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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學習：  

新加坡的花園城市如何在臺中市建立 

摘要 

    新加坡獲得世界宜居城市排名第一之殊榮，其相關作為皆以

人為本，雖然土地不廣，水資源極度匱乏，然而新加坡政府皆積

極作為，推廣綠化，並拓展水源，其精神值得我們學習仿效。 

    再者，新加坡政府所推展之花園城市，其理念與當今環境永

續發展之潮流不謀而合，該政府不因環境因素而自我限制其國家

發展，反而積極使資源利用達到最大效果，如以綠化政策，節能

減碳，共創人類與自然共存共榮之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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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 研究緣起 

    1980 年代開始，世界各國進行政府再造，積極採

用標竿學習萃取他國政府經驗。 近年氣候劇變的問

題，儼然促使政府須有所改變，溫室效應造成降雨不

均日益嚴重，雖年降雨量豐沛，仍有蓄水量不足之問

題，常常引起國人憂心，倘進一步實施限水政策，對

國家之經濟發展實有重大影響。 

    本市地理位於臺灣中部，農業及工業均發達，若

迫於水源不足而須實施限水政策，對本市經濟發展及

民生問題皆有重大影響，因此除消極宣導節流外，亦

須注重積極開源，值得吾人省思；反觀，新加坡土地

面積雖小，水資源之供給常常依賴馬來西亞，卻能全

盤計畫妥善使用，商業蓬勃發展之餘，亦積極保有綠

地；雖水源不足，卻能有效利用水資源並積極再生，

吾人以為新加坡之相關作為值得探討並學習，俾提供

大臺中之市政建設發展與規劃之參考。 

二、 研究目的 

    為使臺中市能邁向國際城市追求目標，強化基礎

公共建設、協助產業升級發展及推展便民服務等，以

國際宜居城市－新加坡為標竿，探討蕞爾小國新加坡

在有限資源下，善用土地及水資源，進行「綠色和藍

色規劃」，讓身在城市每一角落的人，皆彷彿置身花

園中，沐浴在一片綠意盎然生態園，與自然環境之間

形成一片和諧，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此即「花園城

市」之理念，藉以形塑藝文、低碳、智慧城。 

貳、 研究方法與內容架構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報告採用文獻分析法蒐集資料，所謂文獻

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document Analysis）

又稱為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或資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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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informational analysis），，係從政府文獻或

以前的調查中蒐集現成的資訊進行分析。文獻資料具

多元來源，如：「政府部門的報告」、「工商業界的研

究」、「文件記錄資料庫」、「企業組織資料」、「圖書館

中的書籍」、「論文與期刊」、「報章新聞」等等。其分

析步驟為「閱覽與整理」（Reading and Organizing）、

「描述」（Description）、「分類」（Classfying）及

「詮釋」（Interpretation）。 

二、 研究內容架構 

    本研究內容架構先針對新加坡為研究對象，蒐集

其花園城市之作為並予以分析。本次研究範圍為及綠

色規劃及藍色規劃，藉以瞭解其如何達到節能減碳，

有效利用資源，再以其相關作為，分析本市仿效學習

之參考依據。 

參、 新加坡花園城市之作為與分析 

一、 新加坡花園城市規劃之作為 

(一) 綠色規劃－建立藝術‧低碳‧城市 

科技的發展，除提升生活水準外，更產生二氧

化碳，造成全球氣溫顯著升高，面臨全球暖化

之威脅，為減緩因暖化產生之多樣問題，新加

坡除進行城市總體規劃，另採行綠色和藍色規

劃，以建設花園城市之理念，發展城市綠化建

設，形成城市綠化帶網絡，其推展之有效作為

分析如下： 

1. 交通面－推廣使用環保車與共用汽車計畫： 

(1) 環保車包含電動與汽油兩用的混合動

力汽車、壓縮天然氣汽車和電動車。新

加坡政府推出環保車稅收優惠計畫，並

鼓勵租車公司採用壓縮天然氣汽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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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由於個人買車成本過高，「共用汽車」

