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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發展願景 

第一節 綠色基盤發展定位 

綠色基盤是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設施，但在工業化與都市發展快速成長下，綠色基

盤的策略性規劃概念已經落後灰色基盤發展數十年甚至百年，如何在逆勢操作的狀

況下，達成綠色基盤的網絡系統發展，將是臺北都會區跨入永續生態城市的第一步。 

在發展願景前，先針對本計畫對於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的發展定位做確認，讓計畫

的面向可以擴散與延伸，並提供後續擬定推動策略的參酌依據。 

一、山、河、海、市對話的起點 -- 與水的密不可分 

早在 1620 年代左右，荷蘭與

西班牙即已先後入侵台灣，並

展開對台灣的統治。但實際

上，這兩國的治理範圍皆未包

含現今大部分的臺北都會

區，一方面是因為臺北目前主

要的核心區域仍多為沼澤；一

方面是荷蘭與西班牙所佔領

的台灣區域集中於台灣南部

與北部的主要港口，所以不具

海港便利的核心區域當然不

受覬覦。隨後擊敗荷蘭東印度

公司，以台灣南部為根據地的

明鄭王朝，雖多次派兵向北擴

展勢力範圍，但仍侷限於基隆與淡水一帶。即使

是 1683 年進入清治初期，臺北也並無顯著的開發

利用。遂整個臺北都會區，最早的發展仍是以基

隆與淡水一帶為主。 

18 世紀初，漢人移民臺北的速度明顯加快，因而

促成了以艋舺，大稻埕，士林三地開發為主的臺

北新發展。而這些發展於 19 世紀末期的臺北府城

的建立後，更達到清治時期的尖峰。換句話說，

清治時期的臺北市歷史，除了臺北開府、建城外，可以說全都是以移民為主的歷史。 

從 18 世紀開始，主要來自福建閩南人與廣東客家人的漢族移民，就扮演了開墾臺北

都會區的角色。首開開墾臺北風氣之始的，是 18 世紀初的陳賴章墾號。陳賴章墾號

淡水舊照 

資料來源：

http://www.rocmp.org/thread-12194-3-1.html 

臺北古地圖 

資料來源：http://thcts.ascc.net/template/sample6.asp?id=r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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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申請的地區為台灣北部的大加蚋，其開墾範圍

面積相當廣，包含艋舺、錫口、大龍峒、大稻埕、

等現今臺北市的中心地帶在內。其中又以艋舺的

開墾為主要內容。因此，整個臺北都會區的發展

已由海港的基隆與淡水，漸漸沿著淡水河、新店

溪等進入核心區域。此時臺北市所在的區域，仍

多屬平埔族所聚居的「蕃境」，為避免糾紛，清

政府仍嚴格禁止中國大陸移民逕自開墾。不過此

一禁令依舊無法阻擋從淡水河上岸的零星移

民。而為了管理移居臺北地區所在區域內的漢

人，淡水廳於 1731 年在八里設置巡檢司，其範

圍包含已有相當多漢人居住的干豆門、北投、以

及南港。 

順著基隆與淡水港的發展起點，奠定了臺北都會區沿水發展的初期脈絡，也促使整

個臺北都會區的門戶都與水系與海港息息相關。而臺北都會區開始朝核心地區發展

邁入台灣首善之區，則是 1880年代的臺北府設置與臺北城的構築。 

 

圖 6-1  1898-1904年臺灣堡圖—重要發展聚落分佈圖 

基隆火車站舊照 

資料來源：

http://sixstar.cca.gov.tw/blog/aa470412/activity
Action.do 

基隆港舊照 

資料來源：

http://www.gjgy.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
ID=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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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殖時期 1920年代，以舊臺北城以內區為主的城內建築漸趨飽和，但卻還是有愈

