farmer's Country Lane） 

馬里蘭州自然資源部致力於未開發地區生態

環境之健全，這些未開發地區為馬里蘭州重要

的綠色基盤，其為植物、動物等生態資源以及

水資源提供了完善的基礎，然隨著都市的發

展，促使這些珍貴的土地慢慢消失，而這些僅

剩的空間已成為馬里蘭州極欲保護的重點。希

望透過綠色基盤的鞏固以及結合新的科技方

法企圖為這片土地評估出最為適宜的發展方

向。 

在英領時期，馬里蘭州森林面積佔 95％，其

餘 5％為潮汐沼澤，至 1993年時森林與溼地

的面積皆已減少了一半；都市快速發展導致許

多原有的農業區如今都成為住宅區，土地的能

量被耗損並產生了許多破裂的景觀。原有生物

的遷移通道消失，濕地乾涸、生物棲息空間被佔據，物種逐漸消逝，生物單一化

狀況嚴重，至少有 180種植物與 35種動物滅絕，並更有上百種生物瀕臨滅絕。 

如今馬里蘭州具有生態潛力的環境僅剩二百

多萬英畝，其中有 70%未受到完善的保護。因

此馬里蘭州自然資源部建立了一套綠色基盤

評估方式簡稱作為 GIA。基於景觀生態學之原

則，確認綠色基盤之營造重點即為提供生物棲

息的基質與遷移的廊道空間。 

其中基質強調的是連續且佔地廣大的區塊，如

森林(至少 250英畝，加上過渡區 300英尺)、

至少 250英畝的濕地、重要的動植物棲息地，

至少 100英畝、擁有多項保護區的地區（例

如，國家公園和森林，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

等）。另外於綠色基盤的評估中必須先確認馬

里蘭州 GIS地理資訊系統的資訊健全，以提供

正確的分析數據。GIA之評估方式有助於針對

空間發展的特色提出最適宜的序列關係，以確

保重要的資源可即時被保護，此外透過評估系

統更有助於推算出具體的保育範圍。 

透過綠色基盤網絡之評估與形塑，將有助於恢

復森林、濕地、河岸緩衝區等地方特色資源。

馬里蘭州河川資源保育
http://www.dnr.state.md.us/greenways/gi/gi.html 

馬里蘭州基質與生態廊道
http://www dnr state md us/greenways/gi/gi html

森林資源 

馬里蘭州 生態資源潛力地區 

http://www.dnr.state.md.us/greenways/g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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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里蘭州綠色基盤營造 

而沿岸造林不僅有助於動物生態的棲息，更改

善水質以及塑造水流的穩定；同時於道路廊道

等營造上，透過結構設計於隧道、橋樑等提供

生物遷移的空間，協助因高速公路、鐵路等所

形成的跨越阻礙。 

雖然 GIA評估系統的運作並非絕對的完善，但

綠色基盤評估系統依舊為馬里蘭州保存的最為

重要的生態資源。於 2003年州長埃利希將綠

色基盤計畫納入了整體土地保護規劃之中，建

構完善的生態指標系統，作為評估全州之標

準，其保護項目並加入農業用地與休憩用地之

評估以避免人為因素擾動綠色基盤。整體土地

保護規劃重點如下： 

(1) 確認重點區域。 

(2) 於重點區鄰近區域之廊道系統與基質應納入綠色基盤中作為整體考量。 

(3) 若經由評估系統驗證其具有恢復之必要性，而鄰近地區包含威脅其發展之因

子，應透過收購或導入法令管制，避免基盤遭受破壞。 

(二) 英國 

1.英國--綠色基盤計畫操作概念（Green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Guide） 

綠色基盤乃是期望能夠用一種更明智更具系統性之方法，來考慮空間規劃的過程

中的綠色基盤互相競爭的優先次序。在英國即提出綠色基盤之操作手冊，期望透

過靈活的技術與系統性的分析，藉由操作方法的說明，能夠使綠色基盤的理念得

以確實的發揮在各個不同的基地空間中。綠色基盤計畫的實現是必須透過地理資

訊系統（GIS）作為研究工具以訂定綠色基盤之基礎圖資並得以透過基礎資料的

建置，建立現有環境的分析，以了解急需應加強、保護的重要區塊。 

(1) 英國綠色基盤之定義 

許多環境組織皆曾對綠色基盤下過定義，主要皆為強調綠色基盤：(1)涉及自

然，其包含都市、鄉村與市郊的綠地空間；(2)其具有生態戰略連接點之重要性。 

在英國為綠色基盤所下的定義為強調：綠色基盤乃是一種存在於我們的都市、

鄉鎮合鄉村之間之物理環境，她是一個網路系統的概念，包含開放空間、公園

綠地、花園、林地、綠色廊道、水道、行道樹以及許多開放農地空間，它包含

了許多的環境資源是一種永續資源管理系統。 

(2) 綠色基盤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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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永續資源管理 

