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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聯合國發表至 2009年 3月止，地球人口已超過 67.7億人，人類

恣意享受文明產物，卻加速摧毀地球走向毀滅，中庸篇：「仲尼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人類如果能遵循自然，崇尚大地，則地球

長存，萬物共生，天地調和，水、火等自然界災害必定減少；自十八

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人類知識能力之提升，創造許多效率掛帥的工

業化產品，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陷入以人為本的經濟價值體系之

中，卻忽略了過度開發已超出地球母體的承載力，人類過度重視經濟

發展，至二十一世紀科技各國工業呈現有始以來爆炸性毫無節制的競

相發展，導致地球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的破壞，如整個地球暖化、臭氧

層破裂、酸雨、海水水位急速不斷的升高，世界各國有志人士也預見

其嚴重性，永續發展的綠建築即成為世界各主要國家所追求的理想目

標，地球只有一個，自然環境上之自然資源長養人類及其他萬物，維

持生態帄衡、萬物共榮，以永續環境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才是人類之福

祉，支撐全民福祉的兩大基本力量，首重於生態環境品質的維護與提

升，2002年 8月 26日至 9月 4日在南非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

所舉行的里約加＋（Rio＋10）世界高峰會更直接以永續發展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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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稱為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SSD），可見永續發展受到國際社會何等的重視。 

綠建築已是未來城市邁進的指標，臺灣不能自外於世界潮流，臺

中市要立足於優質國際新都更有必要營造一個生態環保的綠建築城

市，也許營造一個生態環保的綠建築城市是一件不小的工程，但

「Never be too late」，就怕不起步，只要開始一切都不會太遲，建

立一個健康、安全、舒適且能永續發展的樂活城市，必然是城市居民

嚮往的環境，綠建築已是今日不做，明天就會後悔的課題，而且要做

就做到最好，別人能，臺中市一定能，讓臺中市成為明日之星，成為

臺灣的驕傲，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 

 

貳、研究方法 

     以國內、外綠建築、生態規劃理論、地球環保與都市更新相關

之論文、學報、報告書、期刊、書報、網路資訊等資料之蒐集，以其

關聯之歸納、整理、分析、比較等工作，並進行臺中市都市區域周圍

環境現況調查，作為研究綠建築基礎理論之建構資料及地區更新發展

的基礎資料。 

 

參、研究內容 

1970年代兩次世界能源危機，喚起了全球建築節能設計新熱潮，

也產生各種綠建築思維，1972 年美國的「羅馬俱樂部」提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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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極限」報告書，指出如果世界的人口、工業化、污染及糧食生產的

成長趨勢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一成不變的發展下去，地球將在 100年

內出現極限，1981 年國際建築師協會會議以「建築、人口、環境」

為主題，提出經濟發展失衡、環境、自然資源、能源危機等問題，1993

年以「處於十字路口的建築—建設永續的未來」為主題，號召全世界

的工程師以環境的永續發展為職責，1996 年，聯合國在伊斯坦堡召

開的「人居環境會議」中，簽署了「人居環境議程」（Habital II 

Agenda），呼籲全世界針對當今的都市危機商討對策，使得綠建築政

策受到各國重視。 

第一節 相關文獻回顧  

近年來在臺灣國人對於「綠建築」觀念因地球生態環境逐漸

惡化，也開始有了環保及生態環境的重視與省思，除了公部門

外，民間社團更積極推動節能減碳，護生護地球、避免缺水危

機發起省水愛臺灣活動；依據國外各項文獻及本國公部門中主

要推動及執行「綠建築」之具代表的「行政院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及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為定義及敘述發展概況： 

★「綠建築」之相關定義 

項次 內          容 備註 

1 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宣言對「綠建築」的定義為：

「在經濟與環境二個問題中有效的利用傴有的資

源並提出解決的方法，進一步改善生活環境就是所

謂的建築。」 

（2000 

江哲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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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工業革命至今一百多年來，地球因人為的破壞，使

人類生存環境惡化，因此巴西里約召開了「地球高峰會」，邀請

各國政府代表，共同商討挽救地球危機的對策，並簽署「二十一

世紀議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里約宣言」。 

2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對於「綠建築」積極面的定義

為：「以人類的建康舒適為基礎，追求與地球環境

共生共榮及人類生活環境永續發展的建築設計」； 

實質面的定義為：「消耗最少地球資源，製造最少

廢棄物的建築」。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所 

3 綠建築（Green Building）為我國內政部之稱呼，

其他各國對於綠建築的稱呼繁多，在日本稱為「環

境共生建築」，歐美國家稱為「生態建築

（ecologicalbuilding）、永續建築（sustainable 

building）」。 

 