計畫因應而生，以共乘方式，減少用路

車輛，進而達到減碳效果。 

2. 建築面－綠建築，節能減碳 

(1) 綠色建築或綠建築(Green Building)，

係地球資源永續政策發展的一環，其意

義在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共存，透過提

高建築物所使用資源之效率，同時減低

建築對人體健康與環境的影響，以花費

最少的資源建材，產生最少的廢棄物。 

(2) 新加坡著名綠建築為南洋理工大學之

藝術、設計和媒體學院，以有機曲線的

形式為設計主軸，將自然景觀、結構與

科技融合一體。建築物建材採用玻璃帷

幕，以減少太陽照射和太陽能熱負荷，

透過玻璃惟幕，可使自然光線照映整個

建築空間，不僅可節約能源，亦提供視

覺之享受。 

(3) 此外，南洋理工大學之藝術、設計和媒

體學院亦設計綠屋頂，其主要功能為減

緩日射之高溫，降低室內溫度之效能，

同時其附加價值在於形塑一個與環境 

     連結之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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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藍色規劃－水資源再造 

近來，面對地球暖化，水資源分配不均，諸多

國家皆面臨嚴重缺水危機。鑒於水資源之供給

攸關一國商業發展、重要施政建設等，長期仰

賴水資源進口的新加坡，積極透過大型蓄水計

畫，利用海水淡化及循環再利用等技術，冀期

於 2061 年與馬來西亞供水合約到期之前，能達

自給自足，降低對外來水源的依賴，茲就新加

坡新生水(NEWater)及採用水能薄膜技術進行

海水淡化，以達水循環再利用之技術分析說明

如下： 

1. 新生水(NEWater)： 

(1) 產出： 

根據新生水研究小組指出，新生水的概

念暨處理方式皆源自大自然的啟發，將

使用過的水排放到河流或水溝，水中的

污染成分在大自然中化解掉。申言之，

新生水的技術係仿效大自然淨水，運用

人為技術還原淨水，加強處理效率，可

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和紓解生態的壓力，

並達循環使用效益。 

(2) 效果： 

經過嚴格淨化和處理的回收水，應用新

興技術使新生水混合蓄水池的淡水，經

過傳統的處理過程，提煉成飲用水。 

(3) 生產步驟： 

新生水是經過三個嚴格步驟產生的高

品質水，包括利用先進薄膜技術，經過

微滲透、逆滲透以及利用紫外線進行最

圖一：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藝術、設計和媒體設計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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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消毒。新生水經過多重關卡，堪稱嚴

格的再循環程序。 

首先，和一般傳統廢水處理過程相同，

污(廢)水在回收處理廠內處理。再者，

進入製造新生水的高科技程序，將回收

水中所含有固體、微小分子、雜質、細

菌等完全濾淨，剩下鹽分和有機分子，

逆滲透程序再進一步將回收水淨化至

僅剩餘非常低的鹽分和有機微分子。最

後，利用紫外線消毒，再加入一些鹼性

化學物平衡水中的酸鹼性，即可成為可

供飲用的新生水，這也就是所謂的間接

飲用水計畫。 

(4) 其實，對大多數的新加坡人民而言，新

生水可能仍然是很陌生。不過，若是談

論起間接飲用水計畫則非新鮮的事。因

為美國多個地區已經採用這項計畫超

過二十年。南加州自 1976 年起，將回

收水製成高品質水，注入地下水中循環

使用，北維吉尼亞州也自 1978 年，將

這類高品質回收水注入蓄水池，成為華

盛頓鄰近地區超過一百萬人口的飲用

水來源。 

(5) 另外，世界上許多主要河流流經的城市，

如萊茵河、密西西比河、長江和湄公河

邊上的城市，都實行回收水間接飲用計

畫，即上游用戶把處理過的水放入水源

區，再供應給下游居民使用。新生水可

說是使用最高級的再循環方法，從非飲

用的工業用途到可飲用的新生水，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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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新生水使用範圍的廣泛，並不侷限於

工業用水。 

2. 濱海蓄水池 

(1) 為了使水資源能自給自足，不同於一般

建於河川上游之水庫，新加坡建造了濱

海蓄水池，其內容之水質含高度鹽分，

惟該國採用雨水稀釋，當大雨來時即打

開水閘門，釋出蓄水池之部分水量，使

蓄水池可容納雨水，藉以稀釋水中鹽分，

經兩年之淡化過程，現今已形成一淡水

蓄水池。 

(2) 此外，維護水質清潔部分亦不遺餘力進

行，在這個新加坡飲用水的蓄水池裡，

每天可清運十萬噸垃圾量，該水池環境

之維護係由政府與民間環保團體共同

努力，維護飲用水源。 

 