透過綠色基盤之營造將有助於資源永續發展包含：水土資源、汙染控制、氣

候改善、增加雨水逕流、綠覆率提升、增加透水性空間等永續資源管理。 

B.具生物多樣化性的機能 

為不同尺度的景觀空間提供、保持棲息地的連通性，以促進生物多樣性。 

C.提供多面向的休憩與樂活 

透過綠色廊道的營造，建構無車路線，以提升民眾的健康與生活品質。 

D.提升環境景觀價值 

提升整體景觀美質，如綠地空間與綠色廊道的視覺美學與景觀功能。 

E.生活環境及品質提升 

針對永續社區、生態社區的營造以提升生活品質與環境品質。 

(3) 綠色基盤規劃之用意 

綠色基盤其不僅僅作為一種提供一個結構完善的綠色景觀，而且還作為一種機

制，透過綠色基盤的串接，連結區域與都市之環境規劃。綠色基盤已逐漸成為

因地制宜的規劃方式，且綠色基盤是會變動的而其規劃的主要目的如下： 

A.珍惜現有的綠化地區並防止其惡化 

B.提高區域環境品質和環境生物多樣性 

C.串聯綠色空間提升生態戰略地位 

(4) 綠色基盤設置標準 

各不同之規劃單位，依循其環境特性皆曾訂定適宜地方發展之綠色空間設置標

準。 

A.以泰恩 威爾市為例 

■ 區內公園與開放空間：距離住家周邊 3公里應至少提供 30公頃綠地空間。 

■ 鄰里公園與開放空間：距離住家周邊 1公里應至少提供 10~30公頃綠地空

間。 

■ 地方公園與開放空間：距離住家周邊 400公尺至少提供 2~10公頃綠地空

間。 

■ 距離住家周邊 200公尺應至少提供 0.2~2公頃的綠地空間。 

B.費勒姆鎮針對鎮內休閒運動空間與公園綠地訂定設施標準 

■ 戶外運動設施，最小應達 0.64公頃 

■ 社區公園最小應達 0.5公頃 

■ 鄰里公園最小應達 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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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空間 最小應達 0.1公頃 