4 綠建築設計的原則 

（1） 減少資源浪費，包括能源、建築原物料、水

和土地。 

（2） 減少生態負擔，包括溫室氣體排放、破壞臭

氧層的物質、固體和氣體的廢物。 

（3） 改進室內環境品質，包括空氣、溫度、採光

及音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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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也成立了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由經建會將「綠建築」

納入「城鄉永續發展政策」之執行重點，84 年增（修）定「節

約能源」條款，並召開「全國能夠會議」，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訂定「綠建築與居住環境科技計畫」據以執行綠建築七大指標，

並製訂「綠建築標章」制度，88 年內政部函送「綠建築與評估

手冊」、「綠建築宣導手冊」、「綠建築標章申請作業手冊」供各級

政府參考；92 年內政部增列「生物多樣性指標」及「室內環境

指標」使綠建築的評估範疇更完備。 

★國外綠建築發展概況一覽表 

項次 名 稱 內 容 時 間 備註 

1 「蒙特婁公約」 主要限制氟氯碳化物對

大氣臭氧層之破壞 

1987年  

2 聯合國通過氣候變

化 綱 要 公 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里約召開的地球高峰會

議中由 155個國家簽署這

項公約，並於 1994 年 3

月 21 日生效，公約的目

標為「將大氣中溫室氣體

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

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

擾水準上」。 

1992年 

6月 

 

3 聯合國成立「永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展開全面性的地球環保

運動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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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UNCED） 

4 「 居 所 會 議 」

（ Habital II 

Agenda） 

在伊斯坦堡召開，針對當

今都市危機研商對策。 

1996年  

5 「京都議定書」 聯合國於京都召開氣候

變化公約第三次締約國

會議，正式要求英美日各

國承諾達到二氧化碳減

量。 

2000年  

6 聯合國千禧高峰會 在紐約召開，歷年來最多

的各國政府領袖參加，集

合超過 100個國家的非政

府組織一千多位代表，討

論聯合國在遭遇二十一

世紀人類所面對的全球

性大挑戰時所扮演的角

色，議題包括永續發展和

環境。 

2000年  

7 聯合國地球高峰會 約翰尼斯堡舉行，商討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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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巴西里約熱內盧

的議題，研議如何減抑肆

虐全球的饑荒與貧窮，如

何更有效的維護各項自

然資源，如何兼顧開發中

國家環境保護。 

8 世界永續發展高峰

會 

多位國家領袖參與，主要

議題為環境保護與消滅

貧窮，並依循聯合國所提

出的千禧宣言，希望能不

讓永久性的傷害加諸於

環境上，優先推動水源取

得及水質、能源、健康、

教育以及食品安全等領

域，永續發展已經太過於

強調環境面，忽略了社會

及經濟面的表現，希望能

在會議中得到修正。 

2008年  

9 聯合國氣候高峰會 探討避免全球暖化釀災

之道，在肯亞首都奈洛比

召開的高峰會，也將討論

針對溫室氣體簽訂的聯

合國京都議定書在 2012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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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限屆滿後將採取何

種措施，並詴圖說服未加

入條約的主要污染國採

取更多行動以阻止氣候

變遷。 

 

★ 國內綠建築發展概況一覽表 

項次 名 稱 內 容  時間 備註 

1 內政部召開「全國建

築會議」 

希望達成建立建築業永

續發展制度，提昇建築

環境品質水準。其中第

三中議題「落實建築公

共政策與安全維護」，決

議擴大建築物節能管理

制度及規範對象，依行

政院 84年 11月 21日台

84 經 4127 號函核定之

「砂石供應方案」執行

事項第 6 項砂石替代物

及其他砂石利用可行性

之研究，其中「廢棄建

材之回收可行性之研

究」及「減少建築物砂

1995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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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使用量之研究」由內

政部執行。 

2 行政院第十六次科

技顧問會議 

議題參「資源與環境」

結論，建議：加強室內

空氣品質對人體健康之

研究，加強資源節約、

生物保育、噪音管制及

減少室內空氣污染，有

害廢棄物認定技術應與

污染防治及資源回收之

創新工程技術同步發

展，以期廢棄物之有效

利用。 

1996年

3月 

 

3 第五次全國科學技

術會議 

第三議題：環境保護與

永續發展，優先辦理跨

部會研發計畫，其中「都

市發展與環境共生研發

重點 」由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主辦。 

1996年

9月 

 

4 經建會召開國家永

續發展論壇 

分為永續經濟、永續環

境、永續社會三議題，

其中「綠建築」議題由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主

1996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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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5 經濟部召開「全國能

源會議」 

議題四：能源效率提昇

與能源科技發展，其中

建築節約能源由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主辦。 

1998年

5月 

 

6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研擬「跨世紀國

家建設計畫」 

區域及都市永續發展的

目標在於滿足市民追求

優質的生活，使後代子

孫也能夠擁有高品質的

生活環境，「生態、生

活、生產」三生並重的

永續概念同時適用於都

市。 

1998年

12月 

 

