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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臺北都會區推動綠色基盤的基礎 

第一節 臺北都會區土地使用與環境相關上位計畫之

分析 

一、相關上位計畫 

透過對臺北都會區土地使用與環境相關與上位計畫之通盤了解，將有助於指認臺北

都會區之現有、未來與具潛力之自然區塊與連接網絡，並分析目前與未來相關計畫

與推動綠色基盤之關連性與限制，並提出一個更具願景之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綱要

計畫。 

(一) 臺北都會區實質發展計畫（內政部營建署，1990） 

內政部營建署於 1990年所規劃，該計畫以臺北市為核心發展的前提下，透過交通運

輸軸線，建議發展臺北都會區為樹林--板橋、南港--汐止、三重--林口、中和--永和、

關渡--淡水、泰山--林口、蘆洲--八里、土城--三峽等八個發展軸線，另將臺北都會區

發展為六個規劃單元：臺北核心區、淡芝地區、三新地區、板和地區、新柵地區以

及港汐地區等六個規劃單元，提出六心八軸的都會區規劃概念。其中，文山區列為

以新店為地區中心的新柵地區，其主要功能定位為居住和遊憩，次要功能為商業與

農業，而新柵地區的土地開發住宅用地劃設多集中於木柵、新店、景美等地區。 

(二) 臺灣北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內政部，1995） 

臺灣北部區域發展計畫：臺灣北部區域在考量土地資源、人文歷史與地方產業發展

特性，臺北都會區除朝向高度開發以綜合型資源、人文與產業發展外，於山岳、丘

陵地區則朝向結合生態旅遊，推展生態教育理念。 

計畫年期為 94年，計畫的目的為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的保育利用。此次修訂的主要

重點為劃設環境敏感地區，依環境特性與發展需要界定土地使用強度；訂定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程序（工業區、風景區及特定專用區等）、訂定土地開發

指導原則、都市及住宅採總量管制的開發方式等。 

北部區域計畫範圍包括臺北市、基隆市、新竹市、臺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宜蘭

縣、七個縣市之全部行政區域，總面積三四七．二七平方公里，並區分為五個生活

圈。臺北生活圈面積佔北部區域的 24.82%，以臺北市為中心主要都市，並將臺北市

定位為區域服務業、商業行政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媒體中心、都市社會服務、資

訊服務業等。 

於本計畫中，臺北生活圈之觀光遊憩資源分為自然遊憩資源、人文遊憩資源、產業

遊憩資源及遊樂設施與活動，其遊憩活動據點定位分派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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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觀光都市：臺北市、淡水鎮 

地區觀光市鎮：三峽 

區域渡假基地：陽明山、烏來、滿月圓、麟山鼻 

地區渡假基地：碧潭、坪林、北投、石碇、林口、關渡、燕子湖 

臺北生活圈相關之觀光旅遊發展目標與策略如下： 

1.發展目標 

(1) 提供各種不同活動類型之觀光遊憩機會，以整體計畫為手段，適度開發觀光休

閒遊憩據點及設施，以滿足各種群體之大量需求。 

(2) 發揮遊憩資源潛在功能，建立完善遊憩系統，加強系統間及系統內連結，提高

各系統可及性，謀求觀光遊憩系統與空間發展之整合。 

(3) 於利用自然、人文資源的同時，遵循資源永續利用原則，謀求觀光遊憩發展與

資源特性之契合。 

2.系統發展策略 

臺北都市系統原則以發展高密度遊憩區為主，設置人工遊憩設施，導入各種遊樂

活動，提供臺北生活圈週末及假日一日遊以下之密集遊憩需求。其整體發展主題

為：文化及藝術展示中心、購物中心、城市景觀、休閒農業區、遊樂區、民俗活

動、遊艇碼頭等。 

(三) 國土綜合發展計畫 (行政院，1996)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的性質與功能，是以全臺灣地區及金門地區、馬祖地區為規劃範

圍，以民國 100年為目標年，配合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對人口、產業及公共設施在

空間上做適當的配置，並對土地、水、天然資源分配作規劃是一目標性、政策性的

長期發展綱要計畫。 

在環境保育與永續發展的前提下，促進國土地和里利用，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質，並

兼顧生產環境的需要。 

1.生態環境的維護：整合保育觀念於開發過程中，合理有效利用資源，使自然資源

永續發展。 

2.生產環境的建設：配合國際化、自由化、及高科技劃，調整產業區位，建設臺灣。 

3.生活環境的改善：建設臺灣城為高品質的生活環境，縮小區間發展差距並調和城

鄉發展。 

(四) 臺北市都市永續發展指標與策略研擬之研究（臺北市政府，1996） 

此研究目的乃在建立臺北市永續性都市之指標系統，以提供規劃者、決策者與管理

者之評估參考，研究內容如下： 

1.回顧相關文獻 

2.檢討環境發展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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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續發展評估指標 

4.以維生系統觀念建立臺北市自然環境資料庫 

5.試擬永續發展之環境策略或行動計畫 

概分為自然系統、農業系統、水資源、都市系統、維生服務、輸入資源、都市生產、

資源回收循環、及環境管理等十個指標群，進而研擬出 80項評估永續發展之決策指

標，再根據臺北市都市發展特性與民眾關切課題，將決策者指標綜合簡化為 31個民

眾指標。除了指標選取外，此研究亦強調動態觀念，亦即組成系統的各項指標間彼

此影響的互動關係。 

此研究所研擬出 80 個永續指標中與生態層面相關之生態環境面指標將為本計畫重

要之參考，再結合國內外相關研究研擬之指標項，將使生態評估指標項目更為完整

並具互補性與實際檢視都市生態之實質功能。 

(五) 修訂臺北市綜合發展計畫（民國 1996年） 

臺北市政府於民國八十五年對於臺北市綜合發展計畫提出修訂，此計畫之都市空間

發展構想提出儘速釋出大型公有土地，協調作為調整都市結構有機元素串連，並推

動中小型公有閒置土地公共化，促進社區發展。針對近山地區則，強調親山計畫，

增加都市居民與山親近的機會，同時山坡地住宅區須嚴格掌控其開發，不宜開發之

土地則將土地使用分區調整為保護區。另外也希望配合地區產業、歷史特色，推動

造街運動。 

總目標為「創造毗鄰都會核心之具有山水文化休閒特色之生態居住地區」，其發展構

想之主軸乃強調臺北市雙心雙軸之發展-- 

臺北市的發展以新、舊雙核心為行政和商業的中心，以十字雙軸線為交通主要動線 

(六) 基隆市綜合發展計畫（基隆市政府，1998） 

基隆市綜合發展計畫以促進基隆市

下世紀的永續發展為原則，兼顧地方

行政的現實，透過理性的技術分析預

測，企圖達到「加強意見參與，凝聚

地方發展共識」、「引導土地使用，促

進環境永續發展」、「調整產業結構，

發達都市經濟活力」、「強化公共投

資，提昇生活環境品質」三項目標。 

基隆市整體陸域空間分布，以基隆港

埠為主軸中心發展，由基隆港埠向外

擴散，縱軸方面沿中山高、北二高及

臺五線道路發展，橫向則以濱海公路

進行。 

基隆市區域空間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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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基隆市自然地理環境、歷史發展脈絡、產業結構，以及多元化社會環境發展條

件與地方特色，擬定基隆市未來都市十美實質建設空間發展方向推動，以塑造出具

有特色之基隆市空間發展方向： 

1.港埠客貨運觀光特區：發展為北臺灣海運

通關城市功能，塑造港埠觀光城市意象，

建構港埠藝術網絡系統，並活化港埠發展

歷史軌跡環境；再現基隆史蹟回春風華。 

2.商業娛樂古都心：建構北臺灣港市合一休

閒遊憩經濟服務中心機能，注入水岸公共

藝術空間環境，開發火車站及鐵路地下

化，開發交通運輸總樞紐中心。 

3.八斗子（海洋科技）副都心：利用現有優

勢漁業生產環境及未來海洋博物館興建，

並結合當地臺灣省水產實驗所及海洋大

學，形成新興海洋高科技產業園區。 

4.大武崙（優質居住）副都心：配合優勢醫

療資源、交通路網（北二高速公路、萬瑞

快速道路及西岸聯絡道）及新山水庫等，

營造山水休閒遊憩優質居家環境。 

5.七堵（新經濟）副都心：配合臺五線各大

小倉儲貨櫃集散場腹地遷移、及規劃未來

臺北捷運系統線延伸至基隆計畫，調整具

有競爭力產業機能，帶動未來新的都會發

展。 

6.海洋生態遊憩帶：延伸並開發基隆市管轄

空間領域，開發多元化海洋觀光軟性活

動，規劃生態旅遊解說教育系統，並以總

量管制方式，以達永續性生態保育經營。 

7.自然生態遊憩帶：農產科技園區-引進生化

科技人才，發展生產多樣性高附價值農產

品，供應大臺北地區市場需求。觀光生態

遊憩帶-推廣生態旅遊觀光遊憩系統，帶動

觀光遊憩產業發展。 

8.暖暖人文史蹟發展帶：發掘廢棄煤礦產業，再造古山城文化新環境；設置觀光花

卉專業區，擴大花卉生產培育園區，並提供休閒農園遊憩場所。  

9.新經濟文化發展軸：配合七堵副都心發展區、延伸捷運系統興建工程等以高科技

發展中心、休閒遊憩場所，提供大臺北都會區最近郊休閒遊憩帶一環的利機軸帶。 

10.濱海觀光科技遊憩軸：善用基隆市自然濱海資源條件，開創多元化濱海遊憩帶整

合，設置北臺灣觀光服務業研訓中心，增加基隆市就業機會，並培訓海洋觀光遊

憩人才。 

七堵區空間發展願景 

生態廊道及網路復育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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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綠色生態都市規劃 (臺北市政府，1999)  

「綠色生態城市規劃」研究目的在建立臺北市在未來研擬都市計畫、控制土地開發

以及審議相關許可時可以依據的政策、準則，以及有關實施此等政策與準則時所需

的行政機制，亦即「生態城市綱要計畫」，計畫擬定架構包含生態城市發展政策、都

市環境土地管理體系及生態城市規劃設計準則三個重要系統。 

於計畫中提出臺北市都會生態網之策略主要包含四大項： 

1.建立絕對保戶的生態核心區 

2.建立都市邊界與緩衝區 

3.建立生態廊道 

4.棲地的復育 

「綠色生態城市規劃」案指出，因設計準則擬定需有臺北市完整之生態環境資料系

統分析資料以及都市各環境界面相關研究資料作為基礎，方能在上位研究計畫與生

態相關系統資料完備之狀況下進行擬定，故此計畫之執行有其研究限制，計畫成果

仍有落實之困難度，須待後續研究持續進行以完成之。研究成果建議後續研究可參

酌此計畫所探討之準則架構擬定方向以及理論方法，建立生態準則系統架構與研擬

生態設計準則。 

(八) 臺北市綠綱要計畫 (臺北市政府，1999)  

此計畫以都市的永續性發展為指導原則，以

都市生態及綠地演變為基礎架構，結合並檢

討都市綠地現況及面臨之綠地生態環境惡

化課題，從環境、生態保育、遊憩、自然體

驗之提供，景觀、生活環境保全、防災、社

會文化等面向之研討為主，目的包括：建立

永續利用之都市土地，並闡揚具有地方特色

之生態都市，同時可有效的作為相關綠地計

畫推動之依據。 

計畫內容包括：分析臺北市之生態環境架

構；建立臺北市綠綱要架構原則；建構臺北

市綠地願景；相關執行計畫及活動之研擬。

計畫成果研訂公園綠地系統配置、訂定全面

推動綠化推展方針，並擬定綠綱要推動行動

綱領，作為綠政組織之工作建議，結合民間

資源，提高民眾參與以有效推動臺北市綠

化。 

綠地發展已被聯合國科教文組視為推動永續發展 21世紀議程中議題之一，綠地之永

環境生態保育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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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涉及生態系保全、生物多樣性保存、永續城鄉發展建設、永續社會環境倫理

與環境價值觀，上述兩計畫皆承續該精神，以實踐綠色策略、開創臺北市生態都市

願景。本研究亦將以此二計畫之相關綠政藍圖為參考指導原則，持續推行臺北市之

永續性生態都市計畫。 

（九）臺北市綠政發展策略暨實施方案之研究 (臺北市政府，1999) 

研究目的乃以臺北市自然環境資源及都市

人文發展歷史為基礎，透過永續發展與生態

都市建設的理念，檢視臺北市目前土地利

用、公共工程、防災體系、休閒遊憩、景觀、

生態保育、社會文化等面向之現行政策，以

作為臺北市往後進行綠地品質指標、公園綠

地需求、土地取得、都市更新與公園綠地更

新……等，推行相關部門計畫及整合建構之

參考依據。 

此研究計畫與「臺北市綠綱要計畫」、「2025-

綠色生態臺北城（臺北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兩計畫於同時期進行，並具相輔相成

之垂直與重疊關係，計畫之主要成果在擬定臺北市綠政發展策略以及綠政實施方

案，以研擬臺北市能確實執行並實踐綠色生態臺北城之相關執行策略及方案，俾利

早日實現臺北生態都市願景。 

(十) 都市指標系統對臺北市永續發展之適用性及評估手冊研擬（臺北市政

府，2000） 

研究針對聯合國都市指標系統可實踐的「關鍵性指標群」進行彙整，以這些指標群

作為臺北市都市指標系統之基礎，繼而尋求「地方性指標群」，共同組成臺北市在地

之都市指標系統。 

此研究分三個階段建置並修正臺北市都市指標系統，結果共彙整七大類共 49 項指

標，其中除納入聯合國都市指標系統外，尚包含臺北市政府各局處提供之地方性指

標，及黃書禮（1996）研擬「臺北市都市永續發展指標」，共同組成都市指標系統。 

研究顯示，這七類都市指標之綜合性指標均呈現微幅成長且趨近於 1 之趨勢，就都

市永續發展而言是一有益整體都市發展之現象；而此七類指標群中，以背景資料、

地方政府及住宅都市指標為較具永續趨勢之指標項類，顯示行政部門在市政建設及

住宅政策上均具有較佳之執行成效。 

（十一）修訂臺北縣綜合發展計畫（臺北縣政府，2000） 

從時間、空間、活動三方面討論，以「新北縣、好生活」為基調，以建設「在地人

的好所在，出外人的新故鄉」為目標，希望將臺北縣建設為一個屬於在地人與出外

人都能安居樂業的新北縣。依據地理位置、發展的依存性分為六大生活圈地區：海

都市生態廊道之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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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區、土城、樹林及三鶯地區、重新地區、大文山地區以及東北角地區與北海岸

地區等六大地區。 

臺北縣未來的發展，考量到資源的承載，以及臺北都會區的成長，據營建署 89年推

估，臺北縣未來的人口規模估值，在民國 90 年時約為 360 萬人，民國 100 年約為

400 萬人，民國 110 年以後人口呈穩定零成長。在此規模的設定之下，均衡城鄉的

發展成為未來重要的課題，未來將依各鄉鎮市人口的特性與都市發展狀況，分為三

個地區發展層級規劃；而空間部分，依照點、線、面的發展關係分為三個空間發展

架構說明；為將規劃架構予以具體落實，我們進一步提出臺北縣雙十旗艦發展的實

施方案，包括實質空間與經營管理兩方向，希望透過重大建設的施政主軸，帶動臺

北縣的發展契機；最後在透過部門與地區實質建設規劃，將臺北縣的發展藍圖成果

予以展現。 

1.第一級為高度發展區（管理成長區）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

新莊、新店、汐止等八個市鄉鎮 

目前人口過度集中、社區老舊、公

共設施不足等問題。未來以管理成

長的概念，鼓勵都市更新、優先設

置公共設施、遷建大型機關以及嚴

格限制環境敏感地區的發展管理等

策略規劃這一級的都市。 

2.第二級為中度發展區（成長管理區）

--鶯歌、淡水、八里、五股、泰山、

林口、三峽、樹林、土城、深坑十

個市鄉鎮 

此區目前人口持續成長、產業環境

落後、土地需求壓力以及城鄉發展

失調等問題。未來以成長管理的對

策，訂定管理策略、加速產業升級，並加速新興地區事前的規劃等策略規劃這一

級的都市。 

3.第三級為低度發展區（環境管理區）--石門、萬里、三芝、金山、貢寮、雙溪、

平溪、瑞芳、坪林、烏來、石碇等十一個市鄉鎮 

此區自然資源豐富、區位偏遠，並受到法令限制的問題，各種公共設施有待提升。

未來以環境管理的角度，以便利當地交通、提升當地生活品質，適度提升觀光產

業的品質與保護自然資源為規劃重點。 

(十二) 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水與綠建設計畫」 (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2003) 