C.國家運協會針對戶外運動空間所訂定出的標準 

戶外比賽空間：容納 1000人其空間應達 2.4公頃，其中 1.6公頃為提供互外

運動 0.8公頃提供兒童遊樂。 

D.居住空間相對於森林可及性之選擇行為研究中顯示 

“林地的可及性標準”：居民會選擇居住在至少半徑 500公尺範圍內且不得少

於兩公頃易於到達林地的空間，以及在住家方圓 4公里範圍內（來回距離 8

公里）不得少於 20公頃的林地。 

E.綠色基盤設置標準 

英國自然綠地評估標準，被視為最適合綠色基盤評估之使用，透過修正兼顧

綠色基盤與灰色基盤之串接訂定了綠色基盤之標準。 

■ 居住地區周邊 300公尺內應至少提供兩個 2公頃的綠色空間 

■ 每 1000人應享有兩個 2公頃綠色空間 

■ 距離住宅周邊 2公里應至少有提供一個 20 公頃綠地空間 

■ 距離住宅周邊 5公里應至少有提供一個 100 公頃綠地空間 

■ 距離住宅周邊 10公里應至少有提供一個 500 公頃綠地空間 

■ 此外應透過地方決議綠地空間串接之優先順序 

(5) 將 GIS地理資訊系統運用於綠色基盤計畫 

GIS地理資訊系統的資料庫可視為在既定的區域內一種簡化的、以數值方式呈

現的地表特徵。為一種綜合的、多目標的資訊系統運用 GIS作為操作工具，可

以將各種資訊各圖層儲存， 配合編輯、管理與分析等，透過兩個評估因子進行

矩陣分析以評估個別綠色空間和連結和及其相互關係，是作為分析規劃或政策

制定時的重要參考依據。  

(6) 綠色基盤操作手法 

透過 GIS地理資訊系統作為執行綠色基盤計畫之操作工具，綠色基盤計畫之執

行其首要重點，是應建立綠色基盤基本圖，其整體計畫之操作流程建議如下 

A.定義綠色基盤，因地制宜針對基地特性訂定綠色基盤之定義，透過定義擬定

綠色基盤所含括的資源類型與項目，而資源分類類型包含國土利用現況與既

有之土地使用現況。 

B.收集 GIS地理資訊系統相關資源圖資，包含現有資料及工作範圍內綠色基盤

生態環境系統現況以及各項綠色基盤資源類型之詳盡屬性 DATA資料，建構

綠色基盤計畫資源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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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若未有綠色基盤之基本

圖資，則建議透過 GIS

地理資訊系統將各資源

圖資資訊進行套繪，以分

層疊圖之概念，檢討各圖

層間之相關意義，透過歸

納與修正指認出生態戰

略地區 

D.若已有綠色基盤基本

圖，則建議可搭配最新版

相片基本圖之數位資料

為基準空照圖進行套疊

結合國土利用現況與土

地利用現況進行環境分

析，以指認出戰略地區。 

E.透過圖資的套繪，建立綠

色基盤系統圖。 

 

 

圖 2-6  綠色基盤相關資源分析圖 

訂定GI分類項目

相關圖資蒐集

是否有GI基本圖

配合空照套疊

戰略地

區指認

圖資分類套繪

分層疊圖

檢討圖層對應關係

歸納與修正圖層

綠色基盤系統圖

圖 2-5  綠色基盤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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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地區擁有豐富的水資源   

照片來源：NTPL/Paul Harris 

 

圖 2-7  綠色基盤戰略地區指認圖 

2.劍橋地區綠色基盤計畫操作概念（Green Infrastructure Strategy） 

(1) 操作背景 

針對劍橋地區提出綠色基盤計畫，劍橋地區雖內未包含國家公園以及特定指頂

風景區，但區內擁有許多豐富的獨特景觀。其中主要包含五個區域「South-east 

Clay Hills」、「Chalklands」、「Western Claylands」、「Ouse Valley」、「費恩斯」。

而劍橋主要位於這些資源的中央位置，因此透過綠色基盤等相關環境永續計畫

之推行，有助於創造劍橋地區景觀多樣性並賦予環境更多功能之樣貌。 

劍橋地區之景觀資源主要受到水資源的影

響，特別是費恩斯地區內擁有多條人工運河與

天然河川，豐富的水資源景觀與排水系統，因

而易產生水汙染等隱憂，但豐富的水域空間同

樣也提供多樣性的棲息空間與豐富的生態。 

除了水資源之外劍橋最為人所知的就是擁有

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人文特色以及著名的劍

橋大學，而這些豐富的歷史古蹟、特色建築

等，也為都市提供了許多的綠地空間，豐富的

綠資源串接形塑出綠色基盤之網絡系統，此外

劍橋地區為重要的野生動物棲息地，但由於過去過度的農業發展造成基地破

碎，使得生態豐富度已相較過去 100年來減少許多，以烏斯河為最重要生態保

護點。林地覆蓋最少集中在西部與東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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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環境政策主要強調創造生物多樣性、強化農村塑造濕地棲息空間等。 