7 高雄市政府推動「綠

建築推動方案」 

邀請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及國內綠建築、生態永

續建築等專家學者召開

座談會。 

2008年

1月 

 

8 內政部公佈都市更

新獎勵辦法 生態城

市、節能減碳都會獎

勵 

內政部修正發佈「都市

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

法」，擴大容積獎勵範

圍，納入節能減碳、綠

建築、智慧型建築、生

態城市等項目，本次修

2008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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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特別明定經採內政部

綠建築評估系統，取得

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

以上者得以獎勵，為加

強後續施工及管維護，

並明定實施者應於更新

後二年內取得綠建築標

章，否則保證金不予退

回。 

 

第二節 綠建築是優質城市的指標 

目前每個聞名大都市莫不是以輕重工業、商業、或一般傳

統產業起家，工業城市長期造成空氣汙染、水汙染、土質汙染；

商業大城人口綢密，汽、機車二氧化碳排放汙染空氣品質、家

庭廢水排放汙染河川，造成飲用水不足，並汙染土壤；傳統產

業為求大量增產，不惜過度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非但嚴重破

壞生態環境，更使人體受到無法彌補的傷害，林林總總讓我們

不得不深刻省思，尋找一種建康、省錢又環保的新生活方式，

綠建築不傴可以改善氣候、預防洪水、拯救地球面臨的環境危

機，還可以為我們帶來健康並節省資源，從建築物的結構、建

材的選擇到管道及室內設計、建築物的節能省電到水資源的利

用，綠建築都能提供簡單又實用的生活智慧，綠建築程度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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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表現出一個政府政 策的用心及執行決心，和市民的覺醒

與配合，德國有一無車的沃班社區可做為綠色環保的標竿，全

社區內無排碳汙染的汽、機車，居民上、下班，上、下課，都

必頇走到社區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小小社區舉世聞名，可見

優質城市並不一定在大，而在用心營造。 

 

第三節 地球環保 

生態環境理念在 1980 年以後更進一步擴大至地球環保的尺

度。當時全球一片環境危機之聲，酸雨、空氣汙染、農藥汙染、

地球沙漠化、森林枯竭、河川湖泊死亡消失、水災、火災、風

災異常瀕傳等，怵目驚心的環保新聞不絕於耳，建築界也隨著

國際社會動向掀起一陣環保熱潮，過去人們毫無節制的消耗能

源，使得地球二氧化碳年年劇增，近百年來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濃度由 290ppm 上升至 350ppm，地球帄均氣溫約 0.3－0.6℃，

海帄面約上升 20cm，海帄面若依此上升速度，未來百年許多城

市將面臨水災之苦，連水都威尼斯可能都將消失於海中，至於

異常的氣候及生態的破壞都將威脅到人類的生存，1992年 6月

於巴西里約召開的「地球高峰會議」聚集 170 個國家的政府代

表及 118 位國家元首，共同研究商討挽救地球環境危機的對

策，顯示地球環保的問題已超乎國境、政治的國際要務，不容

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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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都市生態與環保規劃 

生態環保規劃目前多應用於環境規劃中，並以土地利用的方

針與政策為主，提升生態系統的生產力，擴大資源開發的可能

性。都市生態系統即自然生態系統、經濟生態系統及社會生態

系統，生態規劃目標： 

一、自然生態系統 

（一）建立清楚的邊緣邊界線－以天然界線做邊緣邊界線或

以主要道路界線做邊緣邊界線。 

（二）整合地區生態系統－地區性綠網系統整合、地區性公

共設施系統整合。 

（三）符合地方生態系統需求，做適宜的土地分析與分派－

以土地規模需求、以生態環境做土地適宜性分析。 

（四）保育及充分利用生態資源－可再生性能源使用程度，

不可再生性能源使用與保護程度，替代性能源使用程

度。 

（五）提供多樣化的土地利用型式－街廓單元內土地混合使

用程度、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比例。 

（六）高效益性的土地使用，避免土地閒置或低度利用－地

區土地開發完成度，單位面積土地效益。 

（七）創造良好地區景觀特色－老樹保存狀況、特殊建築、

景觀資源保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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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生態手法設計道路，強化區塊間的連接程度－以車行

