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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近代人類社會致力於城市發展和建設，隨著時空的演變，人類集居生活於

經濟、社會及文化上取得了高度發展及成就之同時，亦面臨了人口高度密集、

都市土地擴張與不足、工業污染、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土地與房產價格高昂

等城鄉普遍面臨之問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原有產業及土地使用布局與自

然環境資源供給，發生了城市功能失衡结構問题，在地球能源日益枯竭與環境

污染問題備受挑戰之今日，人類如何兼顧城市發展與資源永續利用之平衡，於

生活及產業發展上採取必要的節能減碳對策與措施，以改善日益嚴重的城市發

展問題，實為國際社會所必須共同面對之課題。 

由北京建築工程學院與埃里溫國立建築大學（亞美尼亞）、北京 IET 工程技

術諮詢有公司共同主辦之「第三屆建築與土木熱點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2011

年 11 月 20 日至 22 日假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大興校區舉辦。本次會議主题為“基

於低碳戰略的建築和城市”，共分為四個論壇分會場舉行，分別為“建築與城

市規劃”、“環境與能源”、“土木工程”、“低碳城市中的人文”等四大項

主題，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亞美尼亞、格鲁吉亞、波蘭、

韓國、蒙古、香港等 12 個國家和地區的 170 餘位專家學者，以及各校建築學系

教授與研究生等之熱烈參與，共計收到投稿稿件 332 篇，其中 220 篇被收入會

議論文集，共同探討了建築與城市規劃、環境與能源、土木與交通、建築與文

化等領域中有關低碳、節能、生態、設計、營造造與永續發展等熱點問題，本

府亦保握機會參訪大陸研究節能減碳議題與實務不餘遺力之中國人民大學與北

京建築工程學院，並參與研討會研討臺中市推動節能碳之策略與重大建設計

畫，希望藉由本屆國際研討會，進一步研究探討我國及國際城鄉永續發展問題，

為未來我國與先進國家城鄉永續發展建立節能減碳科技交流與服務平台。 

 

 

貳、 目次： 

一、目的 …………………………………………………………………………………3 

二、過程 …………………………………………………………………………………3 

三、心得 …………………………………………………………………………………9 

四、建議 …………………………………………………………………………………10 

 

 

 



 3 

參、 本文： 

一、目的 

全面打造低碳城市環境為本市未來施政之重點，本府擬利用水湳經貿生態

園區建設，整合經貿、創研、大學、休閒、文化、生活等空間機能，以打造躍

動的都會新綠洲為定位，型塑本區成為中臺區塊生活的綠洲、創意的綠洲、文

化的綠洲以及生物棲息的綠洲，並以「低碳生活」、「智慧生活」、「環境共生」

為園區開發願景，同時以「大公園、大學城、大會展中心、臺灣精神臺灣塔」

作為開發主軸，建構本市未來低碳城市市發展之新典範。因此，本府把握此次

接受由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及埃里溫國立建築大學(亞美尼亞)共同舉辦之「第三屆

建築與土木熱點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邀約參加之機會，由本府都市發展局何

局長肇喜代表  胡市長出席研討會發表「臺灣臺中市政府推動低碳城市計畫」

專題論文，藉由各國有關低碳建設專家學者共聚一堂之機會，透過產管學不同

範疇之多向研討與意見交流，汲取國外低碳建設先進國家推動節能減碳建設之

經驗，驗證低碳建設理論與獲取實務新知，並將本市重大低碳建設成果及未來

展望推向國際，為本市爭取國際能見度。 

二、過程 

（一）2011/11/19 日受邀赴人民大學參訪及演講 

１．人民大學參訪 

中國人民大學（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是一所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

綜合性研究型大陸重點大學，直屬於大陸教育部，由教育部與北京市共同創

建。學校前身為 1937 年誕生於抗日戰爭烽火中的陝北公學，以及後来的華北

聯合大學與華北大學。1949 年 12 月 16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十一次政

務會議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議，通過了《關於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的决定》。

1950 年 10 月 3 日，以華北大學為基礎合併组建的中國人民大學舉行開學典

禮，成為第一所新型正規大學。著名教育家吳玉章、成仿吾、袁寶華、黄達、

李文海、纪寶成先後擔任校長。現任校長為陳雨露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師生秉持“立學為民、治學報國”之辦學宗旨，為大陸哲

學社會科學之發展貢獻良多，故自 1950 年迄今，大陸歷次確立重點大學，中

國人民大學均位居其中，目前為大陸“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點建設大

學之一，其以本科教育為基礎、研究生教育為重點、繼續教育為輔助的全方

位、多層次之辦學格局，形成了“主幹的文科、精幹的理工科”之學科發展

體系，目前設有 22 個學院、14 個跨學院研究機構，另設立有體育部、繼續教

育學院、培訓學院、國際學院（蘇州研究院）及深圳研究院等分支教學機構。

此外，學校設有學士學位專業 66 個，第二學士學位專業 8 個，碩士學位學科

點 168 個（包括自主設置的 33 個碩士點），博士學位學科點 104 個（包括自主

設置的 24 個博士點），博士學位一级學科授權點 14 個，博士後流動站 1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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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人民大學擁有有 8 個國家重點一级學科，8 個二级学科，於人