為了塑造健全的生態網絡系統，透過綠色基盤之建構，以永續發展之角度，塑

造具生物多樣化性的空間機能，保持棲息地的連通性。相關決策單位並透過綠

色基盤計畫訂定數條戰略路線與廊道系統，透過藍帶流域與山系資源之串接，

建構生態網絡，並且導入自行車道系統等無車路徑作為路網串接之一環。於

2000年，決策單位更提出行動聲明與八項指導原則作為綠色基盤計畫之發展政

策。其中主要發展區域包含廢棄鐵路廊道之營造等。 

(2) 綠色基盤定義 

劍橋地區針對基地特性擬定綠色基盤之定義，其提出綠色基盤之結構主要是以

市區公園和花園、國家公園、自然資源如溼地等、綠色廊道、綠地空間以及墓

地等所組成，這些類別內並涵蓋了國際保護區、野生動物、地方自然保護區、

林地資源等，但其中有許多開放空間被忽略了如運動場，高爾夫與兒童樂園等 

(3) 綠色基盤操作目標 

A.促使現有河川廊道得以肩負起維持區域尺度的生態系統，加強區域生物多樣

性。 

B.促進綠地面積之擴大，除維持現有綠地空間的多樣性外，並應加強農村資源

生態性之提升以及與強化與原始林地間之關係。 

C.維持與塑造棲息地，如濕地與林地空間並為生物棲息地建立生態廊道之鏈結。 

D.建立綠色廊道，除了為物種提供通道之功能外，發揮廊道的過濾作用，為物

種產生屏障與保護，當其試著越過廊道時，其移動受到局部的限制 

E.透過景觀戰略點的辨識與指認，有助於解決如何設置廊道或在何處引進棲息

地嵌塊體，才能最有效的影響生態過程 

F.為居民創造更多的綠地空間，並藉由綠色基盤計畫，以無車通道、自行車道

及大眾運輸工具等之建構與營造賦予休閒遊憩之理念，此外並透過綠色基盤

的建置，藉此保護歷史文化遺產。 

G.強調應以指標性的計畫作為前導，以促使政府與民眾得以了解建構綠色基盤

之重要性。 

(4) 建構綠色基盤設置標準 

透過標準的設定，將有助於後續分析，過去相關計畫曾針對綠色基盤中有關之

規模、集水面積與人口之標準進行訂定，  

A.針對棲地規模過去相關綠色基盤計畫曾提出 

■ 區域規模：應提供至少 500公頃之棲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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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區域型戰略空間規劃範圍圖 

圖 2-9  都市型戰略空間規劃範圍圖 

■ 都市規模：應提供至少 100公頃之棲息空間 

■ 地區性規模：應提供至少 20公頃棲息空間 

■ 鄰里規模：應提供至少 2公頃之棲息空間 

B.針對集水區，由過去之經驗可知許多較小的自然資源如灌木、排水渠道等皆

能夠為綠色基盤總體網絡提出貢獻，然受到數據之分析與操作，因此小於 2

公頃之土地則將不歸納於設置標準之中。 

■ 棲息空間面積達 500公頃以上，則集水面積須達 10公里以上 

■ 棲息空間面積達 100公頃以上，則集水面積須達 5公里以上 

■ 棲息空間面積達 20公頃以上，則集水面積須達 1.2~2公里以上 

■ 棲息空間面積達 2公頃以上，則集水面積須達 300公尺以上 

C.針對人口數量，為了平衡並符合提供現有及未來人口之需求，建議綠色基盤

設置之標準應以提供每 1000人 1公頃綠地空間。 

(5) 綠色基盤之操作手法 

訂定綠色基盤操作程序之標準，

透過 7項 GIS地理資訊系統分析

的步驟，疊圖、分析劍橋地區空

間條件，進而指認綠色基盤之戰

略地位，並根據分析結果擬定劍

橋地區未來綠色基盤串連、鞏

固、修復補強、策略連結等構想，

並且依據環境現況之條件，且平

衡生物多多樣性的目標與未來人

口的需求訂定發展之優先順序。 

(6) 劍橋地區綠色基盤戰略空間範圍

及設施數量擬定 

劍橋地區綠色基盤計畫其空間分

析依照「區域」、「都市」與「地

區」三個尺度進行分析。 

A.區域型：範圍大於 500公頃 

現有的戰略線性廊道空間，於

計畫中被評定將有助於未來整

體綠色基盤網絡之建構，透過

計畫分析以綠地空間大於 500

公頃為中心以直徑 10公里畫設出區域級綠色基盤規劃範圍。主要集中於基地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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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都市型：範圍大於 100公頃 