1.觀光客倍增－全國自行車道系統的建置：依據「綠色矽島建設藍圖」暨相關政策

精神，並以「人」為核心基本理念，規劃以休閒自行車道為串聯各區域及本身地

區之「綠廊」，逐步建構地方性路網，並銜接環島及區域路網，提供完整休閒自行

臺北縣限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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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系統。 

2.水與綠建設－逐步恢復臺灣的自然生態，創造亞熱帶國家生態島嶼典範，包含水

資源規劃利用、地貌改造與復育。 

(1) 地貌改造與復育：配合重要河川之治理，以生態與親水觀念創造河川景觀與親

水空間；並創造寧適優美的人文地景、城鎮、鄉村與都市景觀改造。 

(2) 發展再生能源：推動再生能源研發與推廣應用。 

(3) 綠營建計畫：配合資源永續利用原則，積極推動綠營建政策，擴大建築物省能

源、省資源、低污染之環境保護效應，有效降低環境衝擊及負荷。推動綠建築、

永續校園、推廣生態工法、推動營建資源再利用於公共工程。 

(十三) 臺北市生態環境都市設計規劃與生態設計準則之研究（臺北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2003）  

針對永續發展議題中生態、社會、經濟、資源與制度等各類與都市發展相關面向中，

選取與都市空間環境具直接相關之生態資源結構作為主要研究重點，期望以臺北都

會環境生態相關研究之既有資料為基礎，針對都市發展之生態、生活、生產等面向

進行深入探討，據以擬定臺北生態都市發展策略與原則，並研訂臺北市都市設計及

土地開發許可審議評估指標，期望未來臺北市能透過評估指標管制，兼顧都市發展

與自然環境永續經營。 

1.計畫效益 

(1) 為「臺北生態都市」之發展擘劃

整體空間藍圖與發展原則，並作

為重要政策發展依據。 

(2) 彙整臺北市政府各相關部門及

學者專家意見，提出確實可執行

及後續執行之參考指標，增加計

畫之共識與可執行性。 

(3) 設定生態都市指標，使臺北市各

行政區能奠基於各自之環境資

源條件，朝向更具地方特色之永

續生活環境發展。 

2.都市特色指認與整體發展定位 

臺北市以建構生態都市為目標，以

實現「生態、綠意、舒適、美質」

的生態都市願景藍圖。臺北市邁向

『生態都市』之整體發展加以特色

指認及定位： 

(1) 與全球接軌世界同步（放眼世

界） 

(2) 風土性盆地場域建構（深耕在
臺北市生態結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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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生態結構發展願景圖 

地） 

(3) 多元異質化生態共生（物種融合） 

(4) 開發與保育量能提升（雙軸發展） 

3.展望及目標 

十年展望：以『天人合一』理念為出發點，建立自然舒適、生態共榮的永續環境，

實現臺北市生態都市願景目標。 

四年目標 

(1) 八分飽的都市---總量管制政策

之執行 

(2) 多涵容的都市---生物基因庫絕

對保護 

(3) 會呼吸的都市---都市微氣候調

節改善 

(4) 有水喝的都市---地表可透水策

略實施 

(5) 綠皮敷的都市---多層次綠網系

統建構 

(6) 很健康的都市---低污染低拮抗

環境觀 

(7) 具創意的都市---公私部門之共

同發展 

(8) 科技腦的城市---基礎資料統計

與應用 

4.臺北市生態都市發展願景 

遏止景觀生態破碎化、斷裂化現象，完成景觀生態質量均優、廊道網絡連結、山

水串連且健康、舒適之生態臺北城願景藍圖。 

5.臺北市生態都市指標 

透過都市永續指標以發展永續都市，以景觀生態環境層面作為發展永續都市之評

估依據。生態都市指標以生態、生活、生產三向度進行系統分類，其中生態類含

括水資源、綠資源、生物資源、環境管理等四大指標群共 22個指標項，生活類含

括基礎建設、交通、休閒遊憩、教育推廣、防災等五大指標群共 13個指標項，生

產類則含括產業、環境品質等二大指標群共 5個指標項。 

(十四) 國家永續發展指標 (行政院，2003) 

有鑑於全球資源缺乏、環境破壞與污染嚴重，世界各國正全力推動「永續發展」，為

與世界同步，行政院已於九十一年十二月核定「國家永續發展行動計畫」，由各部會

積極推動中。建構國家層級永續發展指標系統實為當務之急，永續發展委員會爰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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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推動國家永續發展指標建置工作，以發展指標系統並建置永續指標系統統計、發

佈、檢討之相關機制，作為評量國家發展永續性之基礎，並發揮決策預警、決策檢

討功能。 

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負責之「永續願景組」，邀集相關部會組成建立永續指標系

統跨部會工作小組，依據行政院國科會補助學術界進行之永續臺灣願景與策略研究

計畫，歷經四年建立 111 項指標。而考量資料取得之可行性與穩定性，與公共政策

連結之意義，國際接軌之可能等，選擇具有永續發展意義與代表性之指標，區分為

海島臺灣與都市臺灣兩個體系，涵括生態資源、環境污染、社會壓力、經濟壓力、

制度回應、都市永續發展等六個領域共 42 項指標，建構出「臺灣永續發展指標系

統」，詳見下表。 

 

(十五) 臺北市永續發展指標與評量方法報告（臺北市政府，2004） 

為實現「永續臺北生態城，打造兼顧環境循環共生、社會進步共享與經濟智慧成長

的世界級永續性生態首都」的發展願景，除勾勒出推動永續願景外。並進一步架構

臺北市永續發展指標決策支援工具，透過指標所傳遞的長期變化資訊與趨勢，以瞭

解及分析永續發展各層面的權衡，並注重與指標有關的議題。提供本府各局處在永

都

市

臺

灣 

都市發展 

永續度 

都市平均每人所得 

都會區小汽車持有率 

大眾運輸乘客人次 

都市化面積擴張率 

都會區每年空氣嚴重污染比率 

每人享用公園綠地面積 

都會區主要河段中度以上污染

長度比 

都市主要河段親水性 

社會

壓力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量 

檳榔種植面積 

公害陳情案件受理統計 

癌症死亡率 

失業率 

壓力永續度

（Pressure） 
經濟

壓力 

每戶家庭擁有電腦的比率 

每人國產水泥生產量 

農藥消費量佔農產產值比率 

工業用水量佔工業產值比率 

資源耗用型產業生產淨值佔製

造業生產淨值比率 

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 

能源使用密集度 

環境

污染 

二氧化碳排放量 

PSI平均值 

受輕度以下污染河川比率 

水庫品質 

廢棄物資源回收率 

低放射性固化廢棄物成長率 
現狀永續度

（State） 
生態

資源 

非自然資源生產地面積比 

天然海岸比例 

未受損失森林面積比 

耕地總面積比 

單位努力漁獲量 

生態敏感地 

有效水資源 

臺

灣

永

續

發

展

指

標

系

統 

海

島

臺

灣 

回應永續度

（Response） 

制度

回應 

環保生態預算支出 

政府鼓勵防治污染及資源回收

財稅措施 

國際公約於國內落實的程度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案件比例 

污水處理率 

制訂藥用或嚴格限用的化學品

數量 

環保標章逾用量 

政府與民間環保團體合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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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相關決策的預警與導引上

的功能。 

永續發展指標之定位為：整合經

濟、環境與社會三個層面，具有永

續評量功能的指標群。強調臺北市

都市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至少應注

重指標的代表性、綜合性、動態

性、前瞻性、清晰性、及預測性。 

於計畫內將永續發展指標歸類

為：「符合參與型與在地化之地方

永續指標」，而因永續發展是長期的過程，因此其指標功能包括有指標建構、長期趨

勢監測、制訂永續對策。在特點上則為可顯示地方特性與環境發展特殊議題、及健

全公民社會與公共參與。 

1.建構 118 項永續發展指標資料庫 

經與國內、外相關指標資料比較與彙整分析後，臺北市永續發展指標庫，共計有

118個指標：經濟智慧成長組（經濟）有 27個量化指標、1個質化指標，環境循

環共生組（環境）有 51個量化指標，社會進步共享組（社會）有 35個量化指標、

4個質化指標。 

2.建立本市永續發展指標評量方法 

所建議各「永續指標值」之計算評量方法，主要參考行政院主計處國民生活指標

之計算公式，以民國 77年作為計算基年進行估算。 

3.問卷調查後的指標特性分析 

結果指出共 48個指標可作為未來長期使用之永續發展指標基礎群。 

(十六) 臺灣二十一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略綱領（行政院，2005） 

全民推動永續發展策略綱領的共同願景，是在新世紀藉

由資源的善用，使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同之和諧得

以妥善維護，期待國人能世代享有「永續的生態」、「適

意的環境」、「安全的社會」與「開放的經濟」。永續發

展願景包含四大項：1.永續的生態 2.適意的環境 3.安全

的社會 4.開放的經濟 

為實現我國永續發展的願景，策略綱領包含「永續的資

源」、「永續的社會」、「永續的經濟」三大面，透過分別

檢視其中相關之領域課題，藉由教育、科技、資訊之結

合，並透過公共參與、政府再造及國際合作等宏觀之執

行機制，提出九大總體策略，以及五大永續發展策略綱

領。 

永續發展指標建構流程 

獅頭山 

基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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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議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領共分為「永續的環境」、「永續的

社會」、「永續的經濟」、「發展的動力」及「推動的機制」等，重要發展策略，針對

「永續的環境」、「永續的社會」重點歸納如下： 

1.「永續的環境」 

永續的環境其探討的內涵涵括「自然

保育」：大氣、水資源、土地資源、

海洋資源、生物多樣性、環境管理；

「公害預防及修復」：防治大氣公

害、防治水資源公害、防治土壤公

害、防治廢棄物公害；「環境規劃」：

理 利合 的土地使用、適當 用農業生產

區、建立生態城鄉、推動生態工業區

其中土地資源中提出未來用續發展

之相關政策如下： 

(1) 辨理全國自然環境資源調查，充實

及適時更新國土資訊系統。 

(2) 健全國土調查機關組織，研訂全國

自然環境資源調查長程計畫。 

(3) 復 略研擬及推動國土 育策 方案及

復 例國土 育條 ，以保育為原則從嚴

理管 山坡地、河川區域及海岸地區

復之開發；並推動國土 育計畫，積

復極 育環境嚴重退化地區。 

(4) 理加速研訂國土計畫。健全管 地方

自然與文化遺產。 

(5) 推動鄉村計畫，維護鄉村特質。 

(6) 利 立利 度加強土地 用監測機制。建 用衛星遙測及航空照片之監測制 。 

(7) 利研訂國家襲（遺）產保育方案，促進古蹟遺址之再 用及維護，善用文化資產。 

2.「永續的社會」 

在臺灣從「發展中」國家邁入「已開發」國家之際，整體社會目標也必須從過去

不較為偏重高度經濟成長轉而追求社會的更加和諧、生活品質（而 是消費物質）

更的更加提升、社會 加公 理平、資源更合 的分配、人民身體更加健康、民眾更有

機會與意願參與社會政治事物、以及社區再造與發展；這一切，也就是「永續社

了會」的意涵 。因此，對於永續社會的追求，可以落實於下列四大政策方向的關

注與改善：公平正義；民眾參與；社區發展；人口健康。 

3.「永續的經濟」 

度在「永續發展」的大前提下，我們必須調整過去側重開發，追求快速高 經濟成

長的心態，改變過去的產業發展方向，以「質」的提升取代「量」的擴增，著重

良 神於 好品質且與環境相容的經濟發展。這樣的經濟發展才符合永續發展的精 。

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略綱領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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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經濟才是健康的經濟，才是永續的經濟。在此前提下，我們應該發展與環

境友善的綠色產業，從事無害於環境的清潔生產，並推動保護環境的綠色消費。 

(十七) 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2005) 

1.計畫性質 

以順應自然、尊重自然及原住民族生活與文化為出發點，對已受災害破壞嚴重地

區，積極推動復育，以期恢復自然生態。另對已開發過度之環境敏感地區，逐漸

降開發強度，減少人為的侵擾，進行自然保育。 

2.計畫性質 

(1) 積極復育過度開發山地地區、河川區域、海岸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的生態環境，

促進環境資源永續發展。 

(2) 有效管制山地地區、河川區域、海岸、地層下陷地區及離島的開發行為，降低

自然災害的發生，減緩災害所造成的危害，減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 

(3) 確保山區原住民部落之安全，促進高山之永續發展。 

3.執行範圍 

(1) 山坡地：指依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劃定公告之地區。 

(2) 河川區域：指依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二劃定之區域。 

(3) 海岸地區：係指平均高潮線至第一條省道、濱海主要公路或山脊線之陸域，以

及平均高潮線往海洋延伸至三十公尺等深線，或平均高潮線向海六公里所涵蓋

之海域，取其距離較長者為界，並不超過領海範圍之海域及其海床與底土。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指地層下陷累積總量、下陷年平均速率達一定程度以上，

且對防洪、排水、禦潮或環境產生重大影響，並經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會商各目

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劃定公告之地區。 

(4) 離島：指離島建設條例第二條所定之地區。 

 原住民部落：指原住民於原住民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

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 

(5) 原住民部落道路：指原住民部落集居範圍內之道路及原住民部落之主要聯外道

路。 

(十八) 臺北市未來 30 年都市發展願景綱要計畫-生態城市發展策略與行動方

案（臺北市政府。2008） 

臺北市未來 30年都市發展願景綱要畫案係在全球氣候暖化、永續發展盛行的世界趨

勢下，擬定臺北市未來 30 年生態都市的發展願景及具體策略。具體工作內容則包

括：檢視全球氣候變遷對臺北市以及北臺區域的衝擊、檢視世界各國針對全球氣候

變遷的落實做法、國外城市之案例研究，由生態都市及防災面向擘劃臺北市之未來

發展藍圖願景，並檢視臺北市政府之既有政策與計畫。 

臺北市未來 30年都市發展願景綱要計畫其針對臺北市地區為主，並融合北臺區域以

為臺北市提供更完善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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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目標與預期效益 

(1) 擬定臺北市都市發展願景與策

略（未來 30年至 50年，分別

不同情境規劃），擘畫臺北市發

展為生態城市的願景，在不同

年期與各不同情境分析下，應

有之發展策略。 

(2) 規劃過程中不斷辦理之專家學

者座談會，產業界座談會，區

域城市座談會，公部門座談

會，或市政顧問座談會等，可

在規劃過程中不斷協助生態城

市相關計畫之發展外，亦能逐

漸喚起臺北市民之生態意識，

並逐漸形成政策共識。 

(3) 擬定監測指標並擬定各年期之

目標值，以提供臺北市政府監

督與行動方案的執行，作為周

期性的檢討。 

2.發展願景 

針對臺北市提出生態都市發展願

景以創造「循環有機型的都市」，

並擬定三個階段，以逐步轉變臺北市成為循環有機生態都市。 

願景 循環有機生態城市 

Conservation 
Phase 

Renewable Green Phase 
The Restorative Organic 

Phase 階段 

資源維護階段 綠色生態階段 循環有機階段 

目標年期 2010 2020 2030~2050 

生態效率（有效使

用各種資源） 

生態效益（發揮各資源效

益） 

城市=自然（城市完全發揮生

態的效能，不管是生態過程或

最後的成果） 

減少對生態系統

及公共健康的破

壞 

改善生態系統及公共健康 重新恢復生態系統及公共健康 
主要觀念 

作破壞性較少的

事 
隨著時間把事情越作越好 作確實可以正過去破壞的事 

3.發展議題 

根據循環有機生態城市之願景為基礎，擬訂六大議題： 

(1) 綠意：提高都市綠意、保護自然生態；發展都是有機農業 

(2) 水資源：改善水質、節約用水；降低暴雨衝擊的公共設施；創造親水環境 

臺北市未來發展與更新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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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有機臺北城 

(3) 綠色公設：增加大眾運輸的使用

率；改善人行道及自行車道 

(4) 綠生活圈：發展聚落型的生活模

式；推廣環保教育 

(5) 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6) 智慧生態城：提昇城市數位化應

用、與國際接軌 

透過六議題研擬中長程各階段發

展目標，提出策略及行動方案構

想，且收集過去相關生態城市之研

究指標建立臺北市之監測指標。 

4.後續發展建議議題 

(1) 策略及行動方案應跨大，不僅是針對臺北市地區，應擴張以臺北都會區之角度

建構完善的生態都市策略及行動方案。 

(2) 與鄰近縣市協調，並透過方案研擬以促使生態城市之理念得以落實之可能性。 

(3) 加強行動方案與監測指標間的量化關係，以提升執行上之可行性。 

 

(十九) 臺北縣都市更新推動政策（2006，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臺北縣都市更新推動政策強調導入新的更新觀念，推動全面性都市再生，兼顧歷史