文社會科學領域均位居大陸第一；有 3 個北京市重點一级學科，一個北京市

重點交叉學科，6 個北京市重點二级學科；擁有 5 個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

養和科學研究基地和 1 個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擁有 13 個教育部人文社

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名列大陸高等學校第一。“数據工程與知識工程實驗

室”被評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經濟與管理實驗教學中心、新聞傳播實

驗中心被評為國家级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建設單位。在連續十二屆大陸百篇優

秀博士論文評選中，中國人民大學獲選 25 篇，占大陸已入選人文社科優秀博

士論文總數之 12%，在所有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中位居第一。在教育部學位

評估中心 2009 年初公布的新一輪大陸一级學科評估结果中，人民大學的理論

經濟學、應用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政治學、馬克思主議理論、新聞傳播

學七個一级學科排名大陸第一，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位居大陸高校首位，排

名第一的學科總數位居全國高校第三位。在 2009 年 12 月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公布的“72 所教育部直屬高校績效評價结果與排序”中，

中國人民大學在參評高校中名列第四。 

本次舉辦「第三屆建築與土木熱點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出力最深之系

所為中國人民大學土地管理系，其創設於 1988 年為大陸第一個土地管理專業

系所，現任系主任為呂萍教授。目前土地管理系具有教授 4 人，兼職教授 3

人，副教授 7 人，講師 3 人，在站博士後研究 2 人，其中博士生導師 7 人，在

職教師全部具有博士学位。2010 年土地管理系本科生共計 127 人、碩士研究

生共計 78 人、博士研究生共計 36 人。為推動土地資源永續發展管理與研究，

該系設有土地資源管理 1 個本科專業，土地資源管理、房地產經濟學 2 个碩

士專業，城市建設與房地產開發、土地行政管理 2 个 MPA 專業方向和土地資

源管理博士點，能够提供從本科生到博士生完善的教学和培育服務，其中土

地資源管理博士點為大陸最早經大陸教育部核可的 2 個博士點之一，為大陸

培育出無數土地資源管理與節能減碳專業人才。 

２、受邀參加第三屆建築與土木熱點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對碩士班研究生及教

授群演講。 

（１）參與第三屆建築與土木熱點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臺灣臺中市政府

推動低碳城市計劃」 論文。（詳肆、附錄） 

（２）受邀對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班研究生及教授群演講，演講主題內容如下所示：。 

Ａ．宣導市長低碳城市之構想及作法如：水湳經貿園區、臺灣塔等重大低碳示

範計畫及建設。 

Ｂ．臺中市各斯市地重劃之介紹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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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ceremony and keynote speech conference room & Poster wall 
Department building B reporting hall, November 21st, 2011 , 8:00～18:00 
 
 

 

Session and workshop conference room, November 22nd～23rd, 2011, 8:00～18:00  
Basic teaching building 
 

 

（二）2011/11/20 日受邀赴北京市建築工程學院參訪及座談 

１．北京市建築工程學院參訪 

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是一所北京市屬普通高等学校。該校前身為創辦於

1936 年的北平市立高级工業職業學校土木工程科。經過七十年來的變遷，五

次遷移校址及校名變更，歷經高工建專、中專和大學三個發展階段。1977 年

经大陸國務院批准，正式升格為大學，定名為北京建築工程學院。1982 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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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為國家首批學士學位授權高校。1985 年經大陸國務院學位辦批准為碩士

學位授予單位。1999 年通過了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合格評價。2002 年被北京

市教委確定為城市規劃、建設、管理人才培育基地。2006 年通過教育部本科

教學工作水準評估。 

 學校現設有 10 院 3 部，即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土木與交通工程學院、

環境與能源工程學院、電氣與資訊工程學院、經濟與管理工程學院、測繪與

城市空間資訊學院、機電與汽車工程學院、文法學院、理學院、繼續教育學

院、計算機教學與網絡信息部、體育部和思想政治理論課教研部。目前北京

建築工程學院全校共有 29 個全日制本科專業，其中教育部特色專業 3 個─建

築學、土木工程、建築環境與設備工程；北京市特色專業 7 個—建築學、土

木工程、建築環境與設備工程、给水排水工程、工程管理、測繪工程、自動

化。此外，該校共有 12 個一级學科碩士點、6 個工程碩士專業學位授予領域、

3 个碩士專業學位授予類別和 11 個北京市重點學科。 

此次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參與「第三屆建築與土木熱點問題國際學術研討

會」相關配合事宜學院主要為中法能源中心、環境能源學院、建築與城市規

劃學院、文法學等四個研究單位及學院，經參訪瞭解其成立及教學宗旨如下

所示： 

（１）中法能源中心 

中法能源培訓中心是大陸教育部、歐盟國際關係及合作司批准的，由

巴黎佩雷集團與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共同承辦之中外辦學機構。1999 年 12