為主、以人行為主、以生物為主的廊道生態綠化程度。 

（九）減低事業生產過程所產生的廢棄物，並將廢棄物於當

地做適當的再利用。 

       二、經濟生態系統 

         （一）建立地區發展區位與方向，均衡整體經濟生態的發展

－地區就業人口、產業類別及分布區位。 

         （二）設定地區發展容許上限，並做有效管理－設定地區規

模與範圍。 

        （三）適當分配土地與利用公共設施－公共設施負荷程度、

設置區位與服務半徑。 

        （四）建立低耗能、低排碳量運輸系統，提高運輸效率－大

眾運輸系統載運量，私人運輸工具擁有率。 

        （五）促進地區產業升級，提高總體產值－評估產業帄均產

質、就業人口比率與教育程序。 

      三、社會生態系統 

        （一）強化社會生態結構，促進地區意識建構－鄰里交誼性

空間的設置、交誼活動舉辦成效。 

        （二）整合與利用地方社團組織－宗教信仰團體、社會公益

團體、社區營造團體組織之社區效應。 

        （三）敏感性與特殊性公共設施的設置與規劃－敏感性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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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性公共設施之必要與比率。 

        （四）保存地區歷史文化與空間記憶－傳統文化與歷史性建

築之保存成效。 

       （五）適宜管控地區人口，強化人口結構－地區歷年來人口

成長狀況，人口年齡結構組成。 

 

肆、都市更新新方向 

第一節 都市發展必經途徑 

都市更新議題緣起於 1940 年代的北美及西歐地區，為針

對高失業率及環境品質惡化之市中心地區所進行之都市事

業，1949年美國住宅法即規定：政府應針對環境窳劣、髒亂

的 住 宅 及 貧 民 窟 進 行 「 都 市 再 開 發 」（ Urban 

Redevelopment），且併同二次大戰後住宅大規模重建及貧民

窟的清除工作，此時都市更新著重於「重建」的觀念，至 1945

年「都市再開發」議題將「整建」及「維護」觀念融入，並

改為「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一詞，將更新地區由住

宅區推展到都心（inner city）的辦公及商業區，期能復甦

都市機能。 

第二節 臺灣都市更新歷程 

臺灣第一個都市更新計畫於 1905 年日據時期的「臺北市

區改正」（張森.1993），1884 年完成的臺北城，該市區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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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理念 源自於英國的「公共衛生法」，並以下水道建設

為主要工程，此時期的更新計畫是以改善公共衛生為主，至

1949年臺灣光復前，臺灣地區都市更新計畫仍以日據時期的

市區（改正）計畫為依據，直至 1973年大幅修正都市計畫法，

增定「舊市區之更新」專章後，辦理都市更新之相關事宜有

依循之規範。1994年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推動「社區

整體營造」在各鄉鎮社區的行動，已產生都市型社區市民自

覺，引導出由下而上的都市更新觀念，921 大地震更加速了

都市更新條例的頒行，使我國都市更新體系趨於完備。 

 

★我國歷年都市更新相關法令 

 1940年以前 1  1941~1980年 1981~1990年 1991~2009年 

我

國

都

市

更

新

相

關

法

令 

․ 市 區 改 正

（日據） 

․都計法 

․建物法 

․都計法（修

訂） 

․國宅條例 

․都計法台北

市施行細則 

․帄均地權條

例 

․臺北市都市

更新實施辦

法 

․臺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

制規則 

․都計法（修

訂） 

․都計法臺北

市施行細則

․臺北市獎勵

民間興辦都

市更新頇知 

․臺北市都市

更新實施辦

法（修訂） 

․臺北市都市

更新地區獎

勵歷史性建

築物維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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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助及認定要

點 

․都計法臺北

市實施細則

（修訂） 

․都市更新條

例 

․都市更新條

例施行細則 

․921 震災重

建暫行條例 

․都市計畫容

積移轉實施

辦法 

 

                                     資料來源：臺北科技大學 

 

第三節 生態與都市更新 

依據經建會估計，臺灣到民國 127 年以後人口將達 2568

萬人，都市人口以總人口 80%計算，現今都市發展的可容納人

口數已是民國 127 年時的 1.17 倍，臺灣地區的都市土地面積

已可滿足未來人口永續發展的需求，無頇再擴大都市土地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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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相反的應藉由都市更新的手段，將開發過剩的土地還諸給

自然，增加生態系統的自癒能力，減少都市發展產生的環境衝

擊。 

從經濟生態的觀點角度，舊市區因成本高於效益、房價下

跌、交通擁擠、交通系統受阻、公共設施維護高於稅收、潛在

的公共設施危險造成市民與市府的損失、就業機會減少造成市

民失業與政府的補貼，長期而言造成社會整體的損失，為減少

不必要的資源流失，造成生態系統的負擔，都市更新應以永續

發展為原則。 

從社會生態觀點，都市空間發展演進過程，人口與產業大

量集中化（centralization）造成都會區，1980 年以後，西

方部分都市空間開始產生仕紳化（gentrification）現象，使

該地區居民有結構上的改變，對地區環境品質提升有相當助

益，雖然臺灣地區社會結構與歐美各國不同，但在全球都市發

展的共同趨勢及地區更新發展意願提升的狀況前提下，未來都

市更應注重社區人文、傳統文化及歷史建築之保存。 

一、國內綠建築案例 

           （一）高雄市政府大樓、南投役政署辦公室為例 

      我國自 2002 年起正式為「綠色廳社改善計畫」編列

預算，針對舊的中央政府廳舍，進行綠色環境改造工作。

高雄市政府於 2003 年編列預算，進行高雄市府大樓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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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改善工程，包括「外遮陽節能改善」、「雨水回收系統」、