來愈多的日本內地人來到臺北。此不平衡的情況下，不得向西門以外區域延伸，但

因為擴展面臨淡水河的阻隔，在現實發展下，臺北區域只好向南北發展。1930年代

期間，相較南北的發展，臺北往東發展的發展則更為明顯。在以六十萬人口為設計

的臺北市區都市計畫中，總督府開始於臺北東門附近的東區大量增設學校預定地，

其中以東門町及富田町為最多，而隨著學校興建，臺北市大量民宅也隨之在此區域

興建。然而這種官方主導公共建設，民間配合的都市東移政策，從 1930年代一直沿

用到 21世紀的臺北。此時也奠定了整個臺北都會區在核心地帶的發展。 

1949年國共內戰的戰局逐漸明朗，中華民國政府被迫從中國大陸遷都臺北，臺北市

自此成為中華民國的實質首都。1950年代臺北市發展的關鍵，除了首都的設置與經

營外，就是從基隆港進入臺北都會區的大量外省人臺北新住民。當時兩百萬來自中

國大陸的外省人以定居臺北最多，加上 1960年代城鄉差距帶來的就業機會不均所吸

引來臺北的臺灣中南部移民，不但讓臺北市人口從戰後的 20萬迅速成長至 1967年

的 100萬以上，也讓臺北都會區的發展產生了新的環境樣貌與開發問題。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F%B0%E5%8C%97%E6%AD%B7%E5%8F%B2） 

 

圖 6-2  1949年臺北地區重要發展聚落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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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都會區的早期發展脈絡下，不難發現外來移民是整個臺北都會區發展的動力，

所以最早的渡頭與海港便是整個臺北都會區的發展起點，隨著水運移動與資源的獲

取方便，臺北都會區內的河域便是最早發展的地區，因此臺北都會區的發展可謂與

都會區內幾條核心河川有著緊密的關係。 

 

圖 6-3  臺北都會區發展脈絡圖 

因此，如何在都市核心擴張與自然資源維繫間達

到其動態的平衡，成為都市永續發展重要的課

題；藉由綠色基盤的建置與串連，可望達到山系、

河川、海岸與市區等環境空間作策略性對話的絕

佳機會，考量如何在保護鞏固、修復補強、戰略

創造、策略連結、缺點補救與功能提升等構想下

各司其職，共同建立綠色能量流，讓臺北都會區

的綠色資源能夠變成一個可以流通且循環補給的

綠色基盤網絡。 

水綠交織的都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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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臺北都會區策略發展關係圖 

二、熱島降溫的示範區 -- 綠色基盤與風的引導 

臺北都會區隨著都市發展的擴張，熱島問題已成為都會區內生活環境的主要問題之

一，如何透過補償式的對策，將已成形的問題解決，是探討都市規劃與環境改善時

必須正視的課題。 

綠色基盤的建置，對於微氣候的調控有正向的相關，本計畫試圖以綠色基盤建置的

角度，嘗試找出減低熱島退燒的策略手段，讓造成惡性循環的熱島效應能有一個改

善的起點。 

近年熱島問題的相關研究眾多，2009 年由臺北市政府舉辦的「2009 都市熱島退燒

國際研討會」中對於熱島議題亦提出了不少針對臺北都會區的現況診斷與改善策

略，本計畫參酌「2009都市熱島退燒國際研討會」中的研究，就整個臺北都會區的

熱島現況進行說明。 

(一) 臺北都會區的熱島現況（李魁鵬，2009） 

1998 年所做之臺北市都市熱島之研究結果顯示午夜時段之熱島現象在臺北盆地的

市中心、三重、新莊等地連成一片熱島，而在萬華、板橋、士林、天母地區則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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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獨立高溫區。由氣溫分佈圖比

照臺北都市綠地分佈圖可發現，臺

北市區高溫處主要分佈在屬大型綠

地較少的大同、中山以及松山等

區，而亦可明顯看出位在中正區與

大安區的大型綠地、文教區與植樹

園道具有強大的緩和、降低氣溫之

擴散效果，使得該等區域具有較低

的氣溫環境。而 2008 年 3 月及 6 

月午夜兩點溫度測量結果，可看出

中山區、大同區、萬華區是台北市

之主要高溫區。結合臺北市校園監

測數據，可進一步看出熱島溫度逐

漸往松山區、內湖區、信義區及士

林區捷運沿線、天母及部分文山區

擴散。因此就臺北市之熱島退燒計

畫，應思考如何防止熱島之擴散，

並且改善十年來已經一直存在熱島問題之中山區、大同區、萬華區。 

以衛星遙測之方式觀測熱島表面溫度分布現象變遷，透過建築分佈圖與夏季夜間

（22:06）表面溫度比較，建築密度高之區域普遍為臺北市之高溫區域，其表面溫度

最高區域為都市中心（32.0°C），最低溫發生於郊區（22.3°C），溫度差異高達

（9.7°C）。比照 1999 年及 2005 之資料，隨著東區的開發，在內湖、松山與信義

區產生了一些新的局部熱島區。不過從整個臺北盆地觀察，三重與新莊較臺北市中

心區要熱，初步探討其原因，可能與都市規劃的差異有關，這些因素包括街廓的大

小、屋頂材質、道路寬度、綠化程度等似乎均有影響。 

 
2009年 2月臺北熱島效應分佈圖 2009年 7月臺北熱島效應分佈圖 

1998年臺北午夜都市熱島量測 



第陸章  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發展願景 
 

 