建物保存；以空間更新改善環境，提昇居住品質；透過都市更新引入多元化使用，

並帶動周邊地區整體發展。 

全縣都市更新發展政策則有 3 個主軸，分別為「我建設、你更新」、「老鄰居、新生

2030發展策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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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環境再造、產業升級」，其中「我

建設、你更新」意指結合都市更新與地方

發展，讓公共建設效果波及化，重點推動

地區包括大眾運輸場站、整體開發地區、

新舊商圈、觀光據點等；「老鄰居、新生

活」意指保留原有社區紋理，提昇環境品

質，重點推動地區為老舊社區；「環境再

造、產業升級」意指舊工業區機能檢討，

帶動產業新生命。 

 (二十) 臺北縣 2030未來城市 

（臺北縣政府，2009） 

臺北縣 2030 ＝ 三大都心引領北臺 & 3都心+7策略地區＝10大施政主軸 

1.三大核心都心 

板橋新都心、新莊副都心、臺北港都心 

2.七大施政策略地區 

三鶯水岸雙城整體發展建設計畫、大新板新都心整體發展建設計畫、大新莊副都

心整體發展建設計畫、臺北港灣都心發展建設計畫、坪林低碳樂活村整體發展建

設計畫、金九礦業觀光城整體發展建設計畫、大新店樂水山城整體發展建設計畫。 

3.大河之縣三部曲 

首部曲：溪流整治、乾淨河川 

二部曲：高灘地公園綠地開闢 

三部曲：親水住宅、水岸翻轉 

(二十一) 新世紀第三期國家建設計畫（民國 98至 101年四年計畫) （2009，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計畫年期自民國 98 至 101 年，於生態環境建設方面，秉持「創備優質環境，促進

永續發展」原則，推動國土規劃與管理，落實節能減碳及環境污染減量。 

1.節能減碳酷地球 

(1) 加速訂定「溫室氣體減量法」，規劃減量措施，達成減量目標。 

(2) 規劃全國溫室氣體排放量於 2016至 2020年間回到 2008年水準，2025年回到

2000年水準；2050年回到 2000年排放量的一半水準，並與世界趨勢接軌。 

2.資源循環零廢棄 

持續推動一般廢棄物源頭減量、資源回收，研擬進階之清潔生產、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及推廣機制等。 

3.清淨家園樂活化 

達成環境美化，朝向營造臺灣成為東方瑞士的目標。 

臺北縣都市更新推動政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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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有相關土地與環境計畫的延伸與綠色基盤

之相關性 

臺北都會區目前相關土地與環境計畫名稱、執行內容與綠色基盤綱要計畫之關連

性，表列如下： 

表 3-1  相關計畫與本計畫關聯性分析表 

計畫名稱 執行內容 與本計畫關連性 

生態都市：臺

北市新住宅

社區規劃設

計之生態準

則(臺北市政

府，1997) 

針對臺北市新住宅社區訂定生態規劃設計準則（編列於都

發局、建管處案件之四個審核程序中），希望藉由新住宅生

態規劃設計準則的開端與經驗，未來可再逐步擴大至現有

社區。 

其準則擬定之發展重點限制在下列方向中： 

1.能以公權力介入，並由政府規範、執行者 

2.針對實質環境發展之課題與問題 

3.準則之尺度目前僅侷限於新開發的住宅社區 

僅針對住宅社區部

分相關之生態課題

進行初步探討，且未

加以擴大至全市性

探討，但其所提除為

臺北市建築住宅空

間提供更多的生態

設計準則，若能確實

落實間有助於整體

都會環頸生態效益

之可能。 

臺北市親水

綱要計畫(臺

北市政府，

1997) 

定位為全市性河域

發展計畫，以建立河

川親水、遊憩之相關

發展皆須據此計畫

進行細部規劃與設

計，達成都會區之總

體環境改善。 

臺北市親水綱要計

畫採取將河川屬性

分成主型態及副型態模式分類，其中主型態係採空間面分

類；副型態模式則是賦予功能定位。臺北市大部分屬淡水

河流域範圍，為能依河川屬性與以分類，可細分成 35個河

段。未來水岸及周邊地區發展方向： 

1.防洪安全為主，生態、景觀、親水為輔的堤防設計 

2.尊重自然環境資源，配合河川屬性規劃河川功能 

3.親水不一定要近水、戲水，應尊重水質之涵養與保育 

4.將河川從廢棄物吸納體觀念轉變為都市永續發展之資源 

5. 加強河川經營管理組織，賦與河岸周邊社區權利與義務

平衡關係  

6. 加強水岸及周邊設施（含建築物）之設計與審查 

親水綱要計畫，其主

要強調的仍舊是以

人為出發點以提供

親水遊憩為重。而河

川為都市重要的廊

道基盤，針對河廊空

間的發展除了生態

設計外，親水空間的

營造朝向趨生態之

規劃手法，兼顧生活

使用與生態效益，以

透過河川之保護將

有助於綠色基盤之

穩固朝向永續發展。 

基隆市公園

綠地發展計

畫(基隆市政

府，1999) 

針對都市空間之現有的綠資源行程、現況與潛力提出制定

綠地保育及相關執行計畫，其針對綠地系統、環境保全系

統、防災綠地系統、休閒遊憩系統、景觀資源系統建構基

隆市公園綠地之功能規劃。 

針對基隆市目前公

園綠地資源進行詳

盡的調查依其特性

訂定發展目標。 

其將基隆市綠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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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路網規劃 

計畫名稱 執行內容 與本計畫關連性 

 
環境保全系統規劃示意圖  

之現況與發展限

制，依特性劃分都市

保全綠地、山岳丘陵

保全綠地、水庫保全

區、河川保全區以及

空氣流通保全區

等，其所探討的內容

與空間發展方向，將

有助於本計畫更快

速的了解基隆以及

現有綠色基盤之穩

固。 

臺北市自行

車道路網整

體規劃(臺北

市政府，

2000) 

以提倡多元

運輸系統服

務功能，降低

機動車輛使

用率，減少空

氣污染，遂推

行「自行車道

路網整體規

劃」計畫，以

構築一均

衡、寧靜、健

全的市區道

路運輸系統。 

透過臺北市自行車道路網絡，積極對運具進行重新分配，

落實環保，提供自行車使用者安全的行車空間，達到生活

化、休閒化、生態及公平性的目標，以提升綠色運輸效益。 

自行車道導入綠色

運輸，創造綠色通

道、交通運輸系統，

透過道路景觀的營

造將有助於綠色廊

道系統的建構。促使

都市朝向生態都市

永續發展 

臺北市建築

空地維護管

理辦法(臺北

市政府，

2001) 

1.建築空地所有權人應維護管理空地景觀品質 

2.容積獎勵以鼓勵空地綠美化獎勵項目： 

■ 經整體空地景觀設計，其綠覆率依臺北市建築物及法定

空地綠化實施要點計算方式，在百分之七十以上者 

■ 設置休憩設施供公眾使用 

■ 闢設無遮簷人行道 

■ 設置公益、休憩性設施，並提供公眾使用者 

既有之都市基盤設

施和社會基礎設施

改善，將有助於綠色

基盤之完整，並提升

都市生態性與景觀

品質具明顯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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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子坑親山廊道折頁地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計畫名稱 執行內容 與本計畫關連性 

臺北市親山

推動執行計

畫(臺北市政

府，2002) 

期望透過親山推動執行

計畫規劃完善的親山廊

道，提供舒適、安全、與

便捷的親山環境，建立完

整之親山政策，並據以執

行落實，以加深臺北市之

城市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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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民眾對於親山的可及性及安全性。 

親山政策之擬定有

助於山域地區更有

系統性的發展，所此

計畫之出發點乃是

著重於休閒遊憩之

概念，亦有助於綠色

基盤基礎資料之調

查。  

綠校園推廣

獎勵之改造

計畫(教育

部，2002) 

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水與綠計畫」下實

施策略之一。為加速進行校園永續化、轉化傳統校園環境

以符合永續發展，配合城鄉風貌再造、社區總體營造、生

態旅遊之推動，藉由綠色學校理念之推廣及實質環境之改

造而達成生態校園改造之目標。綠色學校之達成需在因地

制宜的前提下，透過各種手法使學校之改善計畫能滿足敷

地環境永續、生態循環、省能、省資源及健康之原則。推

動綠色學校之評選原則與獎勵

項目包括：資源回收、透水鋪

面、親和性圍籬、生態綠化、

廚餘堆肥、有機農園、生態景

觀水池、省水器材、雨水再利

用等九大項目。整體執行分項

要點如下： 

1.建立中小學校校園永續改造

示範性案例 

2.建立與社區充分結合的校園 

3.建立「校園與社區永續發展小

組」，透過社區人力與物力資

源，完成永續改造之推廣與教

育之積極意義 

校園空間、文教以及

休閒空間除提升臺

北都會區的文化教

育水準外，廣大的校

園開放空間，透過綠

覆率的提升、擴大綠

化面積、創造風道、

綠屋頂營造、綠色公

設、綠色通學巷等的

形塑創造綠色生活

圈，為都市創造更多

生態效益，將有助於

作為綠色基盤系統

的優先示範地點，同

是創造綠色基盤之

重要一環。 

臺北市公園

開發都市設

計準則(臺北

市政府，

2002) 

配合針對一公頃以上公園開發與設計準則為基礎，擬定「臺

北市公園開發都市設計準則」並頒佈執行之，準則與生態

設計相關之要點說明如下： 

公園之開發，以優先考量生態環境和保護既有植生物種的

原則。 

以納入生物多樣性之概念，以考量水循環系統、二氧化碳

與氧循環系統、有機物循環系統及熱循環系統為原則。 

公園綠地之開闢準

則擬定有助於結合

生態設計概念賦予

綠色基盤之可能

性，其中如綠覆率、

植栽樹種的選擇以

及以考量水循環系

統、二氧化碳與氧循

綠校園推廣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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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之綠化計畫應包含現有植

栽調查，以圖面標示其分佈位

置。林相良好之喬木或特殊稀有

灌叢、地被，以原地保存為原

則，其確有移植之需要者，應提

具移植復育計畫 

1.考量生物多樣性 

2.設置堆肥設施以進行有機循

環回收 

3.提供無障礙環境設計 

4.五公頃以上公園應至少提供

一處生態水池 

5.公園周緣種植防火綠帶 

6.公園綠化應優先考量原生種、誘鳥誘蝶植栽並複層配置 

7.公園綠覆率應達 60％，其中喬木綠覆率應達 50％，樹形

以開展型為主，草地綠覆率應達 20％ 

8.公園排水系統應採地下化透水排水系統 

環系統等等可知，生

態設計之概念以早

存在於現有環境的

營造中，期雖僅針對

公園綠地等人為空

間提出建議，但若能

確實的落實，實能為

現有的都市空間創

造生機，為綠色基盤

網絡之建構與其健

全性創造了更多可

能性。 

臺北市都市

景觀中長程

建設計畫(臺

北市政府，

2003) 

以具體形成、提升或保護臺北市之都市景觀品質，並逐步

有計畫進行都市景觀建設之改造，使有限之景觀資源發揮

最大執行效果。 

計畫內容乃依據臺北市自然與人文環境發展特質及已擬定

之既有景觀資源與計畫進行分析，提出：都市景觀建設計

畫包括生態山水城、有情文化城、合作宜居城及活力愉悅

城等四項建設構想並擬定執行計畫以及臺北市景觀自治條

例草案等，總體計畫作為推行景觀建設之依據與參考。都

市景觀建設計畫之主要發展計畫如下 

1.生態山水城：主要包含建立公園綠地網絡計畫、親山網

絡計畫與親水網絡計畫。 

2.有情文化城：涵括公共客廳設置計畫、文化地景軸帶計

畫以及特色商圈塑造計畫 

3.合作宜居城：入口意象塑造計畫、廊道環境彩妝計畫、

景觀認養計畫 

4.活力愉悅城：國門之軸-臺北之鑰地景計畫、臺北水岸長

城計畫、飛舞彩帶空中花園廊道計畫。 

此外透過計畫更為臺北市訂定分期分期階段性景觀建設發

展重點 

■ 短期 93-95年為水的強調：水環境的改善與舊城特色軸

帶建設 

■ 中期 96-100年文化的強調：文化地景軸、城市彩妝與綠

地系統串連 

■ 長期 101-107年遊憩的強調：周邊特色遊憩圈之建設 

都市景觀建設計畫

將臺北市各項重要

計畫彙整於其中，並

提出公園綠地網絡

計畫、親山網絡計畫

與親水網絡計畫，為

臺北市既有的綠色

資源提供優質的發

展可能性。透過創造

更多生態綠點與串

連綠色資源，有助於

本計畫於基盤鏈結

與其完善性。其所提

出之短中長期計畫

雖未全落實但可知

針對臺北市之發展

重點仍舊強調現有

環境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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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山網路景觀計畫                 親水網路景觀計畫 

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

施工篇-綠建

築專章（內政

部，2003） 

增訂綠建築專章要點： 

1.建築基地綠化及植物二氧化碳固定量基準值為重要生態

發展評估指標， 

2.基地保水指標標準，將可增加都市用水源 

3.設置雨水、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系統 

4.綠建築構造與綠建材規定之適用範圍與標準 

 

綠建築營造賦予都

市化地區生態效

益，提高都會區綠覆

率，為都市地區創造

更多的生態跳島，為

綠色基盤生態網絡

之健全創造可能性。 

淡水河系河

廊生態、景觀

及建築發展

整體規劃

（2003，中華

民國景觀學

會） 

計畫範圍以淡水河出海口沿大漢溪至石門水庫、沿新店溪

至翡翠水庫，涵蓋淡水河主要支流。陸域方面則以河川與

陸地之間，具有視覺衝擊、歷史發展軌跡及人文社經相關

範圍為主。 

河廊景觀及建築規劃構想中針對河域空間、親水遊憩系統

提出架構規劃，並擬定水岸都市設計審議規範文化資產維

護計畫。透過此案得執行，更希望能將公共參與水岸社區

規劃得以融合。 

針對臺北都會區地

區河川廊道沿線歷

史、人文、生態等訂

定規範，並結合廊道

空間的營造串接河

岸兩側的特色資

源，將有助於本計畫

釐清臺北都會區地

區河川水域沿線之

情況，以為後續計畫

訂定基盤潛力廊道

之功能與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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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維護計畫       資料來源：「水資源保育與管理」國土論壇 

市區道路工

程規劃及設

計規範之研

究（2004，內

政部營建署） 

本規範之章節架構依道路規劃設計內容，涵蓋道路規劃及

道路設計之相關部份。其中設計部分包括線形與交叉設

計、道路橫斷面設計、道路設施、路面設計及其它等章節，

可做為本計畫市區道路規劃設計之依循。 

針對道路空間景觀

營造提出各種操作

規範與手法，其中並

針對道路綠化提出

建議，是為本計畫都

會地區綠色廊道規

劃設計操作之規範。 

臺北縣景觀

綱要計畫(臺

北縣政府，

2005) 

生態、文化及生活景觀三層面作為【地方永續發展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主目標出發，以創造「臺北縣

翡翠文化之都」為發展願景，透過同質性進行整體景觀系

統建構畫分出下列發展方向：三大地域性景觀面狀發展、

二大主題性特色圈點狀發展以及 6項創意性鑽石計畫。並

擬定重點發展地區之方向及定位包含： 

1.串連環山海河的生態網絡系統 

2.溯源在地著根性的歷史意象特色 

3.發展同質性產業軸的自明性特色 

4.提升北縣整體入口意向的環境景觀改善 

藉由上述定位，為臺北縣指定 9處重點景觀地區作為未來

環境發展與生態維護之重點區域。  

 

景觀綱要計畫將北

縣分為九大分區，並

針對各區訂定重點

景觀地區與發展原

則。其中並提及綠色

生態網絡系統保全

等永續發展方針，且

其彙整臺北縣各重

點發展區與保護

區，有助於綠色基盤

之串接 

重點景觀地區分區網絡系統圖  

資料來源：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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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執行內容 與本計畫關連性 

臺北市景觀

綱要計畫

(2006) 