都市型的地區，則以綠地面積大

於 100公頃為中心畫設直徑 5

公里為都市級綠色基盤規劃範

圍。其中以基地東南側較缺乏綠

基盤資源。 

C.地區級：範圍大於 20公頃 

地區級地區，以面積大於 20公

頃為中心劃設直徑 1.2公里為地

區級規劃範圍，其涵蓋的資源包

含河川廊道等，但以此為範圍則

位於基地北側部分地區則為南

納入規劃考量之中。 

D.線性戰略走廊分析 

為了方便辨識戰略廊道，乃針對

現有廊道與潛力廊道之功能進

行分析，此外針對鄰近聚落區

塊、相對關係高之綠色基盤資源

之分析，如 Bridleways and 

Sustrans Routes，乃以周圍 1

公里為範圍進行戰略分析 

E.綠色基盤數量 

綠色基盤設置之品質訂定依據劍

橋地區乃是斟酌 2004年現況人

口數以及 2021年未來所能承載

的人口數量作為綠色基盤計畫訂

定規範之標準，於 2004年於劍

橋即提出每 1000人應享有 1.8

公頃的綠地空間，但此數據並非

原全是用於所有區域，仍是需要

因地制宜。而 2021年考量人口

數量的增加與都市的擴張，每

1000人所享有的綠地面積將不足 0.4公頃，透過人口數據之計算將有助於綠

色基盤規劃之目標方向以朝向增加綠地與開放空間為重。 

(7) 劍橋地區綠色基盤戰略空間 

圖 2-12  綠色基盤-綠色網絡營造構想圖 

圖 2-10  線性策略走廊規劃範圍圖 

圖 2-11  2021人口數量與綠色空間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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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基盤戰略空間發展，其空間結構主要包含廊道空間、地區與區域。 

A.廊道空間-綠色網絡 

綠色網絡的型塑，有賴於結合現

有的廊道系統並運用劍橋周邊

重要河川廊道、渠道系統，串接

潛力綠色通道，促使通道得以提

供生物穿越、停留等能量流動鏈

結嵌塊體。廊道結構的重要變項

之一為寬度，依其不同的寬度將

可提供不同的功能，而於本計畫

中所建議的廊道寬強調應達 1

公里以上，並且透過計畫劃設

40條通道系統連接開放空間與

農業用地建立一強大的綠色網

絡。 

B.生態節點--綠色基盤主要的示

範場所 

於劍橋地區約擁有 20幾處重要

的生態節點，而這些生態節點許

多融入於生活場所之中具有其

功能性，此外生態節點並與廊道

系統結合，作為廊道的交接區和

流動物體的源或匯，為綠色網絡

中重要的一環，其包含修道院、公園、學校等，而大部分重要的生態節點之

規劃則是鄰近都市擴張之區域，以為劍橋地區彌補現有綠色際盤設施之不足。 

C.區域行動-綠色基盤計畫 

針對區域級地區應提出綠色基盤行動計畫，以結合農業需求建立互動機制，

透過綠色基盤行動計畫，將有助於提高地方意象與自明性以及生物多樣性，

此計畫針對劍橋地區共劃分為六大區域提出行動計畫。 

(8) 綠色基盤計畫執行機制 

綠色基盤計畫的發展，應結合公部門、專家學者相關團體共同投入一同合作，

其執行之程序應包含三大步驟 

A.指導小組 

組織指導小組，作為計畫整體策劃之主導，針對研究發展方向、分析提出意

見，擬定發展策略並針對報告提出檢討。 

圖 2-14  區域型戰略空間願景圖 

圖2-13  綠色基盤主要的示範場所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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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專家學者與相關團體 