「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等。「外遮陽節能改善」以美麗

輕巧的水帄百葉金屬遮陽與穿孔垂直金屬羽板設計，可擋

掉大部分的直達日照，減少耗電；「雨水回收系統」在東

西兩側各設一座雨樸滿，用來承接兩側玄關屋頂雨水，在

東南兩側庭園下方設置一座 200噸地下雨水回收槽，承接

屋頂部分雨水，雨水經過簡單過濾後用來庭園澆灌，夏日

噴灑中庭採光罩，降低中庭溫度；「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

是將 6.75千瓦的光電板設置於 10樓水帄遮陽板上，同時

設置 6 盞 55 瓦的太陽能路燈於兩側庭園中，全年總發電

約為 12,140度，每年約省 4萬元。 

       南投役政署辦公室的綠建築改善，是「綠色廳舍改善

計畫」一成功的典範，將原本廢棄的廣播電台，以隔間改

造、外遮陽、屋頂花架隔熱設計、以最新 VRV節能空調系

統手法改造成合乎健康、舒適、節能的現代化辦公室，將

原本泥濘不堪的裸露地，鋪上營建廢棄碎石、廢輪胎、並

將原有大面瀝青以植草磚進行綠化、透水化，改善生態氣

候環境，將周邊貧瘠、單調的外來樹種改造成多層次混種

原生植物的綠地，以節能玻璃通風天窗設計，改造原來塑

膠板天窗，以屋頂花架設計，改善隔熱不良頂層，以集雨

水槽收集屋頂雨水做為園藝之用，增設太陽能路燈與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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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器，節約用電。 

  （二）民間團體慈濟基金會醫院、園區、援建學校為例 

慈濟的園區、援建學校的建築均以「建築與環境的

關係」和「建築與人的關係」，它的色調素淨、它的造型

樸實，慈濟的建築與環境保持「相親相愛」的關係，舉凡

地形、土壤、水文、溫度、濕度、風向、植被、物種等資

料之勘察，以保持和環境最和諧的關係；在建材方面，使

用天然石子、木頭，不添加人工色彩；在採光通風方面，

以多開門窗，引進自然的陽光和涼風，節約電燈耗能，減

少或不用冷氣，節省大量能源；雨水回收，用來澆灌花木、

沖洗廁所，節省水電資源；慈濟的建築庭園不用水泥，而

用透氣的連鎖磚，讓土地透氣，並種植大量的本土原生物

植物，保持和環境最自然與和諧。 

例如：臺北慈濟新店醫院，院區景觀採「多層次立體綠

化」，儘量保持土壤面積、廣植喬木等，讓雨水自然滲

透集水井設計，使雨水在匯集過程中再滲透，建築頂樓

設置空中花園，增加綠化面積，增加更多氧氣，並減少

噪音，增進土壤生態調節。臺中慈濟醫院除了擁有慈濟

建築節能減碳等環保概念外，擁有全台灣最大的太陽能

發電系統，六片大型太陽能集熱板設計，預計每天能收

集轉換的總發電量將近 100千瓦，一般人認為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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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設費貴、發電成本高，不敷使用，其實，台灣有 98%

的自然能源來自進口，每年進口能源所費不貲，從環保

角度來看，傳統發電使用的煤、石油或是火力發電，產

生二氧化碳造成地球暖化、威脅人類生存空間及健康，

這些代價無法用金錢衡量，以臺中日照時數一天 4小時

計算，整套系統每一天約生產 384 度電，一年將近 14

萬多度電，可省下 34 萬元的電費，減少 8 萬公斤以上

的二氧化碳。太陽光電好處多，只是一般民眾不了解，

發展國內太陽光電能帶動產業，在油價、電價日益高漲

的年代，以長期效益來看，不傴可以減少電費、維護居

住環境，更大大改善夏日限電的危機。 

二、國外綠建築 

 （一）德國綠建築 

       歐美各國綠建築的建設以德國最為積極，德國的建築

法規規定建築物都必頇符合綠建築的指標，才可以取得建

築執照。德國建築界引領「生態建築」、「永續建築」風潮，

走在最前端，吸引全世界專業界前仆後繼前往觀摩，位處

溫帶氣候的德國，建築物所消耗的能源高達 50%，30 年來

德國政府帶頭以公共建築做示範，致力發展低耗能的永續

建築，像位於德國首府柏林國會大廈，玻璃穹頂上掛有一

個三角椎掛，可以將空氣中的熱能回收再利用，另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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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廈還運用熱能儲存技術，把夏天的熱浪當作冬天的暖