前瞻溯古、宜居生態

-迎向亞太城市競爭

的多元複合城市： 

1.「文化多樣性」之

自然生態網絡的建

構 

2.修補城市風貌與充

實文化設施以支持

「創意城市」的創

生 

3.具自明性與可閱讀

都性的 市景觀「體

驗架構」 

4.以「街道」活力復

甦城市的魅力氛圍 

5.都市計畫「機制」

作為城市發展的實踐機會 

景觀計畫架構： 

1.都市之特殊景觀資源所建構的景觀基礎 

2.生態重建的大架構初擬：連結「綠手指」與恢復「藍臍

帶」 

3. 路重組捷運 網成形後的新生活圈架構 

4.指認多文化價值的城市架構 

5. 都確認 市活動之開放空間體驗架構 

6.景觀敏感地圖與都市計畫之間的調整 

重點景觀區分類依據： 

1.既有都市計畫相關措施已納入管制地區，即「都市設計

審議地區」與「都市更新區」 

2.「特色風貌地區」，即可構成全市性空間整備佈局者，並

來啟動未 連續性發展的關鍵計畫者 

3.「新興地區」，即原為其他用途或屬於自然狀態地區，經

由特定時空背景、政策引導介入之下，在都市建成區附

近所發展而出的區域。 

4.「建成社區」，即市境內已發展成形的生活居住地，其座

不落地點具有人文歷史與生態等特殊性，依 同議題發展

而劃設之區域。  

融入生態永續之概

念，為重點發展區提

出後續發展主軸企

圖創造創意的城市

氛圍，除有助於臺北

都會區綠色基盤之

營造，注入化氛圍。 

 

早期便開始進行一

系列的空間研究及

綱要計畫，同時擁有

完整及清晰的願景

及落實的方案策

略，但由於相關計畫

時間久遠，同時各部

門計畫有整合上的

困境，因而有後續推

動的新臺北市景觀

綱要計畫的構想。 

淡水河系兩

側整體發展

與景觀改造

（2007，臺北

縣政府城鄉

發展局） 

大河之縣三部曲 

首部曲：溪流整治、乾淨河川；二部曲：高灘地公園綠地

開闢；三部曲：親水住宅、水岸翻轉 

水岸都市的願景 

恢復都市與河川的對話，建構以河川為聚焦的水岸都市紋

理四項規劃目標： 

1.降低親水阻隔，提昇水岸可及性 

「大河之縣」水岸都

市願景，為水域環境

提出融合生態、景觀

與觀光之效益，而都

市空間考量賦予水

岸空間於兼具人文

使用與生態效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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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進適地利用，落實水岸都市自明性 

3.推動水上交通，提昇河域廊道使用性 

4.整頓水岸，提昇環境舒適性 

 

樣是為綠色基盤計

畫之執行重點之一。 

基隆市景觀

綱要計畫(基

隆市政府，

2007) 

指定『八大類重點景觀地區』做為景觀建設之重要架構，

希望都市建設及景觀改善構想能落實為市政建設計畫，並

以「山水‧文化‧宜居城」做為都市發展暨景觀願景，意

即希望建設基隆為「優質生態環境‧多元生活文化‧理想

居住城市」朝向四大景觀系統： 

1.生態山水景觀系統 

2.歷史文化 

3.都市空間結構 

4.都市意象與設計 

 
基隆市重點景觀地區分區圖   

基隆市景觀綱要計

畫彙整基隆市各重

點發展區與保護

區，並劃分出四大景

觀系統，八處重點景

觀地區。 

其中無論是針對海

岸景觀會合案與山

城景觀之發展與控

管提出建議，其所提

出之環境發展限制

等課題將有助於本

計畫未來針對臺北

都會區綠色基盤之

閱讀與串接。 

新板橋車站

特定專用區

開發計畫

(SUPER 
HOPSCA)

北縣行政中樞、交通轉運樞紐、休閒藝文園區、國際商務

中心、休閒購物園區、企業金融總部 

1.規劃「以人為本」的永續環境 

2.新板複層城中城：為建立本區成為步行者天堂，縣府積

臺北縣核心區，區內

以落實低碳城市作

為建設之指標，具示

範性。區內以人為本

的出發點，將原有的

良好的都市與水岸關係圖    

資料來源：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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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臺北

縣政府城鄉

發展局） 

極推動特區複層立體連通系統，將人的行走空間由以往

地面層拉高至二樓及三樓，在立體連通系統的串聯及引

導，行人可以舒適的逛街、行走，成為城市一大特色。 

 
空中通廊立體連通系統圖          資料來源：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灰色基盤得以融入

綠色概念基盤設施

多元化之功能。 

基隆市都市

景觀政策白

皮書 

塑造符合基隆地方特色及現代都市發展趨勢，同時兼顧生

態、生產、生活三生均衡之都市永續發展目標：「建立都市

景觀系統」、「指定重點景觀地區」、「擬定都市設計執行機

制」、「景觀計畫落實」。 

將都市景觀之元素予以系統分類，其系統建構分為生態山

水景觀系統、歷史文化景觀系統構、都市空間結構景觀系

統、都市意象與設計景觀系統，四大景觀系統建構圖，景

觀系統之建構在景觀綱要計畫為最重要之內涵。在四大系

統下再分九大次系統： 

1.水岸環境：「海岸景觀及沿岸土地之發展」、「海洋科技文

化教育園區」和「基隆河流域親水走廊」 

2.生態空間經營：「公園與風景區」和「都市計畫外山林資

源保育區」 

3.文化空間：「砲臺群及歷史風貌之發展」；都市再發展則

包括「環港商圈及都市運河走廊」和「七堵新經濟之發

展」 

4.交通方面「聯外交通及發展」 

 
九大發展主軸                   資料來源：基隆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基隆市都市景觀政

策將基隆市劃分為

四大景觀系統建構

與九大次系統，其主

要是依循景觀綱要

計畫之理念作為都

市景觀政策之擬定

方針。兼顧現代都市

之發展與生活、生產

以及豐富的山域資

源與海洋資源作為

基隆市發展之重

點。將有助於本計畫

未來針對基隆市綠

色基盤創造與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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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河域改

造計畫 

臺北縣綜合發展計畫土地使用「都會河域改造計畫」以淡

水河、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景美溪等沿岸地區河域，

清查河域兩側土地權屬狀況，整合既有河域遊憩計畫和鄰

接各鄉鎮公共設施所需知情況，擬定長期河畔土地利用特

定計畫。 

都會河域改造計畫

中針對各河川擬訂

都會地區河段之發

展原則。 

都會綠帶親

水公園計畫 

乃配合環保署「淡水河流域河岸綠美化暨土地利用規劃」，

擬訂淡水河岸及二重疏洪道土地作為環保公園，以彌補三

重蘆洲等地公共設施不足之缺憾，以保留自然地形為基本

原則，強化河岸親水性，避免新設河堤及其他阻隔性設施。 

重新賦予淡水河高灘地與二重疏洪道地區新的都市機能，

並鼓勵參與認養及自力營造地方休閒遊憩空間。 

以創造連續性河岸

空間與親水遊憩空

間並導入市民參

與，重新賦予淡水河

高灘地與二重疏洪

道地區新都市機能。 

大漢溪親水

計畫 

以加速大漢溪整治相關工作，期望透過中小型親水公園營

造，導入包含腐植土清運工作、河川綠美化工程，增設親

水設施、大漢溪自然生態教室等以拉近民眾與大漢溪親水

系統間的距離。 

主要透過親水與環

保活動的舉辦，河川

流域之遊憩行為已

逐漸融入生態教育

之觀念，將有助於永

續生態都市之發展。 

臺北縣三鶯

土樹地區景

觀風貌整體

規劃案 

以文化產業與自然山水為基礎的特色新都市，三鶯土樹地

區以新都市主義與區域治理的概念，以其特有的文化內

涵，自然山水及生活機能三個面向來強化其都市主體性、

自明性與完整性 

提出以水岸四心城

市之地區整體發展

願景，並有助後續綠

色基盤串接之根基。 

環狀

運輸

建設

計畫--

建構

北縣

環狀

運輸

大動

脈 

1.民間參與建設臺北縣環狀捷運系統 

2.加速臺北縣側環狀快速道路系統建設；3.延伸臺北縣側的

公車服務及綠色休閒環狀運輸線 

4.結合大眾運輸及城鄉發展：主要為捷運及鐵路沿線場站

暨週邊地區。 

5.推廣永續發展的綠色運輸系統 

環狀運輸建設將使

交通轉移更加便

利。而綠色運輸的推

動，將有助於綠色基

盤之營造。 

臺北

縣雙

十旗

艦發

展實

施方

案

(200

0，臺

北縣

政

府) 

板橋

新都

心計

畫 

板橋新都心的功能定位為臺北都會區交通轉運中心、臺北

縣行政中心、商業與業務中心及大型公園與開放空間的現

代化都市景觀。 

板橋地區為北縣之

核心區域，可依此擬

定其未來綠色基盤

各元素之營造。 

大臺北都會

公園計畫

(2008，臺北

縣政府) 

將二重疏洪道的角色重新定位，

將以創造安全、舒適、及綠美化

的河川空間，重塑大臺北都會區

之環境軸，整建淡水河流域為河

川環境保全博物館之示範地區。 

以生活生態‧環境博物館

(ECOMUSEUM)理念---將淡水河

流域內的自然、人文資源、各種

河岸相關設施與計畫整合起來，

作現地保存、育成或野外動態展

示，創造淡水河流域的水緣文化

生活圈。 

河川環境保全博物

館導入生活生態‧環

境博物館的理念。為

臺北都會區藍帶空

間塑造提供更多的

想像，其融合生產、

生活文化與生態之

考量，建構河岸廊道

系統，為物種遷徙與

移動的過程中，可以

透過廊道空間連續

且可及性高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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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理念方向將以整建淡水河流域河川環境保全博物園之

示範地區，重建大臺北都會區之綠地環境樞紐，創造安全、

舒適及綠美化的環川空間。 

由二重疏洪道入口開始，配合現有建設依序為：  

1.溼地自然生態區  

  -湖泊生態保育園  

  -治水公園  

  -沼澤生態保育園  

2.都市休閒綠地親水區  

  -溼地及親水活動公園  

3.都市休閒農園體驗區  

  -縣民農園  

  -運動園  

質，確保物種的安

全，此外景觀的連續

性提供多元豐富的

河岸空間，讓不同的

河段得以依照其四

周環境的特性創造

不同的使用可能。 

新板萬坪都

會公園

（2008，臺北

縣政府城鄉

發展局） 

萬坪都會公園為新板特區 SUPER HOPSCA 計畫最主要

的都會綠地，除了站前綠地空間外，更扮演串連周遭相關

重要計畫之轉介空間的角色。而本工程之建設則以創造城

市多元活動及促進新板特區都心整合，並配合浮洲綠化公

園完成，帶動板橋地區成為綠化永續城市，塑造北縣國際

門戶形象。 

本計畫佔地約 5公頃，規劃主軸為「森林花園」，共分三段

開發，分為「生態溼地」、「生活園區」與「養性榕園」。萬

坪都會公園將成為新版特區最大連續性公園，提供生物棲

息、美化市容、清靜空氣，目前第一期已開放供民眾使用。 

 
新板萬坪都會公園透視圖           資料來源：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為新板特區

SUPER HOPSCA 

計畫最主要的都會

綠地，整體效益除提

供活動、綠化、生

態、降低熱島效果

外，在未來周邊地區

開發上，更可利用整

體開發上「風廊」的

營造，引導都市風場

降低周邊社區平均

溫度。大面積的公園

綠地營造，為都市中

創造更豐富的生態

效益，有助於保全生

態系統視為未來串

接綠色基盤之重要

嵌塊體。 

臺北縣大漢

溪生態廊道

現地處理水

質淨化建置

計畫（2007

迄今） 

1.大漢溪三峽橋下游左岸礫間接觸氣氧化水質淨化現地處

理工程。 

2.大漢溪鶯歌溪出流口左岸礫間接觸曝氣氧化水質淨化現

地處理工程。 

3.大漢溪城林橋上游大安圳導水閘門排水口人工溼地工

程。 

4.大漢溪浮洲橋下游右岸礫間接觸曝氣氧化水質淨化現地

處理工程。 

5.大漢溪浮洲橋下游右岸人工溼地工程。 

水質改善有利於大

漢溪整體環境的提

升，提供良好的生態

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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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漢溪新海橋上游右岸人工溼地工程。 

7.大漢溪大漢橋至華江橋右岸河廊人工溼地工程。 

計畫效益：預計 98 年底已完工之場址共可達 116.4 公

頃，處理水量 139,000CMD 

都市計畫區

綠色生態土

地管制案

（2009，臺北

縣政府） 

已於 97年度完成 20處都市

計畫土管修訂草案，98年 3

月 23日起辦理草案公開展

覽，98年 6月完成法定程序。

修訂重點包括： 

1.中水利用：應設置雨水貯

留、滯洪及涵養水分設施。 

2.綠色建築：綠建築獎勵、公

有建築物綠建築設計、公共

設施綠覆率及綠化。 

3.生態綠化：空地綠美化考評

機制。 

4.節能減碳：使用綠建材或再生能源獎助、大眾運輸導向

容積獎勵。 

5.環境永續：限縮獎勵容積上限、降低建蔽率。 

6.特色建築：增訂特色建築獎勵。 

建築綠化之概念有

助於低碳城市的營

造。生態綠化、環境

永續、綠色建築之訂

定重點有助於都市

環境整體綠化面積

的提升，是為綠色基

盤日後實際落實操

作之重要手法之一。 

臺北縣市區

自行車道路

網規劃研究

（臺北縣政

府，2009） 

本計畫主要係考量「通勤」及「通學」功能之自行車道路

網規劃，亦即旨在市區道路規劃「運輸型」自行車道系統。

依自行車道系統之不同，一般可概分為：地區性自行車道

系統、大眾運輸之自行車道接運系統、全市整體性自行車

道系統，茲簡要分析說明如下： 

1.地區性自行車道系統：適用於住宅社區(或聚落)內發展，

或以學校為核心進行自行車道路線的規劃。 

2.大眾運輸之自行車道接運系統：以車站為核心，向外作

輻射狀的分布。 

3.全市整體性自行車道系統：利用都市內的幹道規劃成自

行車道系統的主動脈，而利用聯絡道路規劃成自行車道

系統的支動脈。 

 

板橋市自行車道路網規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北縣市區自行車道路

網規劃研究案 

清楚規劃 4市自行

車路線，並以「通勤」

及「通學」作為劃設

之主要方向。透過通

學路徑與自行車道

系統之建置，有助於

創造都市廊道綠色

基盤系統，未來北縣

自行車路網之劃設

路線可納入本計畫

綠色基盤廊道網絡

之系統內。 

綠色建築意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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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新舊站

周邊整體發

展評估暨環

境改善規劃

案（2009，臺

北縣政府城

鄉發展局） 

以「二環三軸一

連通」之綠網系

統，建構板橋新

舊站間完善都

市綠廊系統，並

藉以綠廊系

統，改善板橋市

區人行空間，串

聯各綠地使其

成為綠色生態

城市，提昇生活

品質、機能與效率，並整合引導摽示系統提昇都市友善度。 

本計畫勾勒板橋新

舊站周邊綠網系

統，整體面向融入了

綠網系統無障礙人

行路網系統並結合

計有人文文化景觀

善用潛力基盤串接

綠色生態城市。 

特二號道路

（臺北縣政

府交通局，

2009） 

特二號道路是為配合國家建設 6年計畫中山高速公路拓寬

工程、北部地區第二高速公路興建工程臺北都會區實質發

展計畫，開闢都會外線改善放射狀網路以解決都會區交通

問題。北端起於五股鄉成泰路及洲后路路口起，行經中山

高之新五路，

跨越中山路、

新莊中正路及

大漢溪、新板

橋大觀路後、

沿土城環河道

路南行，南迄

北二高土城交

流道及中和交

流道，長約

16.82公里。 

重要道路建設其無

論是視覺景觀或是

對於既有生態皆因

道路的穿越破壞了

原有生態的連結

度。臺北都會區因其

經濟地位之特殊

性，交通系統繁雜，

這些遭受穿越而切

割的生態基盤，是為

未來本計畫主要致

力於縫補之重點。 

臺北都會區

環河快速道

路臺北縣側

建設計畫（臺

北縣政府交

通局，2009） 

北縣環快自三

重市龍門路起

經板橋、中和、

永和至新店安

祥路止，全長

19.5公里。其

中板橋路段已

於 97年 6月完

工，中和市華中

橋段預計 98年

底完工，秀朗橋

路段於 98年 2

月開工，工期 15個月。永和段工程全長 4,802公尺，原類

同臺北市環河快速道路，惟考量沿新店溪旁多為住宅地

區，沿岸民眾將感受到視覺阻礙，並將減少親水景觀生態

之機能，修正原規劃內容改採平面景觀道路進行規劃設

計，預計民國 101年完工。 

交通建設為都市中

重要的灰色基盤，而

其周遭導入綠色概

念作為營造手法，導

入景觀與生態兼容

並蓄之概念，實有助

於綠色基盤之創造

與穩固。 

永和市環河東路博愛社區活動中心人行

陸橋模擬圖 

板橋新舊站周邊整體發展 

特二號道路分年分期區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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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執行內容 與本計畫關連性 