結合專家學者、各部會人員相關學術團體如野生動物保護團體，林業委員會，

國家信託等共同協商切磋，除了有助於計畫中各項相關數據資訊的取得之

外，並可避免且降低計畫於未來執行上所產生之疑義與困難。 

C.舉辦工作坊與研討會 

企圖透過工作坊與研討會之形式，共同針對計畫中所遭遇之限制與困境進行

討論，以為計畫激盪出更新興之策略方向。 

二、綠色基盤營造案例 

(一) 墨西哥－霍奇米爾柯生態公園（Xochimilco Ecological Park） 

霍奇米爾柯生態公園擁有墨西哥山谷重要的湖泊

系統，古阿茲特克帝國早年在此蓬勃發展，而這

被稱作為水上花園的湖泊區占地約 2 萬英畝，提

供了所有居民生活、飲食等需求。然而隨著新大

陸的發現以及西班牙的占據，原有的自然生態環

境漸漸因都市化的發展而改變。隨著都市的增

長，霍奇米爾柯湖的面積逐漸縮減，成為都市汙

水的匯集地。因水資源短缺以及鄰近運河受到嚴

重的污染，無論是飲用水還是農業灌溉，水資源

逐漸成為都市發展中重要的問題。 

1987世界文化組織宣布霍奇米爾科為重要的文化遺址，並於 1990年宣布其為都市

生態公園，並著手致力於生態環境與景觀整頓與再生。如今運河已恢復清澈，於兩

旁配合季節的變化廣為種植各式季節花卉且提供農作使用。公園綠地空間除作為民

眾日常休閒之據點外，更利用運河作為泛舟練習之場所。此外亦提供了重要的生物

棲息空間，成為候鳥們繁殖棲息的重要據點，其中已經瀕臨的絕種蠑螈更在濕地生

態系統內逐漸繁殖。 

於霍奇米爾柯生態公園內各式基本設施，皆強調依循創造綠色基盤之理念。如步道

空間使用碎石等生態元素形塑小徑穿越各式原生植物群，並提供生態教育的空間，

強調以綠色生態教育的推廣。 

都市生態環境的重建，歸功於霍奇米爾柯生態公園之再生，其不僅僅具有重要的歷

史意義，更因植被層多樣而豐富了涵養有機質並提供土壤生育之功能，成為農業再

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 

 (二) 加拿大－溫哥華社區農園（City Farmer's Country Lane） 

溫哥華社區農園主要是針對社區內的道路空間，透過社區農園的方式導入綠色通道

之概念。針對示範道路改善既有的瀝青鋪面，僅將透水性瀝青運用於車輛行車線上，

霍奇米爾柯生態公園
http://www.greeninfrastructurewiki.com/pag
e/Xochimilco+Ecological+Pa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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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位於行車線交界處，則改以草坪的方式增加雨水逕流量。運用多孔隙之材質營造

雨水花園，藉此淨化水質並增加雨水逕流；妥善運用窪地營造溼地提供滯洪的功能；

以草溝的方式提供足夠的帶狀綠帶空間作為水路網

與生態廊道的營造；善加運用街道沿線的畸零空間

並採用自然的石塊、碎石材質形塑街角空間。這些

設計有助於 90 ％ 的雨水直接流入，簡化對都市的

污水系統的負荷，並增加的都市環境中的綠覆率。

雖然目前社區農園僅於少數社區中施行，且施作方

式繁複，但所能帶來的創意以及涵養土壤的功能，

皆有助於都市中綠色基盤之營造，而充滿綠意與靜

逸的社區巷弄，更能為居民帶來更舒適的生活品質。 

(三) Tezozomoc公園（Tezozomoc Park） 

Tezozomoc 公園其位於墨西哥城內早年經由填海造

陸而形成的工業區內，其興建於 1982年佔地 70英

畝，是提供工人階級的重要公共公園空間。

Tezozomoc 公園的中心為一個重要的湖泊系統所組

成，其具有豐富的歷史意涵，而湖泊其連帶影響四

周聚落的水循環系統。此外湖泊為 Tezozomoc公園

提供了豐富的濕地以及鳥類與海龜生物棲息空間。

而湖泊周圍鄰近的山丘因特殊的地形特色而形成獨

特的迴音效果，藉由這項特色形塑露天劇場。於

Tezozomoc公園內不單單僅於自然景觀之維護，並

提供運動休閒以及假日市集的營造。 

(四) 奧克斯博公園（Oxbow Park） 

奧克斯博公園位於西雅圖的喬治城，其主要是透過

生態社區之營造，以形塑綠色基盤，其營造的內容

主要是針對社區內的公園、住宅景觀、開放空間、

辦公大樓、校園、街角廣場、道路交界緩衝空間之

形塑、開放廣場以及公共藝術等，其強調以純淨、

自然、環保、人文為主要訴求，並透過生態化的都

市基盤營造賦予社區生態性，包含強調運用多孔隙

之材質營造雨水花園，達到淨化水質並增加雨水逕

流，妥善運用窪地營造溼地提供滯洪的功能，於建

築空間則建議增加屋頂綠化以及雨水回收系統形塑

水撲滿；運用透水性的材質增加地面逕流量；創造

綠色通道，於道路空間植栽帶之營造，應以草溝的

方式提供足夠的帶狀綠帶空間以作為水路網與生態廊道的營造，此外於道路空間應

奧克斯博公園-生態社區營造
http://www.greeninfrastructurewiki.com/ 

Tezozomoc公園
http://www.greeninfrastructurewiki.com/ 

為街角空間增加生態效益與區味性 

http://www.greeninfrastructurewiki.com/ 

帶狀綠色廊道，增加街道生態效意
http://www.greeninfrastructurewiki.com/ 

透水性材質形塑街道空間 

http://www.greeninfrastructurewik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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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肯特地區擁有豐富的森林資源 