6-7CNHW 
INTERNATIONAL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根據臺北市小學氣象監測網之

歷史資料，進行風場數值模擬分

析，臺北盆地七月之平均風場結

果如圖 6-5 所示。臺北市主要

風向受地形影響極大，在市中心

大致以南京東西路南北呈現較

為不同的風向差異；南京東路以

北受機場、基隆河、關渡平原和

社子島空曠地區影響，並受淡水

河河口牽引，風向多朝淡水河口

方向；而南京東西路以南，自忠

孝東西路、仁愛路、信義路、和

平東西路、辛亥路，東至基隆

路、西至羅斯福路所圍地區，恰

與臺北盆地南側山脈為界形成

平行道路之東風為主風向。風速

於基隆河進入臺北市之山脈夾

擠處、松山機場、社子島和關渡平原空曠地皆較高。沿著西區自大同、萬華一帶風

速皆較東區低，然而於民權西路與淡水河交會處風速突然增高，以上現象應是受提

防阻擋，而六號水門處恰形成風口所致。 

(二) 臺北都會區的熱島退燒策略 

從上述的都市熱島環境分析當中不然發現，影響都市熱島的層面相當多元，從地形、

地貌、植栽、土地使用、建築配置、都市建設、環境材料等等皆是影響都市熱島的

建築分佈圖與夏季夜間（22：06）表面溫度比較 

圖 6-5  臺北都會區七月風場流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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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與周圍環境的溫度關係圖 
資料來源：Landscape Planning Enviormental 

Applications 

元素，如何在有限的管控工具中，為都市熱島問題找一個可能的出口，將會是一個

需要綜合性考量的議題。 

而在「臺北市熱島效應改善之城市尺度空間策略」（李魁鵬，2009）的研究中，研提

的都市熱島退燒策略如下： 

1.臺北市因盆地與河川地形，夏季季風主要方向為東風，建構平行夏季季風方向的

都市藍帶，如基隆河，有助於風廊與風場的形成。例如：河川（岸）人造設施物

之風廊障礙排除、毗鄰大型開放綠地處改造為導風式堤防、打開風廊端點水門。 

2.臺北市因盆地與河川地形，夏季主要方向為東風，平行夏季風向的東西向道路與

帶狀開放空間系統有助於風廊與風場的形成。例如：新開發地區順應夏季風向規

劃道路與公共設施系統、檢討高架道路與人行陸橋之必要性、相鄰大型開放空間

以都市設計手法創造風道與風速。 

3.老舊建成區之高建蔽率、低開放空間和公園綠地以及街道窄小，應以改造或透過

更新達成降溫效果。例如：增加綠化、建築物風道開口留設或設置、增加道路鋪

面透水率與反射率、增加建築屋頂及外牆材料之反射率、提昇建築設備能源效率

與外殼節能設計以降低建築排熱、鼓勵在屋頂高度進行空調散熱。 

從以上策略主要可以歸納為三個要項： 

1.創造與引導風廊與風場 

2.減少環境升溫材料使用與節能設計 

3.增加降溫的空間與土地使用 

以臺北都會區整體環境來看熱島退燒，仍是應首重風廊與風場的創造與引導，才能

有效改善大區域的熱島效應。在風廊與風場的創造上，除了提防與障礙物的排除外，

亦可透過大型的公園綠地與綠廊道等透水率較高的降溫區域來創造風場與引導風

廊。 

臺北都會區主要風向皆為由東向西的方向，從整個地形、溫度與風場來看，臺北都

會區主要的風場分散點位在基隆河谷地與臺北盆地的關口－內湖、汐止與南港一

帶。如何以風場分散點為起點，順著原有的風廊排除障礙、導風與創造新風場，將

可能會是臺北都會區熱島退燒的手段之一。 

因此基隆河沿岸與堤防，市民大道、忠孝東西路

與仁愛路，信義文山山系西側跨過新店溪穿越中

永和到板橋，二重疏洪道，社子、關渡一帶基隆

河與淡水河匯流處等，將會是臺北都會區主要的

導風策略區位。 

近年來熱島效應的降溫成為都市發展的熱門議

題，同時也是亟待解決的重要都市環境問題之

一；在綠色基盤網路的形塑發展下，綠地面積與

綠覆率將可有效提升，綠廊道與緩衝帶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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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對於風道與微氣候有著相當的影響，遂將可提供作為臺北都會區熱島降溫的系統