捷運環狀線

（臺北縣政

府交通局，

2009） 

捷運環狀線是為了強化多核心都市之功能而規劃，路線起

自木柵動物園、經

木柵、新店、中

和、板橋、新莊、

五股、蘆洲、三

重、士林等地，止

於內湖站 B2車

站，全長 34.8公

里。環狀線完成後

可與新莊線、板橋

線、中和線、新店

線及木柵線等捷

運線銜接轉乘，未

來將與規劃中的

萬大樹林線、安坑

線等路線相連

接，促進地方發展 

捷運環狀線經新

店、中和、板橋等地

區，並可與捷運板橋

線、南勢角線銜接轉

乘，綿密的交通網絡

系統是為都市中重

要的灰色基盤，未來

周邊發展應透過綠

色的手法加以提升

與補救朝向永續發

展。 

周邊近年範圍內相關計畫與工程 

基隆市城鄉風貌綱要計畫 

基隆市都市更新綱要計畫 

基隆市中心商業區都市更新及都市設計之研究 

省電節能推廣計畫 

低碳運具推廣計畫 

再生能源示範計畫 

低碳社區營造計畫 

低碳生活推廣計畫 

辦理臺北縣輕軌運輸及公車捷運系統發展計畫 

擴大暨變更基隆主要計畫 

基隆市觀光整體發展綱要計畫 

海洋教育文化園區計畫 

基隆河整體治理前期計畫 

臺灣海岸地區環境資源管理研究計畫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延伸至基隆市區捷運網路工程規劃初步可行性研究 

臺北縣政府河濱親水設施及水上運動休閒設施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2003) 

三峽老街傳統建築風貌保存及景觀道路改善工程(2004) 

臺北縣與臺北市自行車道串聯設施及河岸景觀綠美化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2005) 

臺北縣二重疏洪道整體景觀及設施改善計畫(2007) 

96年度臺北縣河川高灘地設施整建及景觀綠美化工程(第二標)委託規劃設計監造(2007) 

二重疏洪道微風運河水質管理維護及改善研究計畫(2007) 

中央公園周邊再發展策略(2008) 

新莊大排與中港大排地區周邊都市再發展規劃案(2009) 

二重疏洪道溼地水質淨化園區規劃及基本設計 

三峽鎮鳶山地區遊憩步道系統規劃設計 

捷運三重蘆洲線、捷運新莊線及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民國 100年全線開通) 

資料來源：臺北市生態環境都市設計規劃與生態設計準則之研究—臺北生態都市設計架構暨原則之研定

(2003)；本計畫整理 

捷運環狀線路線圖 
資料來源：臺北縣政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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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相關計畫區位分布圖 

 

由上述相關計畫與計畫內容可以發現，臺北都會區對不久將來的景觀願景，自然（自

然區塊），半自然（綠廊或自行步道等）與人造（交通網路）的相關聯結皆有一定程

度的計畫存在，但以綠色基盤的角度來看，仍須將這些區域的戰略性與優先性加以

考量，並加以連接，對於具潛力或戰略地位但沒有在上述計畫裡的，也要在綠色基

盤的綱要計畫中完成指認，以促進臺北都會區生活品質的提升與生態環境的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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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之現況 

一、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指認 

雖各國對於綠色基盤皆有其定義與分類標準，但各項基礎定位皆是透過土地使用

面向因應當地地方環境特性與都市發展脈絡而加以分類，是故除參酌前述各國對

於綠色基盤營造的經驗基礎與技術手法之外，如何深入剖析並分析歸納為屬於臺

灣都會區與臺北都會區之分類基礎，仍須藉由對於本土環境的認知與判讀而得

知，舉例來說，國外將墓地視為自然區塊的一部份，因為國外墓園大部分是綠油

油的草地與茂密的樹林所形成，再加上教堂與墓碑而成，由於建築設施所佔的比

率不高，因此國外在判讀綠色基盤時會將墓地視為自然區塊的一部份，但在國內

墓園不完全是這樣子，相對的，我們墓園的建築設施與硬鋪面相對比較高，有時

甚至會高達 40~50%左右，因此墓園用地在臺灣或臺北都會區是不是可以真的視

為自然區塊，或應視為有潛力的聯接廊道或別種元素，應該要有比較適合臺灣本

地的標準，其他土地分區與土地使用，國內外條件會有所差別也會影響綠色基盤

判讀，故在綠色基盤定義時，要有更深入之討論與判讀。 

參照臺灣目前土地使用發展情況並統整臺北都會區土地使用分區及土地使用狀

況，分析其土地使用結構，目前土地使用結構可分成自然環境樣貌區域、人為開

發使用之活動區域與廊道延展串接區域三大區塊為主，為使後續綠色基盤功能與

品質分析、推動與執行層面之探討與診斷，較具調理與清楚之分析，因此先初略

將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分為下列四種類型，包含：自然、人為、潛力及廊道等，

分析臺北都會區之土地使用狀況，以求藉此更精準分析不同型態之綠色基盤特

性，達到計畫後端指認綠色基盤與復育自然生態並提升都市生活品質之效。 

(一) 自然綠色基盤基礎 

泛指自然環境中無人為介入或以自然型態發展為基礎之各項土地使用元素，如保

護區、國家公園、風景區等土地使用類型者，另外由於臺北都會區中包含林務局

系統分類之林班地用地，亦屬自然型態之綠色基盤，故於此一併納入考量之中；

此類型基礎者為整體環境重要自然源之所在，為區域間不可動搖之自然生態本質。 

(二) 人為綠色基盤基礎 

由人為界定劃分之自然型態土地使用類別，包含休閒遊憩、農業發展及各項供人

為使用之綠地資源項目，如公園綠地、農業區、高爾夫球場等土地使用類型者；

此類型基礎者為整體環境中人為主要活動之綠地空間，為以人為主發展之綠色空

間型態。 

(三) 潛力綠色基盤基礎 

於人為界定之土地使用類型中，具有高度可利用性或發展改善之可能區塊，其中

以公有土地或新開發社區等為優先評定空間，如機關用地、學校、文教區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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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類型者；此類型基礎者為人為規劃環境中較具潛力轉變既有型態以符合周遭

環境需求之使用空間，屬都市空間土地中人為改革區塊。 

(四) 廊道綠色基盤基礎 

意指帶狀且具一定寬度或低碳使用特性之空間，藉由帶狀空間之延伸可進一步傳

導綠色基盤生態能量，若其規模、廣度、連續性越高，則可傳遞之生態網絡動能

越強，如河川、溝渠、寬度大於 30m以上道路及自行車道等土地使用類型者；此

類型基礎者具備串連整體環境之廊道特性，掌握自然與人為環境相互接續流通之

契機。 

表 3-2  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指認一覽表 

綠色基盤

基盤類別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國土土地利用現況 

自然 

水源特定保護區 

自來水用地 

國家公園 

鳥類生態區 

保存區 

露營區 

野營區 

保護區 

風景區 

旅遊區 

海濱遊憩區 

濱海遊樂區 

森林遊樂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國家公園 

森林區 

林班地（林務局系統

分類） 

天然林 

人工林 

其他森林使用土地 

濕地 

草生地 

灌木荒地 

人為 

公園 

綠地 

公園兼兒童 

兒童遊戲場 

高爾夫球場 

綠帶 

遊戲場 

農業區 

旅館區 

墓地 

養殖漁業專用區 

一般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 

農作 

畜牧 

水產養殖 

農業附帶設施 

休閒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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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基盤

基盤類別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國土土地利用現況 

潛力 

學校 

文教區 

體育場 

古蹟保存區 

農地資源分派為國土

保育區或農業發展區 

學校 

休閒設施 

文化設施 

裸露地 

空置地 

廊道 

寬度 30m以上道路 

自行車道 

河道 

溝渠 

行水區 

河川區 

 

 

二、自然綠色基盤基礎概況 

(一) 自然綠色基盤基礎 

臺北都會區自然綠色基盤基礎包含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與非都市種土地使用等 20

種類型，以水源特定保護區、自來水用地、國家公園、保存區、保護區、風景區、

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國家公園、森林區、林班地為主；另外於國土土地利用

現況來看，則以天然林、人工林、濕地、草生地等為主，以下針對不同土地使用

類別進行自然綠色基盤資源歸納： 

表 3-3  自然綠色基盤資源一覽表 

綠色基盤

基盤類別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非都市土地使用 國土土地利用現況 

自然 

水源特定保護區 

自來水用地 

國家公園 

鳥類生態區 

保存區 

露營區 

野營區 

保護區 

風景區 

旅遊區 

海濱遊憩區 

濱海遊樂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國家公園 

森林區 

林班地（林務局系

統分類） 

天然林 

人工林 

其他森林使用土地 

濕地 

草生地 

灌木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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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 3-2 自然綠色基盤基礎之土地使用分佈圖可知，臺北都會區以非都中的山

坡地保育區為主要分佈，森林區及林班地亦具大規模分佈狀況；都市計畫地區部

分則以保護區與國家公園範圍較大，其餘則多半零星分佈。依照區內土地使用分

區來看，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圖 3-2  自然綠色基盤基礎圖 

表 3-4  臺北都會區自然綠色基盤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彙整表                     單位：公頃 

都市計畫地區 非都市地區 
縣市別 

保護區 風景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國家公園區 

臺北市 11,387.88 152.28 － － － － 

臺北縣 86,655.04 2,270.87 16,659.9394 53,950.7674 － 6,523.1207 

基隆市 2,818.22 -- 1,518.4487 4,451.4712 21.2414 － 

資料來源：臺北市都市發展局 2008，臺北縣政府主計處，基隆市都市計畫資訊查詢系統 2007 

內政部營建署，2008，直轄市、縣（市）政府（金門、連江縣無非都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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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源特定保護區 

臺北水源特定區位於大臺北都會區東南隅，面積

廣達 717平方公里，行政區域包含坪林、烏來全

鄉及部份石碇鄉、雙溪鄉與新店市等 5市鄉，約

佔臺北縣 1/3區塊，為供應大臺北地區近 400萬

人口自來水水源區，由於保護區內各項土地使用

受到嚴格控管，是故本區域範圍內至今仍保存了

良好的生態系統，成為許多物種之絕佳棲息地，

為大臺北都會區重要自然生態資源面。 

2.保護區 

本計畫保護區包含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及沿

海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區等；各項環境保護區皆具備不同型態與功能之生態

基質，透過區位與環境之瞭解，對於後續生態網絡之串連與物種之保存具其一

定之功能。 

(1)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於本計畫區共有 24處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面積約 5328.61平方公里；其中基隆市屬

於基隆河上游河段，全市 70％以上面積劃設於

保護區範圍，其他則皆位於臺北縣境內。保護

區除具備保全大臺北地區居民飲用水功能

外，亦是重要的藍綠帶接續橋樑，未來更可賦

予縫補大臺北地區綠色基盤缺漏，促使綠色能

量流的傳遞。 

表 3-5  臺北都會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彙整表 

縣市別 鄉鎮 保護區名稱 公告面積（km
2） 

臺北縣 三芝鄉、淡水鎮 
百拉卡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 
1.5  

臺北縣 三芝鄉、石門鄉 
老梅溪上游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 
62.82  

臺北縣 三峽鎮、樹林市、鶯歌鎮 
板新給水廠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 
88  

臺北縣 
平溪鄉、石碇鄉、瑞芳

鎮、雙溪鄉、 

基隆市 七堵區、信義區、暖暖區 

基隆河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 
153.3  

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 

資料來源： 

/http://farm3.static.flickr.com/2444/

3867025687 e61bdff987 o.jpg 

翡翠水庫 

資料來源：

http://flickr.com/photos/goldentime/

368949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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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鄉鎮 保護區名稱 公告面積（km
2） 

臺北縣 石碇鄉 
景美溪上游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 
12.05  

臺北縣 
新店市、烏來鄉、石碇

鄉、坪林鄉、雙溪鄉 

新店溪青潭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 
717  

臺北縣 萬里鄉 
瑪鋉溪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 
28.22  

臺北縣 雙溪鄉、貢寮鄉 雙溪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18  

基隆市 安樂區 
新山水庫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 
1.6  

總計 1182.49平方公里 

資料來源：農委會林務局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2007 

(2) 自然保留區 

臺北都會區自然保留區包含關渡自然保留區、

坪林臺灣油杉自然保留區、淡水河紅樹林自然

保留區、挖子尾自然保留區、插天山自然保留

區與哈盆自然保留區等六處，面積共達 7,955

公頃，其中以三峽的插天山範圍最為廣大，為

重要的生態源。這些保護區保存了許多豐富生

態資源雖較為分散，也成為未來建構綠色基盤

完整性之重要基礎。 

表 3-6  臺北都會區自然保留區彙整表 

保護區名稱 地理位置 面積（ha） 保育對象 

關渡自然保留區 臺北市關渡堤防外沼澤區 55  水鳥 

坪林臺灣油杉自然保留區 臺北縣坪林鄉 34.6  臺灣油杉 

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臺北縣淡水鎮竹圍 76.41  水筆仔 

挖子尾自然保留區 臺北縣八里鄉 30 
水筆仔純林及其

伴生之動物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 
臺北縣烏來鄉、三峽鎮及

桃園縣復興鄉 
7759.17 

櫟林帶、稀有動、

植物及其生態系 

哈盆自然保留區 
臺北縣烏來鄉和宜蘭縣員

山鄉 
332.7  

天然闊葉林、野生

動植物 

資料來源：農委會林務局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2007 

關渡自然保護區 

資料來源： 

http://www.flickr.com/photos/lu_s/3

530157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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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臺北都會區包含多處野生動物之重要棲地環

境，部分地區同時列為野生動物重要棲地環境

與保護區內，如：北縣烏來鄉的棲蘭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北市野雁保護區與基隆棉花

嶼、花瓶嶼野生動物保護區等。 

其中棲蘭地區保持著相當大面積之臺灣的檜木

原始林，紅檜為臺灣最貴重特有針葉木材之

一，也是臺灣最巨大神木樹種，故行政院農委

會於民國 89年 2月 15日，公告成立「棲蘭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而臺北市野雁保護區位

於淡水河流域中興橋至華中橋段，為臺灣北部

最重要的雁鴨科鳥類季節性渡冬保護區，保護

區與龍山、華江、雙園及華中等 4座河濱公園

相鄰，提供良好的棲息空間，然四周的交通要

道斷絕與四周生態源連結的可能性，勢必為未

來擬定綠色基盤補強、連結之重點；此外由於

位處大臺北都會區內，藉由保護區的鳥類群聚

的組成與變遷，亦可作為淡水河流域及臺北都

會區環境的重要指標。 

基隆棉花嶼、花瓶嶼野生動物保護區內涵蓋棉

花嶼 與兩處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為獨立於

臺灣本島外火山島嶼，保存了較完整之自然風

貌與海島火山地質原貌，以島嶼生態系及其棲息之鳥類、野生動物和火山地

質景觀為其主要保護對象。 

表 3-7  臺北都會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彙整表 

保護區名稱 地理位置 面積（ha） 保育對象 

臺北市野雁保護

區 

臺北市中興橋至永福橋間公

有水域及光復橋上游六百公

尺高灘地 

245 
水鳥及稀有

動植物 

臺北市中興橋永

福橋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 

中興橋至永福橋間低水護岸

起至縣市界止河域及光復橋

上游六百公尺高灘地 

245 
沼澤及溪流

生態系 

基隆棉花嶼、花瓶

嶼野生動物保護

區 

基隆市棉花嶼、花瓶嶼全島

及其周圍海域 
226.38 

島嶼生態系

及其棲息鳥

類、野生動

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臺北市野雁保護區 

資料來源： 

http://www.a-trip.com/tracks/view/34215

基隆棉花嶼 

資料來源： 

http://www.hudong.com/wiki/%E6%A3

%89%E8%8A%B1%E5%B1%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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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名稱 地理位置 面積（ha） 保育對象 

物、火山地質 

棉花嶼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 

全島陸域及其低潮線向海域

延伸五百公尺 

陸域：13.3024 

海域：188  

總計：201.3024 

島嶼生態系 

花瓶嶼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 

全島陸域及其低潮線向海域

延伸二百公尺 

陸域：3.08  

海域：22  

總計：25.08 

島嶼生態系 

棲蘭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 

國有林烏來事業區第 54-71

林班，大溪事業區第 39、

40、45-66、83、84、87-100、

109-118、127-130、133林

班，宜蘭事業區第 74-77、

81-84林班，太平山事業區

第 1-73林班 

55,991.41 森林生態系 

資料來源：農委會林務局自然保育網 

(4)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區 

臺北都會區沿海地區保護區包含：東北角沿海

保護區、北海岸沿海保護區、基隆海岸保護區

及淡水河口保護區計畫等。其中北海岸沿海保

護區，面積約 5694.5公頃，東起野柳海岬側之

東岬角、西至大屯溪口、北鄰 20公尺等高線、

南界海岸線往內陸推移 3公里或海岸線以及野

柳海岬；而淡水河口保護區則涵蓋北市與北縣

兩區域，內含竹圍紅樹林、挖子尾紅樹林、關

渡草澤等三處自然保護區來維護沿海生態系

統，於後續海岸地區環境檢討及海岸基盤建立保全之補強重點。 

(5) 其他重要資源 

A.濕地 

臺北都會區濕地生態主要集中於臺北盆地西

側、淡水河出海口附近，另有高山濕地夢幻

湖的分佈，關渡、挖子尾及夢幻湖濕地皆為

國家級濕地，除保全地方豐富的自然生態資

源外，亦具備調節水患、淨化水質、保護海

北海岸沿海保護區-野柳 

資料來源： 

http://www.flickr.com/photos/yaotie

n/2800615286/ 

竹圍濕地/紅樹林 

資料來源： 

http://163.20.64.141/~th990033/im

ages/growth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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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線、保育生態等功能，實屬重要生態戰略點位。 