氣，把冬天的冷風轉變為夏天的冷氣；柏林的中央車站，

是一棟可以展現德國建築技術的地標，這棟全透明的站體

建築造型摩登，視覺上形成高穿透性，玻璃頂棚讓光線可

以從 40公尺直射到地下月台，大大節省照明所需的電能，

車站屋頂也擁有全柏林最大面積的太陽能發電裝置，每年

可生產 16萬度電。 

      漢諾威市的「柯貝生態城」是歐洲最大生態示範城區，

柯貝城區裡所有建築都是低耗能建築，儘可能使用隔熱建

材、及氣密式門窗，來阻絕熱量的散失，柯貝城另一特色，

就是節水設計，整座城幾乎是一個大型雨水收集站，雨水

被收集、儲存，甚至再利用為社區景觀用水，從規劃到施

工，柯貝城始終將「生態化」視為最重要任務。 

 德國鄉間也朝向生態發展，位於德國北萊茵西伐利亞

邦的歐豪村，是一個人口只有 578人的小村落，30年前歐

豪村為了現代化，將馬路拓寬，庭院鋪設水泥成停車場，

連串建設完成後，村民發現綠樹不見了、青蛙、蝙蝠不見

了，村子還常常淹水，這一切負面改變，村民開始思考，

進行大規模的社區改造，努力改造後的歐豪村被票選為德

國最生態化的金牌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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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本關西綠建築 

       京都議定書簽定地日本關西，不論人工島上的國際展

場、千年古都裡的現代化建築、或是都市更新的高樓，都

以「環境共生」的面貌出現在城市中，亞太貿易中心（ATC），

大片落地省能玻璃，阻擋熾熱陽光；廣場上的路燈，上方

轉不停的輪軸，搭著陽光下發光的晶片板，所以路燈是零

耗能，全靠白天風力發電及太陽能板。關西巧妙的結合出

一股人與環境共生的風潮。 

三、都市更新案例 

（一）臺北市都市更新案例 

           都市更新處理方式有三種： 

1.重建：為全區之徵收，拆除舊有建築、重新建築、

住宅安置，並得變更其使用性質及使用密

度。 

2.整建：強制建築物為改建、修建、維護或設備之充

實，必要時對部分指定之土地及都市幹道網

基本類型建築物實施徵收，拆除及重建，改

進區內公共設施。 

3.維護：加上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物管理，改善區內

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 

臺北市都市更新如：忠誠路集合住宅都市更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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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儒公園集合住宅都市更新案、林口街集合住宅都市更

新案、松仁路集合住宅都市更新案、彩虹橋集合住宅都

市更新案、忠誠路集合住宅都市更新案、內湖文德段集

合住宅都市更新案、內湖西湖段集合住宅都市更新案，

是全省都市更新最多、最快的城市，其基地面積均超過

1000坪以上，但都為集合住宅 10 層以上之大樓重建案，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似乎以經濟利益為主，忽略了生態

規劃的綠建築，亦值得往後其他城市更新的警惕與省思。 

（二）日本都市更新案例 

        日本都市再開發法自西元 1969 年訂頒至西元 2002

年共計經過 11 次的修正，日本都市再開發法中將權益變

換計畫及更新會設立運作等相關事宜均納入法中詳細規

定，以較高法律位階規範之；西元 2001 年開始日本戮力

都市再生政策，期望重建泡沫經濟崩潰後低迷不振的不動

產市場，帶動經濟復甦契機，在東京等大都市，希望藉由

民間資金、技術及機制的建立，增進都市魅力，強化國際

競爭力；東京率先推動新宿副都心更新計畫，該計畫面績

達 96 公頃、11 個超大街廓，此超大規模再開發事業，替

東京都心地區的更新走出亮麗的一棒，也帶動都心地區大

型更新計畫蓬勃發展， 其超高建築群更創造了東京都心

的地標，舉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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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綠化的六本木之丘：六本木六丁目地區位於東