賦予綠色運具提供自行車安全舒適的騎乘空間。 

(五) 美國-新肯特地區（New Kent County） 

新肯特地區擁有豐富的環境資源，無論是林地、農

業資源、河川水圳以及文化景觀等，都為新肯特地

區創造了豐富景觀。 

其透過綠色基盤計畫利用現有的林地面積進行換

算未來計畫執行後將可改善、創造的生態效益，並

且藉此確認現有生態連結性之強弱。此外並提出透

過綠色基盤計畫將可達到下述目標： 

1.資產的映射：了解地方上現有的生態、文化、經

濟等資源潛力與未來發展。 

2.風險評估：透過計畫得以了解環境目前所遭受的的威脅與發展限制。 

3.創造新肯特地區再生的機會：因地制宜，擬定專屬新肯特地區適宜之發展方向、

政策、定位與願景，以確保環境資源之鞏固。 

4.促發政策執行(透過綠色基盤計畫劃設資源分析地圖，擬定發展戰略地圖、願景藍

圖，企圖藉由各型行動計畫，建構全面性的發展計畫)。 

  

圖 2-15 新肯特地區自然資源保護網絡 



第貳章 綠色基盤之定義與國外案例分析 

 

2-25 CNHW 
INTERNATIONAL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圖 2-17  Saratoga綠色基盤願景圖 

 

圖 2-16 新肯特地區綠色基盤願景圖 

(六) 紐約州 Saratoga地區（Saratoga County） 

Saratoga綠色基盤生態網絡，藉由生態廊道系統串接重要生態棲地。透過綠色基盤

計畫保存並保護農業、林業景觀，並促使民眾得以更親近自然景觀。綠色基盤計畫

有助於文化、自然、生態、遊憩以及經濟

得以平衡發展，並且透過綠色的手法使灰

色基盤結合自然資源加以補救與提昇。 

1.自然綠色基盤資源：大規模的原始林、

鏈結的濕地資源以及重要的生物棲息空

間，應透過綠色基盤計畫維護自然資源

促進生態平衡。 

2.農業核心區：廣大的農地資源應透過計

畫加以保留與保護。 

3.綠色通道：藉由綠色廊道網絡系統鏈結

人與自然間的關係，提供生物移動、棲

地等功能，更創造文化交流的通道。 

4.文化遺產之保存：透過綠色基盤計畫為

地區保存了大量的文化資源，並結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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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塑造人為歷史慢遊路徑。 