表 3-8  臺北都會區濕地環境彙整表 

名稱 面積 區位 特色簡介 

關渡

濕地 

約

394

公頃 

關渡平

原西南

方  

為感潮鹹水濕地與半鹹水濕地合併成的複合型

濕地，濕地內生態環境深受半鹹淡濕地環境以及

淡水河口潮汐漲落的影響；以防潮堤為界，將關

渡地區分為南北兩個區域，以北為沼澤地形，以

南為草澤與紅樹林，兩區域各有獨特生態景觀與

動植物資源。 

竹圍

濕地 

約

100

公頃 

北縣淡

水鎮 

為全臺灣面積最大、分佈最北水筆仔純林，亦為

最受重視紅樹林沼澤區，所屬的「淡水紅樹林自

然保留區」與「關渡自然保留區」為臺灣最早公

告的紅樹林保護區。 

挖子

尾濕

地 

約60

公頃 

八里鄉

淡水河

南側 

為臺灣紅樹林分布北界，淡水河南岸唯一水筆仔

中生長區域。區內沈積大量有機養分，孕育大量

的魚貝類，吸引了豐富的鳥類及蟹類可供觀賞。 

華江

橋濕

地 

約40

公頃 

北市龍

山區華

江橋與

中興橋

間 

主要是由大漢溪與新店溪匯流沖積而形成沙洲

泥灘地及草澤所組成，環境型態以水域及裸露泥

灘地為主。出現的鳥類以雁鴨科為主，佔有 16

種之多，其中以小水鴨數量最多，另外琵嘴鴨、

尖尾鴨、白眉鴨、綠頭鴨也是這裡的常客。 

夢幻

湖生

態保

護區 

約 1

公頃 

陽明山

國家公

園 

為封閉性沼澤湖，近年其水位變化顯著，抑制了

一些全水生與全陸生的植物生長，使得珍稀的保

育類植物---臺灣水韭在此大量生長，成為當地的

優勢物種，另外也有許多兩棲類動物在此活動。 

新海

人工

溼地 

79公

頃 

北縣大

漢橋與

塔寮坑

溪流入

大漢溪

口南側

約 150

公尺處 

人為濕地。新海人工溼地所採用的三段式人工溼

地水質淨化系統並依照本地環境與水生植物生

理特性加以改良而成，其中三段式表面流型人工

溼地系統是生活污水二級處理的主要單元，再串

連生態池作為高級處理單元，以有效提高污染削

減效能並增加生物棲地多樣性。淨化後的水，除

部份提供為生態綠化所需的澆灌水源，以及補充

溼地的蒸發水量之外，其餘則放流至大漢溪河道

中。  

五股

濕地 

177

公頃 

北縣五

股鄉 

人為濕地及小部分內陸自然濕地。五股濕地原名

為洲仔尾，在 1950年代以前還是一片良田，但

在 1964年拓寬了「獅子頭」隘口，引起海水倒

灌，故將此地列為禁建的「一級洪水平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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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面積 區位 特色簡介 

1983年建立二重疏洪道。1996年，台北縣政府

開闢「二重疏洪公園」，其中在五股鄉內的沼澤

生態區即為五股濕地；目前由中華民國荒野保護

協會認養。 

大漢

新店

溼地 

650

公頃 

北起中

興大

橋，南至

秀朗

橋，西以

大漢溪

流域及

大漢橋

為界。 

內陸自然濕地。淡水河發源自雪山山脈，河域流

經台北、桃園、新竹三縣，並貫穿台北市區，流

域面積超過 2,700平方公里。1997年，台北市

政府擴大原有的「台北市中興橋華中橋野生動物

保護區」，納入中興橋至永福橋的水域、及光復

橋上游六百公尺高灘地，成為現今的「台北市野

雁保護區」。本濕地包括河堤內的草澤、泥灘、

水域及野生動物保護區，且與龍山、華江、雙園

及華中等 4座河濱公園相鄰。 

打鳥

埤溼

地 

38公

頃 

北縣板

橋市 

人為濕地。此濕地是台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為有

效改善台北縣河川水體品質的構想，為處理排水

渠道污水的自然生態淨水示範場址，在環保署補

助下建置完成。 

資料來源：農委會林務局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2007；本計畫整理 

B.重要野鳥棲地 

臺北都會區地區共有臺北挖子尾、臺北野

柳、臺北關渡及臺北雁鴨保護區等四處重要

野鳥棲地，多依循重要濕地環境而生，為區

內生態環境評估之重要指標之一。 

C.漁業資源保育區 

為保護我國漁業資源，並加強保育沿岸海域

之漁業生態環境，臺北都會區劃設有萬里漁

業資源保育區、基隆市保育區及貢寮漁業資

源保育區等三處漁業資源保育區。 

3.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位於北臺灣，涵蓋臺北市士林、

北投部份山區及北縣沿海等鄉鎮山區，是臺灣唯

一擁有火山地形的國家公園，火山地質完整豐

富，在經過多次的噴發活動後，形成今日特殊的

地質奇景，如火山口、硫磺噴氣孔、地熱以及溫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資料來源： 

http://cctv.destguides.ctrip.com/china

/yilan/sight64082/ 

烏來風景特定區資料來源： 

http://www.flickr.com/photos/988266

13@N00/3624905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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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等；另受到特殊的地理環境及氣候的影響，使得此處動植物生態系統豐富且

多樣。其為大臺北都會地區唯一國家公園，深具景觀生態戰略點功能，未來若

能藉由都會區綠網建構及公園綠地系統與之整合延伸，可望能帶來正面效益，

透過綠手指與藍帶的伸展，促使引進棲息地嵌塊體增加都市生態棲地。 

4.國家風景區 

區內共有兩處國家風景區，一為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其位於五股、八里、林口三鄉界上，

全區有十八連峰，地形壯觀，全山為火成岩構成，

其中野柳風景區以特殊地質、地形為其特色。二

為，北起北縣瑞芳鎮、南至蘇澳鎮，海岸線全長

102.5km，海陸面積共約 17,421公頃，其依山傍

海，灣岬羅列是一處兼具大自然教室知性功能與

濱海遊樂場遊憩特色的全方位觀光旅遊勝地。 

5.風景特定區及森林遊樂區 

區內之風景特定區多分佈於臺北縣境內，包含烏來風景特定區、十分瀑布風景

特定區、瑞芳風景特定區及碧潭風景特定區等，主管單位皆為臺北縣政府，另

有二處森林遊樂區，為林務局管轄範圍，以下針對計畫範圍內之各風景特定區

及森林遊樂區狀況進行彙整： 

表 3-9  臺北都會區風景特定區環境彙整表 

名稱 區位 特色簡介 

烏來風景

特定區 

北縣 

烏來鄉 

位於北縣唯一原住民鄉烏來鄉境內，四面群山環繞，南勢

溪及桶後溪在此交匯形成得天獨厚的秀麗溪谷，青山飛

瀑，加之泰雅原民風情，向有「大臺北的後花園」之稱。 

十分風景

特定區 

北縣平

溪鄉 

位於臺灣東北部石碇、瑞芳與雙溪之間的十分寮周邊，位

基隆河支流上，屬臺灣風景區瀑布溪谷型。由於基隆河源

頭的侵蝕作用與附近切割地形的關係，造成許多的斷層與

奇岩，而河水經過這些斷層和奇岩後，因速度快而造成許

多瀑布奇觀。 

瑞芳風景

特定區 

北縣東

北方的

瑞芳鎮 

含括九份老街、金瓜石、黃金瀑布、陰陽海等景點，四季

景色變化鮮明，加之過去因金礦開採而繁華一時的山城景

緻，塑造出豐富多元的遊憩內容。 

碧潭風景

特定區 

北縣新

店市中

心位置 

處於新店溪的中游，區域從渡船頭至碧潭大橋面積為 27

公頃，為臺灣昔日八景之一，是歷史悠久的遊覽勝地，岸

壁陡峭又稱赤壁潭。碧潭因河岸寬廣，水色橙碧，平靜如

潭而得名，適宜划船、游泳、釣魚等活動，東岸設有遊艇

碼頭，可提供遊客泛舟遊潭的樂趣，西岸懸崖千仞，山岩

陽明山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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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區位 特色簡介 

絕峙，使碧潭有「小赤壁」美譽。 

內洞森林

遊樂區 

北縣烏

來鄉 

地處海拔高度約為 230公尺至 800公尺，總面積約為

1191.34公頃，區內兩條主要的溪流南勢溪和內洞溪的河

川生態為其特色景觀，瀑布群以信賢瀑布(內洞瀑布)聞名

臺灣，且區內陰離子含量為全臺森林遊樂區之冠。 

滿月圓森

林遊樂區 

北縣三

峽鎮 

主要由滿月圓山、熊空南山、北插天山、拉卡山、東眼山

等山峰所環繞，地處雪山山脈尾稜；滿月圓森林遊樂區由

於山頭狀似滿月的滿月圓山而得名，總面積達 1573公

頃，海拔介於 300至 1728公尺之間，是臺北近郊森林與

瀑布最多的森林浴場。 

資料來源：農委會林務局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2007 

(二) 自然綠色基盤基礎現況分析 

綜觀臺北都會區自然綠色基盤的分佈狀況可知，其綠色資源主要集中於東南側山

區及西北側陽明山國家公園、金山、萬里、觀音山一帶。以山坡地保育區佔地最

廣，其次為保護區及森林區，其中以水源特定區佔地最廣，另外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則依區內幾處重要河川周邊劃設，其餘保護區或重要自然資源保存區域則

多散佈於臺北都會區東南側、北側重要河口及沿海地區，由於區內各類型自然資

源及生態分佈已由不同業管單位劃設不同保護區域進行保全工作，然其中部分區

塊有重疊之現象發生，而此些重疊區域即為重要自然資源生存活動區塊，需高度

保全之地區，同時亦受到更縝密的法令條文規範。 

就整體分佈來看，以淡水河、基隆河及大漢溪流域周邊開發最為密集而其自然綠

色基盤最為缺乏，是故北側陽明山國家公園為大臺北核心區最重要之生態源與戰

略點，而臺北市士林、內湖、南港、文山區、臺北縣山系資源連綿深入北市的綠

手指即成為自然資源導入的最佳媒介，若能配合蜿蜒於都會核心區內的三大流

域，勢必有機會成為鏈結周邊自然資源的最佳媒介；北部三芝、石門、金山及萬

里依其山系脈絡有細長型人為農業發展介入之狀況，另外基隆河流域往基隆市方

向呈現一個細長的斷裂口，遭河川、鐵路及來往連通之主要道路切割，導致汐止、

暖暖與七堵地區山系資源無法串連，此些都是未來需關注改善之重點區域，以期

藉由與其他基盤疊合，型塑生態廊道的串連，促使同質性生態景觀得以連續，提

升總體生態效益。 

三、人為綠色基盤基礎概況 

(一) 人為綠色基盤基礎 

於臺北都會區人為綠色基盤基礎分類中，強調以人為主劃設之自然型態土地使用

類別，故分析區內各項土地使用狀況，可知於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與非都市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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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類別中包含 13 種類型，如：公園、綠地、高爾夫球場及農業區等；另外於國

土土地利用現況來看，則以農作、畜牧、水產養殖、農業附帶設施及休閒設施使

用等為主，以下針對不同土地使用類別進行人為綠色基盤資源歸納： 

表 3-10  人為綠色基盤資源一覽表 

綠色基盤基

盤類別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非都市土地使用 國土利用現況 

人為 

公園 

綠地 

公園兼兒童 

兒童遊戲場 

高爾夫球場 

綠帶 

遊戲場 

農業區 

旅館區 

墓地 

養殖漁業專用區 

一般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 

農作 

畜牧 

水產養殖 

農業附帶設施 

休閒設施 

 

依據圖 3-3 人為綠色基盤基礎之土地使用分佈圖可知，於臺北都會區農業發展使

用地區為區內最大範圍分佈之土地使用，約達 12,594公頃，涵蓋都市計畫中的農

業區與非都市計畫中的一般農業與特定農業使用區塊，其中以臺北縣為最大農業

產區，但受既有自然環境條件限制下，主要分佈於北海岸風景特定區（1649.70

公頃），其次為林口特定區（983.62公頃）、東北角風景特定區（630.55公頃）、

八里（527.47 公頃）、三芝、新莊、新店、蘆洲、樹林、泰山、五股等，其餘零

星分佈於都市邊陲地帶。 

都市計畫地區部分則以公園、綠地空間、兒童遊戲場、墓地等為都市中主要的綠

色資源點，公園用地為主要資源點，總計面積約 1,716公頃，其他綠地多分佈於

淡水河濱，除此之外區內高爾夫球場、遊戲場、養殖漁業專用區散佈其間；墓地

多分佈於北市信義區及文山區交界及基隆市仁愛與信義區交界處，這些人為綠色

基盤基礎未來都有機會成為串連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之重要嵌塊體；整體而言，

臺北市公園開闢最具規模，就其開發狀況來看，每一市民可享有 5.18平方公尺之

公園綠地面積，且逐年增加中，同時目前已有多處逐步朝向自然生態公園方向規

劃改善中，就都市生態保全來說為一大幫助。 



第參章 臺北都會區推動綠色基盤的基礎 

 

 

3-45 

CNHW 
INTERNATIONAL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圖 3-3  人為綠色基盤基礎圖 

表 3-11  臺北都會區人為綠色基盤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彙整表                     單位：公頃 

都市計畫地區 非都市地區 

縣市別 

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臺北市 650.60 － － 

臺北縣 6,419.85 2,556.1529 2,944.3143 

基隆市 23.52 － － 

總計 7,093.97 2556.1529 2,944.3143 

資料來源：臺北市都市發展局 2008，臺北縣政府主計處，基隆市都市計畫資訊查詢系統 2007 

內政部營建署，2008，直轄市、縣(市)政府(金門、連江縣無非都市土地) 

1.農業發展區 

臺北市農業發展區塊主要集中於北投、士林及文山地區，總耕地面積約 650公

頃；北投主要觀光農園多集中中和里、泉源里、湖山里內陽明山公園和竹子湖

等山區，農園錯落於陽明山遊憩據點間，由於山區潮濕冷涼的特殊氣候，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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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多為高冷地蔬果與花卉；士林地區農園近三百個，傳統農特產品以山藥與

綠竹筍為大宗，花卉、水蜜桃、草莓、柑橘、柚子、蓮霧、百香果及盆栽也是

的主要農特產品；另一農產推廣位於文山區，區內茶園遍布指南山區，鐵觀音，

武夷茶，包種茶為主要農產，經政府輔導，已轉型為觀光產業發展形式，產銷

一貫作業，為臺北地區休閒旅遊好去處。整體而言臺北市地區農業發展已逐漸

輔導轉型為觀光農園型態，以區域特色結合周邊

環境景致打造臺北休閒農業。 

臺北縣都市計畫區內農業區共約有 6,420公頃，

占全縣耕地面積 6.07%，各市鄉鎮氣候和地理位

置各異，有著不同農業利用型態。就生產方面而

言，鄰近臺北市運輸便捷的三重市、新莊市及蘆

洲市適合種植精緻蔬菜；擁有排水良好山坡地的

三峽鎮、新店市、坪林鄉、平溪鄉等，適合種植

茶樹；就休閒觀光而言，永和市、板橋市及新店

市設置有假日花市、淡水鎮跟八里鄉輔導成立有

觀光果園，樹林市、汐止市、土城市有規劃市民

農園，還有坪林的茶業博物館，都將農業和休閒

觀光融為一體。而都市計畫劃設農業區目的除了

提供都市居民所需蔬菜外，尚可提供未來都市發

展用地需要，或轉型為休閒農業經營型態；目前

就區位來說，具有發展潛力之農業區有樹林市、

鶯歌鎮、新莊市、新店市、中和市、蘆洲市、五

股鄉、泰山鄉及八里鄉等，總面積約 2,282.94公

頃。此外其農園發展約有一百餘處，以農業生產、

花卉鑑賞、自然景觀、生態教育、風味餐飲等主

題特色為主，恬靜的田園景致與多樣化的休閒體

驗是為大臺北地區的後花園。而基隆市區靠海而

多山，可耕之面積有限，加上陰雨天氣太多，不

利作物生長，故僅有七堵區都市計畫內有小規模

農業發展。 

2.公園、綠地及兒童遊戲場 

公園綠地為都市中重要的人為綠色基盤基盤，為民眾於都市空間中提供綠色休

憩據點，依據都市計畫法規定，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屬公共設施用地，應

儘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且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