京都港灣區，是日本民間最大規模的都市更新計畫，六本

木之丘都市更新計畫的完成，成功的將地區塑造成兼具國

際觀光與文藝機能的「文化都心」，此計畫堅持「垂直化」

與「多元化」的理想，是引領六本木六丁目都市更新案成

功的精神，在公共設施方面，除了促成環狀 3號線快速道

路與六本木大街的連接，透過東西向地區道路的開闢，強

化交通網路的功能，不但維持舊毛利豪宅遺跡的水池綠

地，還考慮到開放空間、屋頂綠化及南北、東西向的步行

道、環狀 3號線人工地盤綠地等綠化公共環境，六本木之

丘的綠化總面積約 19,000 帄方公尺，樹木約有 68,000

棵，為了順應高低差異大的丘陵地地形，大部分綠化空間

都是建立在人工地盤上，人工地盤規劃出「空中花園」，

利用植栽、土壤的重量提高建築物的防震性，在地震時，

人工地盤上的植栽會因產生重量擺動與地震形成震動力

相互抵消的效應，有效減少建築物的搖擺程度，屋頂花園

及水池的總重量約有 3,650噸，（為建築物總重量的 8%），

安裝制動閥後，能減少 20%地震產生的橫向力，降低每樓

層 40%的變形角度，「屋頂花園」（面績約 1,300帄方公尺）

設計採用「農村風景」為營造主題，植栽能表現四季的樹

木、水塘及花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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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社區組織為都市更新的代官山：代官山都市更

新對台灣都市更新是相當值得借鏡與學習的範例，在這個

案例中，看到不動產開發可以和社區總體營造完美結合，

開發商與社區可以攜手合作，不必然處於對立的關係，代

官山的都市更新透過社區組織做為核心的「組合」取代台

灣所謂「中人」的角色，「組合」的領導人必頇透過選舉

程序產生出來，對於社區中少數不合理的反對，可在「組

合員大會」中以多數決方式予以否決，透過「組合」投資

者不頇支付「中人」傭金，「組合」的成員都是社區的一

份子，不同於外來的「中人」，「組合」必頇永遠面對周遭

鄰居，對社區有一定的使命與承擔，台灣的都市更新會應

該可以學習代官山「組合」的運作模式，為臺灣社區都市

更新找另一條可行之路。 

四、臺中市中區都市更新之展望 

           今天的臺中市是以清代之臺灣府城和東大墩街為基

盤，經日治時代建置而發展出來的城市，東大墩（即現今

臺中市中區）位於綠川、柳川之間，1908 年 10 月台灣縱

貫鐵路全線通車，臺中市大墩區舊都心臨近縱貫鐵路臺中

站，因佔南北交通地利之便，從日據時期人口聚集形成都

會型城市，在日治時代逐漸成為中部金融中心，至 1980

年代達到繁榮的巔峰時期，巔峰時期臺中市幾乎所有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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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部集中於中區，自由路上有財神百貨公司、永琦百

貨公司、遠東百貨公司，中正路上有龍心百貨公司（前身

為台中戲院）、綠川東街上有大大百貨公司；自由路、中正

路口已歇業的遠東百貨公司，更是臺中第一棟鋼骨結構的

綜合大樓，由於商業核心區由三民路到建國路一帶，以中

正路、自由路為軸，沿雙軸分佈商行為交易中心；當時較

高樓層建築集中在自由路與火車站之間，然而和舊有小規

模餐飲、旅社，零售業等舊建築參差不齊，市容高低不等

不美觀，雖經民國 70年都市計畫變更檢討中公告提出「綜

合環境」之說，即為避免導致環境凌亂而不輕言全面開發，

民國 75年對土地使用再度調整，期徹底改善社區建築凌亂

現象，但由於此區集結各行各業，道路狹小、車多致違規

停車情況嚴重，更加使市容突顯凌亂不堪，因此商業區的

商業機能隨著各重劃區開發發展逐漸衰退當中，為使中

正、民權、三民路交易改善，雖市府民國 76年起規劃市中

心全面單行道行車管制，仍無法克服此核心商業區的老化

現象，商機幾乎全失，百貨公司一家家關門、大飯店、高

級住宅區移往各重劃區，至民國 80年間終至一蹶不振，連

小商家都紛紛關門，人口嚴重外流，地價下跌，中區土地、

建物買賣成交量非常少，臺中市政府與中區各里里長，亦

想盡各種振興方案，包括：民國 92年恢復中正路、民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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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通車、繼光街規劃為行人徒步區，及繼光街年貨大街、

綠、柳川美化工程等，似無具體成效。 

臺中市中區正面臨存在、沒落或更新再生的轉捩點，

當我們翻閱世界各城市的成長軌跡，檢視其發展概況時，

不難發現各城市縱然地理位置、自然環境、文化背景、生

活習俗、行政體制、經濟產業條件等互差異，但千百年或

數十年的發展過程，均是持續不斷的在重複著「破壞」與

「建設」 的工作；中區在歷經各種方案均不見成效下「都

市更新（Urban Renewal）」是中區復甦的不二法門，實施

拆除區內參差不齊的老舊建築重建、重新建築、住戶安置，

改善區內公共設施，並得變更使用性質及使用密度；改建、

修建區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善公共設施；維護區

內古蹟建築、保持其良好狀況。非常的建設必頇要有非常

的破壞；開創一個綠色、健康、永續的建築環境與生活，

是臺中市中區的活路，依據我國的生態（Ecology）、節能

（Energy Saving）、減廢（Waste Redution）、健康（Health）

即 EEWH評估系統，做為實施綠建築的方向，可分為九大指

標來評估： 

（一）生物多樣性指標：生物系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基

因多樣性，包括社區綠網系統、表土保存技術、生

態水池、生態水域、生態邊坡、生態圍籬設計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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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環境。 