三、國外綠色基盤相關案例綜整 

綠色基盤操作技術相關案例透過系統方式整理列表如下。可發現國外針對綠色基盤

之操作手法，主要是透過地理資訊系統（GIS）為工具，將現有基礎資料清查結合數

位圖資及相關計畫之綜整，以找出作為未來找出合適保護、鞏固、協調與重建之發

展戰略點。其執行的手法，則多以由政府機關作為主導，成立綠色基盤發展中心或

結合學術團體、專家學者以及地方社團之力量，進行綠色基盤相關政策的研擬，且

利用研討會、座談會等手法，將此項議題擴大宣導進而輔助地方進行區域性之綠色

基盤建構。而各國在綠色基盤之操作重點上，經整理可發現由操作手法與操作工具

之運用，皆是期望透過各層次的疊圖分析過程，挖掘出環境發展最適宜的序列關係，

即期望辨識出景觀戰略點，以及具體須被保育之範圍幫助廊道系統的建置以確保生

態資源可確實的被保護。 

國外對於發展綠色基盤之操作工具與相關手法於國內皆已有相當的發展基礎，綠色

基盤其強調的是以全面性的角度去審視環境的發展，其涵納的不僅是自然生態環境

而融合了生活與景觀。過去於台灣許多類似的計畫其發展角度往往僅針對單一區域

與單一元素，因此透過國外經驗的吸取，本計畫現階段將以整合的角度，建立合適

臺北都會區發展之評估手法，指認臺北都會區景觀戰略區位，建構臺北都會區的綠

色基盤。 

表 2-2 綠色基盤相關操作案例綜整 

地點 案例名稱 綠色基盤定義 操作重點 操作手法 相關執行機制 

綠色基盤

計畫操作

概念 

針對人類生活環

境包含自然生態

環境、景觀、生活

環境、休閒遊憩空

間等，所提出具有

全面性、戰略性、

公共利益性，以達

到保存、保護、鞏

固、創造效益之發

展策略。 

進行綠資源的

清查，以作為

未來找出合適

保護、鞏固、

協調與重建之

發展戰略點。 

運用「GIS地理資訊

系統技術」與基礎資

料分析的支援，幫助

地方政府保護生態

及文化資源，為綠色

資產提擬適切的鞏

固策略。 

1.成立「GIC綠色基盤資訊中

心」幫助地方政府保護生態

及文化資源。 

2.建立綠色基盤網絡樞紐中

心，作為綠色基盤規劃手

法、操作技術資訊交流站。 

3.提高學界於綠色基盤規劃

之專業能力(課程、研究經

費，論壇、研討會等國際會

議)。 

4.建構綠色基盤資訊網站，藉

由網站提供的地方基礎數據

資料庫，以充分輔助學界、

專業團隊於計畫中運用。 

美國 

維吉尼亞

州

Richmond

地區 

在自然資源與已

開發的土地上，提

供乾淨的水與空

氣，保證我們的生

活品質，與經濟的

永續。 

運用 GIS地理

資訊系統劃設

生態緩衝區，

並建構都市核

心地區與重要

自然核心區，

利用 GIS 地理資訊

系統的數據資訊、航

照圖和生態核心地

理信息系統數據進

行操作。 

集結Richmond區域規劃委員

會(RRPDC)、綠色基礎建設中

心和州立區域土地管理機

構。將地方政府、州與聯邦政

府的團體與不同組織機構聚

集在一起，協助建立區域性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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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案例名稱 綠色基盤定義 操作重點 操作手法 相關執行機制 

建立連結關係 色建設的資產之發展方針。 

美國 

馬里蘭州

綠色基盤 

透過綠色基盤網

絡 之 評 估 與 形

塑，企圖恢復森

林、濕地、河岸緩

衝區等地方特色

資源。 

提供生物棲息

的基質與遷移

的廊道空間，

透過分析找最

適宜的序列關

係，以確保重

要的資源可即

時被保護，此

外透過評估系

統更有助於推

算出具體的保

育範圍。 

綠色基盤的評估中

建立綠色基礎設施

評估方法 (GIA)，運

用 GIS 地理資訊系

統建構馬里蘭州基

礎資訊之健全。 

1.確認重點區域。 

2.於重點區鄰近區

域之廊道系統與

基質應納入綠色

基盤中作為整體

考量。 

3.若經由評估系統

驗證其具有恢復

之必要性，而鄰近

地區包含威脅其

發展之因子，應透

過收購或導入 

由馬里蘭州自然資源部主導

綠色基盤相關計畫之推行 

英國--綠色

基盤計畫

操作概念 

綠色基盤存在於

城市、鄉鎮合鄉村

之 間 之 物 理 環

境，是一個網路系

統的概念，包含開

放空間、公園綠

地、花園、林地、

綠色廊道、水道、

行道樹以及許多

開放農地空間，是

一種永續資源管

理系統。 

透過相片基本

圖之數位資料

為基準空照圖

進行套疊，並

結合國土利用

現況與土地利

用現況進行環

境分析，以指

認 出 戰 略 地

區，修復、補

強、鞏固生態

系統 

透過地理資訊系統

（GIS）訂定綠色基

盤之基礎圖資。 

結合政府單位以及學術單

位，進行綠色基盤相關政策之

研擬，並透過綠色基盤指導手

冊，作為後續於各地區綠色基

盤操作之指南。 

英國 

劍橋地區

綠色基盤

計畫操作

概念 

以市區公園和花

園、國家公園、自

然 資 源 如 溼 地

等、綠色廊道、綠

地空間、墓地以及

國際保護區、野生

動物、地方自然保

護區、林地資源等

等所組成，強調以

永 續 發 展 之 角

度，塑造具生物多

樣化性的空間機

能，保持棲息地的

連通性。 

擬定劍橋地區

未來綠色基盤

串連、鞏固、

修復補強、策

略 連 結 等 構

想，透過景觀

戰略點的辨識

與指認，有助

於解決如何設

廊道或在何處

引進棲息地嵌

塊體，才能最

有效的影響生

態過程 

訂定綠色基盤操作

程序之標準，透過 7

項 GIS 地理資訊系

統的分析步驟，疊

圖、分析劍橋地區空

間條件 

結合公部門、專家學者相關團

體共同投入 

1.指導小組：組織指導小組，

作為計畫整體策劃之主導擬

定發展策略。 

2.專家學者與相關團體：專家

學者、相關學術團體，林業

委員會，國家信託等共同協

商，幫助資料庫建置。 

3.舉辦工作坊與研討會：透過

工作坊與研討會，針對限制

與困境進行討論，為計畫激

盪出新興策略方向。 

本計畫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