性構想依據。 

 

圖 6-6  臺北都會區風場分析圖 

三、永續生態都市第一步 

臺北市政府為了在 2050年使臺北市成為一個循

環有機型的生態都市，針對臺北都會區的發展、

熱島降溫的議題等擬訂各階段的執行策略與行

動計畫。根據對國際案例與臺北現況的分析，訂

定出六大議題：綠意、親水、綠色公設、綠生活

圈、節能減碳及智慧生態城。其中「綠色」概念

將是未來臺北市發展的重點。 

依照全球經濟發展的共同經驗，灰色基盤即都市

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決定了區域的經濟發展程

度，而欲實現區域生活的永續發展與三生（生產、生活、生態）理念，關鍵則在灰

色的都市基礎設施和社會基礎設施（學校、醫院、圖書館）建立前，先建立起綠色

藉由空間的留設，提供風場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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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盤系統（green infrastructure），才能實現永續發展與智慧成長的目標。 

因此綠色基盤系統的發展，將會是臺北都會區實質環境空間邁向永續生態都市的第

一步。 

 

圖 6-7  生態都市願景圖              資料來源：與萬物共享自然-邁向生態城市的願景，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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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綠色基盤發展願景與目標 

綠色首都圈－ 4G生活網 

 

 

 

 

 

 

 

 

 

 

 

 

 

 

 

 

 

 

 

 

 

 

圖 6-8  臺北都會區綠手指資源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陳敏明攝 

依照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綱要計畫之綠色首都圈

-4G 生活網的發展願景，未來臺北都會區綠色基

盤之發展目標可更進一步分為以下四大區塊，分

別是優綠：鞏固與補強現有綠色基盤、添綠：創

造與串連綠色基盤系統、補綠：補救及提升干擾

綠色基盤與行動綠：資源管理機制與民眾參與，

藉由這四大發展目標的建構與完成其後續之策略

與相關之行動方案，可讓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綱

要計畫充分落實在未來北北基都市發展的過程

中，建立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新都市環境。 

一、優綠 

鞏固與補強現有綠色基盤--這個目標主要是希望藉由保護與優質化現有臺北都會區

的自然資源與綠地系統，來避免現有自然綠地資源因都市化與都市的擴張，而失去

原有自然生態機能、並希望由此建立未來的行動方案與管理策略，充分維護臺北都

會區大範圍的自然區塊，進一步達到活化與優質化自然綠地資源與生態機能的目的。 

水綠交織的都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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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添綠 

添綠其強調的是透過綠色基盤的串連與創造，企

圖在保護與優化現有臺北都會區的自然資源與綠

地系統後，透過戰略地位指認將都會區內潛力之

據點，如學校、機關空間等，創造形塑綠色基盤

據點，透過廊道的連結與串接結合，規劃可串接

綠色基盤設施之最佳路徑，形塑臺北都會區綠色

網絡系統。 

三、補綠 

補綠其強調的是透過綠色基盤鞏固補強、串連與

創造後，針對都會區內現有綠色基盤與都市基盤

交疊的區域，運用綠色手法進行補救，以減少灰

色基盤對於綠色基盤之干擾；對於既有建成地區

則導入生態社區、綠色運具等手段，加強環境生

態品質之提升以拓展並建構更完整綠色基盤。 

四、行動綠 

資源管理機制與民眾參與--北北基綠色基盤計畫

成功的關鍵，除了事前完善的規劃與重點和敏感

地區指認外，後續的行政及管理機制與由下而上

的民眾參與的妥善結合，才是綠色基盤在北北基

地區未來成功的要點。 

 

屋頂綠化 

都市中大型綠空間的營造 

都市農園 

社區共同參與 

都市生態河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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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綠色首都圈－4G生活網願景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