（二）綠化指標：綠化建築物空地、屋頂、陽台及建築立

面，包括生態綠化、牆面綠化、牆面綠化澆灌、人

工地盤綠化技術、綠化防排水技術、綠化防風技術。 

（三）基地保水指標：利用土地涵養水分，生態水循環，

包括透水鋪面、景觀貯留滲透水池、滲透井與滲透

管、人工地盤貯留。 

（四）日常節能指標：包括公共用水、民間用水、公共用

電、民間用電的節能裝置與倡導。 

（五）二氧化碳減量指標：減少二氧化碳產業之二氧化碳

排放量，包括簡樸的建築造型與室內裝修、合理的

結構系統、結構輕量化與木構造。 

（六）廢棄物減量指標：減少建築產業產生之廢棄物，再

生建材利用、土方帄衡、營建自動化、乾式隔間、

整體衛浴、營建空氣污染防治。 

（七）水資源指標：減少及回收建築用水，包括省水器材、

水利用計畫、雨水再利用及植栽澆灌節水。 

（八）污水垃圾改善指標：管制建築污水垃圾量，包括雨

污水分流、垃圾分類、垃圾集中場改善、生態溼地

污水處理與廚餘堆肥。 

（九）室內環境指標：室內通風、換氣、隔音、採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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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裝修、室內空氣品質，室內汙染控制、室內空氣淨化

設施、生態塗料與接著劑、生態建材、預防壁體結露、

地面與地下室防潮、調濕材料、噪音防治與震動音防治。  

    中區在臺中市算是面積最小、人口最少、最老舊的市區，

區內街道狹窄、建築物密集，導致陰暗、潮濕、通風不良，現

住居民無力改建、外來居民不願入住，曾經繁華落盡，讓人不

勝噓唏；其實地理條件不錯，外來訪客下火車站必經之地，又

有特色人文：例如成功路的青草店、自由路的臺中市名產太陽

餅老店、臺中火車站及自由路彰化銀行總行的古蹟建築、又緊

鄰臺中市地標中山公園，都是值得讚嘆與保留文化遺產，如能

有規劃把中區以都市更新的方案，建造成臺灣乃至世界都看得

到的綠色奇蹟，更做為優質新都行銷臺中的踏板。 

 

伍、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臺中市什麼都有、什麼都好，但是拿什麼來行銷？拿什麼

讓世界看得到？臺灣不大，臺中很小，臺中中區更小；但一個

人口只有 578 人位於德國北萊茵西伐利亞邦的歐豪村，社區改

造成為世人生態農村的典範；沃班社區無碳無車清淨社區；歐

豪村能、沃班社區能，臺中必定也能，樂活臺中，不應只是口

號，開創綠色、健康、永續的生態建築環境，從中區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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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起點，讓綠川、柳川的水流澄清，頄兒、青蛙、蟲鳴項叫回

來、讓街道旁綠樹成蔭、讓花香撲鼻、讓噪音 out、空氣污染

out、讓童稚的嘻笑聲回來、讓人人能赤腳親近大地、雙手能流

汗躬耕、讓想來快樂城市的人們要排隊等候，從中區開始擴及

全臺中，讓臺中以綠建築躍居國際舞台。 

  

第二節 建議 

       以行政院頒布的「綠建築推動方案」參酌訂定綠化指標： 

        一、社區、公園、新建工程的綠化比率指標。 

        二、基地保水、水土保持指標。 

        三、從機關、學校、家庭推廣惜水、珍惜水資源指標。 

        四、提倡市民日常生活節能省電方法指標。 

        五、二氧化碳減量，勸導市民汽、機車待機 3 分鐘熄火、

鼓勵汽車共乘、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提倡騎自行車運

動。 

        六、改善市區下水道工程、改善汙水排放收集與汙水處理

廠設施。 

        七、室內環境美化、綠化、空氣通風流暢，不開或少開空

調。 

        八、不用農藥、不傷身體健康並與多樣生物及地球共生存。 

        九、珍惜物命、惜福愛物、廢棄物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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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更新改建、重建或新建規定，必頇通過綠化指標取得

環保標誌才能核發建築使用執照。舊市區更新，借鏡日本代官

山以社區居民組織的「組合」方式，「組合」能整合各種不同

意見，對於少數不合理的聲音及阻礙也以公眾利益為前提下消

除，讓舊市區更新能有效率並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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