置，除特殊情形外，其佔用土地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因此加

強都市計畫地區內公園綠地空間之開闢，賦予都市其綠色潛力，根據內政部營

建署依據「全國公園綠地會議」總結之公園綠地功能，除須考量各類型綠地之

坪林茶園景觀 

資料來源： 

http://www.flickr.com/photos/golde

ntime/3384220703/

鶯歌有機農業推廣 

資料來源： 

http://agri-specialty.coa.gov.tw/list.p

hp?theme=news15

竹子湖海芋季 

資料來源： 

http://wind989.pixnet.net/blog/categ

ory/103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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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外，亦需加強各功能間之聯繫與互補，以健全整體綠地功能(內政部營

建署，1996)。故功能性綠地系統包括： 

(1) 生態綠地系統 

包括生態敏感地(如溼地、生物棲地、地質脆弱地)、生態廊道、自然保護地

區等。 

(2) 防災綠地系統 

包括防災路徑、防災空間、防火綠道、緩衝綠地等。 

(3) 景觀綠地系統 

包括建築物綠化、景觀點、景觀軸、景觀地區。 

(4) 遊憩綠地系統 

包括各型公園及區域、都會、近郊、都市遊憩地區等。 

調查目前臺北都會區公園綠地分佈狀

況，區內跨區域之區域型公園綠地以河濱

公園、濕地公園為主，沿淡水河、基隆河、

新店溪及大漢溪之河濱公園與濕地為大

規模跨縣市綠帶。目前臺北縣市河濱公園

建置已趨完備，主要分佈於北縣八里、淡

水、三重、蘆洲、板橋、土城、中和、永

和、新莊、樹林、鶯歌、新店及北市中山

區、松山區、萬華區、中正區等。 

表 3-12  臺北都會區人為綠色基盤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彙整表         單位：公頃 

縣市別 公園 綠地 兒童遊樂場 墓地 

臺北市 1,307.53 101.02 2.83 185.62 

臺北縣 1151.86 178.85 60.34 538.02 

基隆市 257.15 21.36 2.99 239.26 

總計 1,716.54 301.23 66.16 962.9 

資料來源：臺北縣政府主計處，臺北市都市發展局，基隆市都市計畫資訊查詢系統 

臺北市為臺北都會區中公園綠地分佈及開發最為完整區塊，依照北市府工務處

統計，北市約有 1,020個公園、綠地、兒童遊戲場等計畫區域，至 98年底已

完成約 800多個公園，除都市核心區域小型社區公園平均分佈外，其他較大規

模公園綠地則集中於內湖區及文山木柵地區，其餘大範圍公園綠地則以北投陽

明山公園、關渡自然公園等為主。參考表 3-13北市府主計處 2009年統計資料

大安森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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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文山區公園綠地所佔面積最大，大同區最

少，其次為信義及大安區，相對而言各區市民享有

休閒面積亦有所差異。 

臺北縣缺乏各類的文化、運動、休閒遊憩活動所需

的室內或戶外空間，既有開發社區土地使用呈現飽

和狀況，導致各縣轄市及鄰近新興發展區之公園綠

地遊憩設施無法滿足當地居民需求。板橋、三重、

永和、中和、新莊、新店地區以及鄰近的土城、蘆

洲、深坑等新興發展地區，都面臨公園劃設面積不

足的問題；較外圍部分的瑞芳、石碇、三芝、平溪

等地也有劃設面積不足的問題；除公共設施開闢速

度緩慢外，土地徵收也有一定困難；而開闢完成

者，也面臨各種管理維護上不便的問題。 

基隆市為臺北都會區內公園綠地面積最少區塊，1

公頃以上的公園 13處，另有 8處公園介於 0.03～

0.83公頃的小型公園。其中港口商埠地區既有規

劃公園計畫面積最大，中山安樂及八斗子社區、七

堵及暖暖區兩者開闢率較高；安樂社區及八斗子漁

港特定區公園綠地面積極少。區內公園分佈位置雖

然零散，但從全市分佈看，則大致集中於幾處人口

集居區，但仍有許多尚未完成之公園預定地徵收。 

表 3-13 臺北市人為綠色基盤--公園綠地資源面積彙整表                  單位：平方公尺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主計處，2009.11 

臺北市分區 公園綠地面積 每一市民享有面積（m
2） 

北投區 1,356,126 5.47 

士林區 1,406,465 4.96 

內湖區 1,253,995 4.69 

松山區 1,049,567 5.04 

南港區 537,532 4.75 

信義區 540,022 2.40 

文山區 2,589,768 9.92 

大安區 590,436 1.90 

萬華區 1,387,380 7.35 

中正區 868,569 5.47 

大同區 188,043 1.52 

中山區 1,729,286 7.93 

總  計 13,497,189 5.18 

情人湖公園 

資料來源： 

http://taiten1027.spaces.live.com/blog

/cns!341B3E29D5F8DD22!9656.entry 

疏洪蘆堤公園 

大湖公園景觀 

資料來源：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

路燈工程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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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基隆市人為綠色基盤--公園綠地資源面積彙整表                 單位：公頃（ha） 

都市計畫區別 公園 綠地 兒童遊樂區 

計畫面積  4.18 -  1.04 

開闢面積  1.37 -  0 安樂社區 

開闢率%  32.78 -  0 

計畫面積  86.34 7.19 0.6 

開闢面積  65.93 0 0 
中山安樂及八斗

子社區 
開闢率%  76.36 0 0 

計畫面積  139.83 7.67 -  

開闢面積  29.91 0 -  港口商埠地區 

開闢率%  21.39 0 -  

計畫面積  29.59 7.58 1.92 

開闢面積  21.25 0 0 七堵、暖暖區 

開闢率%  71.81 0 0 

計畫面積  -  0.05 0.33 

開闢面積  -  0 0 
八斗子漁港特定

區 
開闢率%  -  0 0 

計畫面積  260.17 22.49 3.89 

開闢面積  118.46 0 0 總計 

開闢率%  45.53 0 0 

  資料來源：1.基隆市統計要覽第 51期（計畫面積）  

            2.*基隆市政府工務局都市計畫課 

3.基隆市擴大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二) 人為綠色基盤基礎現況分析 

人為綠色基盤之介入多依循山系地形脈絡而分佈，就整體而言，人為綠色基盤基

礎大規模分佈於臺北都會區西北側，以農業發展區域為主，其餘分佈則多依河系

與山系邊緣分佈；在大臺北都會區逐漸都市化與擴張之下，都會區邊緣綠帶逐漸

遭受侵蝕；就都會核心區內人為綠色基盤之分佈，以新興開發地區，如南港、內

湖區具有較大公園綠地之留設，相較於建成地區而言，除有地域上的優勢外，對

於土地運用之可能性也較大。 

就整體分佈來說，人為綠色基盤資源呈現零星散佈的現象，除農業發展規模較勝，

生態連接腹地較大外，其餘多半具一定間距與隔離程度，因此未來在此類別之基

盤鞏固上需配合其他類別進行銜接，同時結合政策引導與土地改善釋出來達到人

為資源與自然資源結合之生態理念，藉此改善並建構都會核心區綠色生態資源之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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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潛力綠色基盤基礎概況 

(一) 潛力綠色基盤基礎 

於臺北都會區潛力綠色基盤基礎分類中，強調以人為主且具高度潛力改善空間或

具可利用性及保護價值之土地使用類別，分析區內各項土地使用狀況後可知，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中以學校、文教區、體育場及古蹟保存區具備較高的環境改善潛

力，而非都市土地使用方面則需配合農地資源分派之結果，以國土保育及農業發

展區域為可能潛力地區；另外從國土土地利用現況來看，學校、休閒設施、文化

設施及裸露或空置地都是作為綠色基盤改善的重要可能區塊，以下針對不同土地

使用類別進行潛力綠色基盤資源歸納： 

表 3-15  潛力綠色基盤資源一覽表 

綠色基盤

基盤類別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非都市土地使用 國土利用現況 

潛力 

學校 

文教區 

體育場 

古蹟保存區 

農地資源分派為

國土保育區或農

業發展區 

學校 

休閒設施 

文化設施 

裸露地 

空置地 

 

依據圖 3-4 潛力綠色基盤基礎之土地使用分佈圖可知，臺北都會區主要潛力綠色

基盤基礎以校園空間為主，於臺北市校園數量高達 309間，面積約達 980公頃，

臺北縣與基隆市校園面積更高達 1,480 公頃，其中包含 43 所大專院校。除了廣

大校園資源外，文教區於臺北市具較大比例之劃設；鄰近之都會核心地區保存了

多處重要文化園區及休憩空間，如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大龍峒文化園區、淡水古

蹟園區等豐富的古蹟資源與藝文場所，但相對之下都會區邊緣地帶具潛力之綠色

基盤基礎較為不足。 

表 3-16  臺北都會區潛力綠色基盤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彙整表                 單位：公頃 

都市計畫地區 

公共設施用地 

縣市別 

文教區 

體育場 學校 

臺北市 81.38 22.73 978.84 

臺北縣 32.36 82.50 1155.43 

基隆市 -- 16.73 324.79 

總計 113.74 121.96 2459.06 

資料來源：臺北市都市發展局 2008，臺北縣政府主計處，基隆市都市計畫資訊查詢系統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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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潛力綠色基盤基礎圖 

1.學校 

統計臺北市學校資源分佈狀況可知，大安、士林

及文山區學校分佈數量最多，尤以幼稚園數量最

高，共多達 122所，且都有 3所以上的大專院校，

但就其平均分佈來看，則以大同區分佈最為密

集，其次為大安區、中正區及萬華區，相對而言

分佈最為零散者為北投區、士林區及南港區；此

部分牽涉地區發展演進與環境開發狀況，但可知主要分佈仍以北市西南半部為

主。 

表 3-17  臺北市潛力綠色基盤—學校資源分佈數量彙整表                          

臺北市
分區 

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大專  

院校 

特殊教
育學校 

北投區 31 20 9 5 3 5 - 

士林區 46 22 12 6 3 5 2 

臺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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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分區 

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大專  

院校 

特殊教
育學校 

內湖區 30 14 9 6 2 3 - 

松山區 23 9 7 2 1 - - 

南港區 20 8 4 2 1 1 - 

信義區 25 11 5 4 4 1 - 

文山區 38 24 12 10 4 3 1 

大安區 38 16 12 8 8 5 - 

萬華區 25 14 6 3 - - - 

中正區 17 9 6 7 4 2 - 

大同區 17 12 8 5 2 - 1 

中山區 25 12 8 7 2 2 - 

總  計 335 171 98 65 34 27 4 

資料來源：臺北市教育局 

就臺北縣各地區學校發展來看，都市化程度較高的

七縣轄市地區，由於人口快速增加，導致原本都市

計畫中所預留之學校用地不能滿足實際的就學人

口，學校用地嚴重不足，造成大型學校、班級人數

過多現象；而以都市計畫地區劃設與通檢標準計算

的學校面積來看，除了樹林、鶯歌、三峽、淡水、

泰山、深坑、石門、雙溪、萬里、林口特定區、東

北角風景特定區、臺北水源特定區等地區尚符合標

準外，其餘地區所劃設的學校用地皆不足，其中又

以板橋、三重、中和、永和、新莊、新店等地區差距最大；另外，土城、蘆洲、

五股、汐止等位於都會第二環新興發展區也慢慢出現學校用地不足現象。 

表 3-18  臺北市潛力綠色基盤—學校資源分佈數量彙整表                          

臺北縣 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綜合 

高中 

大專  

院校 

總  計 356 206 65 37 16 9 18 

資料來源：臺北縣統計要覽 

基隆市國民小學部份有 43所、國民中學 18所、高中 7所、大專院校則集中於

中正區。就其分佈位置來看，主要集中於基隆港周邊或沿鐵路及主要幹道兩側。 

表 3-19  基隆市潛力綠色基盤—學校資源分佈數量彙整表                          

基隆市
分區 

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大專  

院校 

特殊教
育學校 

信義區 4 6 2 1 2 - - 

仁愛區 1 5 2  - - - 

板橋市江翠國中校園景觀 

資料來源： 

http://www.peopo.org/portal.php?a

rticleId=37506&op=viewPost 



第參章 臺北都會區推動綠色基盤的基礎 

 

 

3-53 

CNHW 
INTERNATIONAL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基隆市
分區 

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大專  

院校 

特殊教
育學校 

中山區 2 8 3 2 - - - 

中正區 2 5 4 1 1 3 - 

安樂區 3 6 3 1 - - - 

七堵區 2 8 2 - 1 - 1 

暖暖區 4 5 2 2 - - - 

總  計 18 43 18 7 4 3 1 

資料來源：基隆市教育處 

自民國 97 年初由臺北市率先推動「看得見的愛－亮綠校顏」計畫，以綠化、

簡約、透空、生態綠色廊道替代水泥圍牆為設計原則，重構校園與社區之關係，

改善校園對外的景觀顏面，以及改變社區整體環境意象。為使整體環境效益更

為彰顯，由臺北市發起，北臺灣區域 8 縣市共同參與，並成立「北臺區域發展

委員會」之跨縣市合作平臺，協助宜蘭縣、臺北縣、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與基隆市共 58所學校執行「校園綠圍籬」及「校舍屋頂薄層綠化」之

規劃設計。 

「亮綠校顏」計畫是期望以綠化、簡約、透空、生態綠色廊道取代既有厚實的

水泥圍牆，重構校園與周邊社區街區之關係，改善校園對外的景觀顏面，以及

改變社區整體環境意象。「亮綠校顏」是要將校園圍牆改造，讓陰暗角落變亮；

以綠色植栽進行環境改善，增加校園透水面積、綠覆面積以及綠屋頂隔熱省能

效益；並希望改變校園景觀，以達成愉快的校園學習氛圍。透過亮綠校顏計畫

將有助於增加校園空間綠色基盤之生態潛力，並可作為未來串接生態網路之重

要節點。 

表 3-20  臺北縣、基隆市亮綠校園學校資源意願學校與綠圍籬施作長度彙整表 

地區 學校 屋頂薄層(㎡) 綠圍籬(m) 

深美國小 422  

東信國小 140 161 

信義國小 -- 69 
基隆市 

正濱國小  78 

小計  562 308 

沙崙國小 -- 568 

彭福國小 -- 390 

山佳國小 -- 485 

更寮國小 -- 462 

臺北縣 

大同國小 --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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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學校 屋頂薄層(㎡) 綠圍籬(m) 

育德國小 -- 600 

仁愛國小 -- 363 

鷺江國小 -- 400 

興化國小 -- 304 

集美國小 -- 415 

二重國小 -- 474 

頭前國小 -- 367 

育林國小 -- 335 

小計  -- 5,406 

資料來源：北臺亮綠校顏計畫 

2.古蹟及歷史建築 

臺北都會區各級古蹟指定保存以臺北市數量最高

且分佈最為集中，以中正區涵蓋數量最高、其次為

北投區，而松山及南港區目前尚無指定。另外臺北

縣則以淡水古蹟園區為各重要歷史古蹟集聚處；基

隆市則歷經長期都市與港口發展，保存了為數最多

的砲臺古蹟，為臺灣古砲臺保存最完整區域。 

表 3-21  臺北都會區潛力綠色基盤—古蹟數量彙整表                          

縣市別 一級 二級 三級 國定 
省定 
直轄定 

縣(市)定 總計 

臺北市 2 5 26 7 59 0 99 

臺北縣 2 6 17 0 0 11 36 

基隆市 1 1 3 0 1 1 7 

總  計 5 12 46 7 60 12 142 

資料來源：臺北市古蹟保存歷程的回顧與探討，2003 

3.文教區及體育場 

臺北縣及基隆市缺乏各類的文化、運動、休閒遊憩活動所需的室內或者戶外空

間，全區運動場地於總數量上並不足以支持其居住人口使用，且明顯集中於都

會核心地區，除缺乏日常運動休閒所需空間外，大型活動舉辦也缺少完善設施。 

(二) 潛力綠色基盤基礎現況分析 

臺北都會區潛力綠色基盤主要集中分佈於臺北市西南半側、臺北縣西側板橋、蘆

洲、三重等地及基隆港區周邊；此些校園、文教以及休閒空間除能提升臺北都會

區的文化教育水準外，廣大的校園開放空間及古蹟、文化園區的劃設更能透過區

內綠覆率的提升、擴大綠化面積、綠屋頂營造、綠色公共設施的營造與綠色通學

淡水古蹟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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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等之形塑來創造都會核心的綠色生活圈，不但有助於作為未來綠色基盤系統中