 

 

 

 

 

 

 

 

 

二、 花園城市成功要素分析 

(一) 深植綠化理念： 

新加坡政府將綠化政策視為城市建設暨發展之

根源，企圖建立使居民除在學校、家庭外，走

出戶外亦能感受自己身處於花園中。 

圖二：濱海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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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富創意藝術並與自然達成和諧： 

新加坡之綠化政策並非一味強調人為，而是透

過自然生態之平衡，輔以藝術之綠化效果，符

合自然、舒適之宗旨。 

(三) 嚴格法令限制： 

新加坡之綠化成功在於其製訂了完善的法律規

章，舉凡任一政府部門皆富有綠化之責任，建

築、商業開發等皆須符合綠化指標，方得以進

行施工。 

肆、 本市建構花園城市之作為 

一、 臺中市之地理環境分析 

臺中地區居臺灣本島西半部平原富庶區之內，人口密

集度僅次於臺北、高雄兩地。台中市土地面積為

163.4256 平方公里，東西長 14.2 公里，南北寬 11.3

公里。夏季屬高溫潮濕偏南氣流，冬季則為乾冷之偏

北氣流；故每年雨季約在二、三月至八、九月間；四

月至十一月亦屬溫暖之氣候型態。 

二、 臺中市花園城市建構計畫－都會綠帶再生 

(一) 環繞臺中市區22條綠園道系統形成美麗的都會

綠帶空間，其網路化之綠帶串連起沿線之觀光

據點、藝文活動等，因而有「翡翠項鍊」之稱。

「草悟道」串連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及國立美

術館，將科學與動植物生態融入市民生活，在

都市內打造低碳環境，形成優質觀光文化綠帶，

以創造悠閒舒適文化綠帶空間 

(二) 草悟道之工程特色採用： 

1. 植栽綠化： 

以達 32640 平方公尺之綠覆面積綠化園道，

並增加透水鋪面及改善草皮，以減少雨水逕

流。 

2. 水循環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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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闢滯洪池及蓄水池，以水資源循環再利用

之概念，營造水景生態景觀環境，並同時具

有都市降溫之效。 

(三) 彰顯之效益： 

1. 揉合科學與藝術： 

草悟道串連了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及國立美

術館之特質，塑造具科學與動植物生態及美

學之觀光網路。 

2. 綠化配置： 

以多層次、多色彩的綠化配置，營造環境生

態，以及四季分明之感覺，並利用綠色能源、

夜間照明等技術，形塑自然與科技人文和諧

之景。 

3. 提升生活品質： 

透過廣植綠色植栽，打造城市綠地網路帶，

將都市綠地不可求，變成市民理想休憩環境

與活動空間，提升都會生活品質。 

伍、 結論與建議 

一、 結論 

環境的永續發展日益重要，係屬當前各國刻不容緩之

責，形塑一個宜居城市的前提即在於政府應能具備前

瞻的遠見，透過標竿學習，參考楷模範例制訂適宜自

己的制度發展；新加坡以綠化的概念將城市打造儼然

如一座城市花園，使居民能生活在一片綠地花園中，

除使空氣清新外，亦能降低噪音、營造令人心曠神怡

的環境，並善用建材等資源，節約能源，使市民能保

持身心舒暢，值得效法，而現今臺中市草悟道之規劃

應可認為係打造花園城市之適用。 

二、 建議 

(一) 工業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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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效新加坡規劃裕廊工業區，依據自然、人文

環境的不同，將靠近市中心之各區劃為發展一

般商業及都會住宅區；濱海之行政區域可規劃

為港口和重工業區，或設立自由貿易區。 

(二) 住宅區開發設計與管理： 

1. 針對歷年住宅建設的數量和銷售情況、申請

購買家庭的數量及其對住宅之需求、地點分

析，以不同規模的居住區須配套建設不同規

模之商業、文化、衛生、社會福利等設施，

此外，請建商除重視住宅之美化外，應注意

街景與住宅設計之和諧。 

2. 另外，政府應推行綠建築之建材，可先於部

分區域試行，如以玻璃惟幕設計，使自然光

能透入大樓空間，以減少能源消耗；另外，

採用綠化屋頂，以減少陽光之灼熱感，降低

室內溫度，達到節能減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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