重要的戰略點位外，對於生態流動的串接也有其一定之示範作用；除能促使鄰近

的綠色基盤更加深入銜接，成為發展生態都市之綠色潛力空間，更能在配合自然、

人為及廊道綠色基盤分佈的狀態下，結合山域、水岸之休閒空間活動來達到自然

與人文能量流通之多樣性。 

五、廊道綠色基盤基礎概況 

(一) 廊道綠色基盤基礎 

臺北都會區廊道綠色基盤基礎乃是針對一定寬度之帶狀空間型態進行歸納，以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中寬度 30m 以上道路、休憩自行車道、河道、溝渠及行水區為主；

另外於非都市種土地使用中則以河川區為主。 

表 3-22  廊道綠色基盤資源一覽表 

綠色基盤基盤類別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非都市土地使用 

廊道 

寬度 30m 以上道路 

自行車道 

河道 

溝渠 

行水區 

河川區 

依據圖 3-5 廊道綠色基盤基礎之土地使用分佈圖可

知，區內 30m 以上道路主要集中於臺北縣市的都會

核心區，如臺北市信義路、仁愛路、忠孝東路及臺

北縣臺 1 線、臺 2 線等。河川廊道則以淡水河、基

隆河、大漢溪、新店溪及其他分支為主；自行車道

系統則以臺北縣市為主，主要集中於區內河濱沿線

外，向外發散，形成北市及北縣河岸空間串連最佳

媒介；於都會核心區內也逐步開始提倡市區專用

道、人車分道、綠色通學廊道規劃等，配合綠色路

網之建置，逐步建構核心區路網系統。 

表 3-23  臺北都會區潛力綠色基盤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彙整表                     單位：公頃 

都市計畫地區 非都市地區 

公共設施用地 

地點 

河川區 

溝渠、河道、沙道用地 

河川區 

臺北市 1,630.90 -- － 

臺北縣 1,351.88 116.77 807.4206 

基隆市 157.60 3.19 12.9957 

 

臺北市仁愛路道路景觀 
資料來源： 

http://www.flytiger.com.tw/Untitled-

7.html 

資料來源：臺北市都市發展局 2008，臺北縣政府主計處，基隆市都市計畫資訊查詢系統 2007 

內政部營建署，2008，直轄市、縣(市)政府(金門、連江縣無非都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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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景觀 

資料來源： 

http://m2k.gmes.tyc.edu.tw/kaiblog/blogMes

sage.php?webowner=yihru&blog id=1265 

 

圖 3-5  廊道綠色基盤基礎圖 

1.河川廊道 

河川廊道主要包含淡水河、新店溪、基隆河、景

美溪、北勢溪、南勢溪、塭子溪、三峽溪、大漢

溪、瑪鍊溪、石門溪以及老梅溪等，整體分佈以

臺北都會區西北側向東側延伸，其中新店溪、老

梅溪、基隆河、景美溪、雙溪等共有 7條河川劃

設為水質水量保護區，且流經大臺北核心區之淡

水河、新店溪、基隆河、景美溪及大漢溪為主要

休閒活動發展地區。河川生態環境保護是以尊重

自然環境為原則，以保持河川生態廊道連續及生態環境的多樣性，追求人與河

川和諧共存，而維護並促使河川生態廊道之建立，將有助於藍綠網絡系統串

連，提供自然能量交替之管道。 

2.寬度 30m以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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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臺北都會區廊道綠色基盤資源—道路路寬彙整表 

區位 路名 路寬(m) 路段 

松仁路 35 信義區-忠孝東路-莊敬路 

重慶北路二、三段 32 大同區 

西藏路 30 萬華區-艋舺大道-中華路二段 

新光路二段 40 文山區 

民族東路 30 中山區 

民生東路 40 松山區-復興北路-敦化北路 

光復南路 30 大安區 

民生東路 40 中山區-松江路-復興北路 

成功路二段 30 內湖區-南京東路-民權大橋 

成功路三段 30 內湖區 

民權東路六段 42 內湖區-民權大橋-成功路五段 

忠誠路 30 士林區 

承德路七段 30 北投區 

敦化北路 80 松山區-民權東路-市民大道 

敦化南路一、二段 70 大安區 

信義路 40 大安區-杭州南路-光復南路 

中山北路 40 中山區-北安路-市民大道 

信義路 33 中正區-中山南路-新生南路 

中山北路五段 32 士林區 

仁愛路四段 60 信義區-光復南路-逸仙路 

仁愛路一段 44 中正區-中山南路-杭州南路 

仁愛路二段 33 中正區-杭州南路-新生南路 

中山南路 36 中正區-忠孝東路-愛國東路 

臺北市 

環河南路 32 萬華區-華翠橋-萬大路 

中華路一段 50 中正區-開封街-桂林路 

中華路一段 78 萬華區-忠孝西路-愛國西路 

仁愛路 60 大安區-新生南路-光復南路 

仁愛路 60 大安區-中廣前-空軍總部前 

北安路 35 中山區-圓山-明水路 

臺北市 

明水路 30 中山區-北安路-樂群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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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 路名 路寬(m) 路段 

樂群一路 65 中山區-明水路-環東大道 

信義路 30 信義區-松仁路-松德路 

忠孝東路 40 大安區-復興南路-敦化南路 

承德路三段 35 大同區 

承德路一、二段 42 大同區 

至善路二、三段 35 士林區 

塔悠路 35 松山區-民生東路-健康路 

塔悠路 35 松山區-市民大道-八德路 

信義路 36 信義區-基隆路-莊敬路 

信義路 30 信義區-松智路-松仁路 

忠孝東路 40 大安區-新生南路-復興南路 

忠孝東路 40 大安區-敦化南路-光復南路 

舊宗路一段 30 內湖區-南京東路-民權大橋 

至善路一段 35 士林區 

塔悠路 35 松山區-撫遠街 403巷-民生東路 

信義路 45 信義區-光復南路-基隆路 

復興北路 40 中山區-民族東路-八德路 

復興北路 40 中山區-市民大道-忠孝東路 

經貿二路 60 南港區 

集賢路 30 蘆洲市 

中山路 35 三重市 

集賢路 30 三重市 

三和路四段 30 三重市 

重陽路 32 三重市 

臺北縣 

中山路 30 新莊市 

思源路 40 新莊市 

中正路 30 新莊市 

光復路 35 新莊市 

幸福東路 45 新莊市 

中正路 30 樹林市 

臺北縣 

萬板路 30 板橋市-莊敬路~萬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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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 路名 路寬(m) 路段 

莊敬路 30 板橋市-民生路~莊敬路 

民權路 40 板橋市-文化路~中山路一段 

雙十路一段 31 板橋市-華翠大橋~萬板大橋 

三民路 30 板橋市 

漢生東路 30 板橋市-區運路~文化路 

文化路一段 40 板橋市-民權路~民生路 

文化路二段 40 板橋市-民生路~華江橋 

漢生路 30 板橋市 

民生路一段 40 板橋市-板新路~中山路 

民生路二段 80 板橋市-中山路~文化路 

民生路三段 80 板橋市-文化路~大漢橋 

縣民大道一段 36 板橋市-府中路~民權路 

縣民大道二段 40 板橋市-民權路~漢生東路 

縣民大道二段 30~40 板橋市-漢生東路~民生路 

縣民大道三段 30 板橋市-民生路~華翠橋 

中山路二段 30 板橋市-三民路~光復橋 

新海路 30 板橋市 

南雅路 30 板橋市 

中正路 40 板橋市 

四川路二段 20~30 板橋市-新興橋~浮洲橋 

城林路 35 土城市-城林路~城林橋 

中央路一段 30 土城市-中華路一段~四川路二段 

中央路三段 38 土城市-承天路~金城路一段 

中央路三段 30 土城市-中興路~承天路 

中央路四段 30 土城市-三民路~中興路 

大安路 36 土城市-大安圳幹線~中央路三段 

中華路 40 土城市 

金城路一段 35 土城市-中央路~和平路口 

金城路一段 37 土城市-和平路口~廣后宮 

金城路二段 35 土城市-中正路~永豐路 

臺北縣 

金城路三段 35 土城市-永豐路~連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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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 路名 路寬(m) 路段 

環河路 30 土城市 

中正路 40 中和市 

景平路 40 中和市 

環河路 30 新店市 

復興路 30 新店市 

中興路 42 新店市 

大同路二段 35~45 汐止市 

大同路三段 30 汐止市 

新台五路一段 30~40 汐止市 

新台五路二段 35~80 汐止市 

鄉長路 40 汐止市 

中華路 30 金山鄉 

淡金公路 50 淡水鎮 

崁頂五路 30 淡水鎮 

沙崙路二段 50 淡水鎮 

登輝大道 60 淡水鎮 

濱海路 40 淡水鎮 

龍米路二段 30 八里鄉 

忠孝路 50 八里鄉 

文化一路 45 林口鄉 

文化北一路 45 林口鄉 

仁愛路 35 林口鄉 

文化二路 35 林口鄉 

文化三路 35 林口鄉 

寶林路 50 林口鄉 

中山路 30 林口鄉 

中湖路 42 林口鄉 

民權路 30 林口鄉 

鶯桃路 30 鶯歌鎮 

復興路 35 三峽鎮 

臺北縣 

介壽路一段 35 三峽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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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 路名 路寬(m) 路段 

中正路一段 30 三峽鎮 

大科路 40 泰山鄉 

新五路 55 五股鄉 

中正路 30 中正區 
基隆市 

忠一路 34 仁愛區 

資料來源：臺北市景觀綱要計畫，基隆市綜合發展計畫 

3.自行車道 

臺北都會區之自行車道系統約有 53條車道系統，其中河濱自行車道之串連為

其主軸發展，共有約 23條河濱自行車道系統串接臺北縣市休閒生活之流通，

同時亦結合河濱公園發展臺北核心區休閒遊憩步道系統，形成北市及北縣連結

的最佳媒介；此外亦配合不同地區環境氛圍發展舊鐵路漫遊、登山健行路線及

北海岸行程規劃。另外於都會核心區內也逐步開始提倡市區自行車專用道、人

車分道、綠色通學廊道規劃等，配合道路綠網之建構，將可望逐步建置核心區

與周邊生態環境系統之連結廊道。 

表 3-25  臺北都會區廊道綠色基盤—自行車道彙整表                        單位：公里 

縣市別 名稱 行經鄉鎮 騎乘距離 

景美溪自行車道 文山區 
左岸：5.85 

右岸：3.42 

新店溪自行車道 
萬華區、中正區、大安區、文

山區 
左岸：5.85 

淡水河自行車道 
北投區、士林區、大同區、萬

華區 
12 

基隆河自行車道 

北投區、士林區、大同區、中

山區、松山區、內湖區、南港

區 

左岸：18.1 

右岸：17.6 

貴子坑溪自行車道 北投區 
左右岸

各.2.4 

關渡自行車道 北投區 2 

社子島自行車道 士林區 17.25 

臺北市 

雙溪生活水岸自行車道 北投區、士林區 10.8 

八里左岸自行車道 八里鄉  10 

金瓜寮溪自行車道 坪林鄉  15 

 

臺北縣 
汐止基隆河自行車道 汐止市  10 



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綱要計畫 

 

 

3-62 CNHW 
INTERNATIONAL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縣市別 名稱 行經鄉鎮 騎乘距離 

新店溪自行車道 板橋市 、新店市 、永和市  15 

二重環狀自行車道 三重市 、蘆洲市  20  

金色水岸自行車道 淡水鎮  12  

大漢溪左岸自行車道 
樹林市 、鶯歌鎮 、三重市 、

新莊市  
23  

大漢溪左岸自行車道-大鶯綠野

景觀自行車道 
樹林市 、鶯歌鎮  24.7 

大漢溪右岸自行車道 板橋市 、土城市  12 

北海岸自行車道 
萬里鄉 、金山鄉 、三芝鄉 、

石門鄉  
35  

東北角海岸自行車 瑞芳鎮 、貢寮鄉  34  

平溪瑞芳自行車道 瑞芳鎮 、平溪鄉  35  

三峽自行車道 三峽鎮  47 

麟山鼻自行車道 三芝鄉  6.5 

孝義路-八里左岸自行車道 五股鄉 、八里鄉  14.4  

北宜路 – 新烏路 新店市 、烏來鄉  17.1  

阿柔洋產業道路-指南路 117 、深坑鄉  18.5  

鳶峰路 土城市 、三峽鎮 、鶯歌鎮  17.0  

舊莊街 – 北 33鄉道(汐碇路) 115 、深坑鄉 、石碇鄉  18.9  

汐萬路 - 新山夢湖路 115 、汐止市  17.6  

新烏路 – 環山路 – 西羅岸路 烏來鄉  17.2 

106縣道 石碇鄉 、平溪鄉  19.7 

金山濱海自行車道 金山鄉  12.4 

金山古蹟、田園、溪流自行車路

線 
金山鄉  18.1 

北新路-淡金路 淡水鎮  29.1 

北宜路 -竹林路 新店市  22.9 

承天路 - 南天母路 板橋市 、土城市  23.2 

106縣道 – 五分山產業道路 石碇鄉 、平溪鄉  30.0 

小坑路 -三芝自行車道 淡水鎮 、三芝鄉 、石門鄉  28.8 

南深路-北深路-石坎路 115 、深坑鄉 、石碇鄉  23.9 

新店到木柵越嶺路線 新店市  28.1 

 

 

 

 

 

 

 

 

 

 

 

 

 

臺北縣 

 

 

 

 

 

 

 

 

 

 

 

110縣道 -臺 3省道 土城市 、三峽鎮 、鶯歌鎮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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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行經鄉鎮 騎乘距離 

新烏路-新店溪自行車道 新店市 、永和市 、中和市  36.6 

新烏路-桶后林道 新店市 、烏來鄉  35.7 

新烏路- 新潭路 石碇鄉 、新店市 、烏來鄉  38.1 

北 4鄉道-北 3鄉道 淡水鎮  31.0 

永業路 - 小坑路 新店市  36.2 

新烏路 – 環山路 - 北 107鄉道 新店市 、烏來鄉  34.6 

北 35鄉道- 臺 2省道 瑞芳鎮  39.9 

汐萬路-萬溪產業道路 114 、汐止市  30.8 

北 47鄉道 深坑鄉 、石碇鄉 、新店市  37.1 

101縣道-北 15鄉道  淡水鎮 、三芝鄉 、石門鄉  48.4 

 

臺北縣 

 

翡翠水庫與茶園景觀路線 石碇鄉 、新店市  40.5 

資料來源：臺北縣政府自行車道網，臺北市河濱自行車道主題網 

(二) 廊道綠色基盤基礎現況分析 

廊道的建構，是希望物種在遷徙與移動的過程中，可

以透過廊道空間連續且可及性高的特質，確保物種的

安全，完成景觀的連續性，表現相鄰區域關係與排序

的生態機能、綠色基盤的鞏固與鏈結，並且促使文化

與歷史意義地區的串連。於都市環境中，以河川水圳

與帶狀的道路綠地空間，較有機會成為生態廊道的空

間，目前臺北都會區之綠色基盤結構而言，自然基礎

主要集中在東南側至東北側，因此串接既有的自然基

盤基礎除了現有的河川廊道，應維持綠色廊道連續、生態工法進行河川、溪流、

水岸綠帶之整治、河川生態環境保護，並提供沿岸居民優質親水環境外，剩下的

就需要靠帶狀的園道或是寬度較寬的景觀道路來形塑綠帶廊道，以促使都市核心

空間廊道之建構以及與鄰近的自然綠色基盤邊緣。 

由分析圖中可發現，臺北都會區具有發展為綠色廊道的潛力道路，主要集中於都

會核心地區及交通要道，考量目前計畫地區現有道路廊道的路段多呈現綠帶中

斷、植栽層次與面積不足的情況，應優先連接與加強舊有的道路綠帶空間串接與

延續，針對各道路之發展特性提出道路景觀生態廊道與人行環境之改善建議，並

且配合導入自行車步道系統，其所強調的不單單僅是提倡休閒、健身，串連觀光

遊憩及生態資源，而是將綠色運具的概念導入生活之中讓綠色運輸軸帶可以在交

通、景觀、生態等議題上達成完美的平衡。除透過道路綠廊之縫補與串接外，並

鼓勵校園鄰近通學巷道與閒置空間之綠美化與重要綠廊的串連，讓整體環境的綠

色基盤網絡之建構可逐漸由地區型網路擴大成區域型的網路。 

汐止中正綠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