月 16 日中法雙方正式簽定協議。2001 年 6 月 15 日舉行開幕典禮。其教學

宗旨為促進大陸與法國、區盟國家有關能源科技、能源規劃策略與跨國際

能源計畫與投資相關之教育、協調及服務平台與教學等業務之推動。 

（２）環境能源學院： 

環境與能源工程學院前身為城建系。環境與能源工程學院成立於 1984

年，由原市政工程系之给水排水工程和建築工程系之供熱通風與空調工

程、城市燃氣工程等三個專業重组而成，2006 年 6 月正式更名為環境與能

源工程學院。根据 1998 年大陸教育部頒佈之本科專業目錄與“關於調整本

科專業設置工作通知”的要求，學院將供熱通風與空調工程專業與城市燃

氣工程專業合併為建築環與設設備工程專業。 

環境與能源工程學院現有建築環境與設備工程、熱能動力工程、给水

排水工程、環境工程與環境科學五個本科專業，擁有供熱、供燃通風及空

調工程、熱能動力工程、市政工程、環境科學與環境工程碩士學位授予權。

学院目前擁有 2 個北京市特色專業—给水排水工程和建築環境與設備工

程、2 個北京市重點學科—供熱、供燃氣、通風及空調工程和市政工程、1

個校级重點學科—環境工程、1 個北京市重點實驗室—供熱、供燃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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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及空調工程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和 1 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城市雨水系统

與水環境省部共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2 個中心—中法能源培訓中心和北

京市“水環境實驗教學示範中心”。2005 年，建築環境與設備工程專業和

给水排水工程專業通過了建設部高等教育專業評估，關於 2010 年通過建設

部高等教育專業複評。 

（３）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簡稱建築學院）設置有建築學系、城鄉規劃學

系、藝術學系、設計基礎教學部、建築技術部、建築史論部與實驗中心。 

該學院本科生教育，設置有建築學、城市規劃、工業設計、藝術設計

4 個專業，其中建築學專業授予建築學學士專業學位；城市規劃、工業設

計專業授予工學學士學位。另對於研究生教育，建築學為一级學科碩士學

位授權點，開設有建築歷史與理論、建築設計及其理論、城市規劃與設計、

建築技術科學四個專業。該學院對於建築設計及其理論專業授予建築學碩

士專業學位，建築歷史與理論、城市規劃與設計、建築技術科學專業授予

工學碩士學位；設計藝術學為二级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開設有設計藝術

學專業，授予文學碩士學位。同時間，具有建築學碩士專業學位類別授權

點、建築與土木工程碩士專業學位領域授權點，可授予碩士專業學位。 

 建築學院以建築學學科為核心，構建了“城市規劃與設計—建築設

計—空間環境設施與產品設計—公共藝術設計”為特點的教學與科研平

台，强調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的緊密结合。建築學院注重辦學，與北京之

城市規劃、建築設計、景觀設計、室内設計、產品設計、文化創意、文物

保護、博物館等單位和企業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係，形成了依托行業辦學

的鲜明特色。  

建築學院於學科建設方面，建築設計及其理論、建築歷史與理論、城

市規劃與設計為北京市重點學科。“代表性建築與古建築數據庫”為大陸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绿色建築與節能技術”為北京市级重點實驗室，

“北京建築文化研究基地”為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地；“歷史城市

與建築保護與更新設計”、“北京小城鎮規劃設計與實施保障機制研究”

為北京市學術創新團隊。 

 在專業建設方面，建築學專業為大陸教育部特色專業與北京市特色專

業，自 1996 年以來連續通過全國建築學專業（學士、碩士）教育評估；城

市規劃專業為北京市重點改造專業；工業設計專業為校级特色專業；“建

築與環境模擬實驗教學示範中心”為北京高等學校實驗教學示範中心；

“建築與環境模擬（設計）實驗教學中心教學團隊”為北京市優秀教學團

隊；依托大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建立了北京高等學校校外人才培育基地。 

（４）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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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学院现有專任教师 60 人，其中具有高级職稱 20 人，中级職稱 32

人，90%具有碩士以上学歷，師資中之職稱、學歷、年齡結構相對合理，

教學質量及科研能力俱佳，其中有北京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學科帶領人

培育師資 2 人；北京市優秀人才培育資助師資 5 人；北京市中青年骨幹教

師 5 人。 

文法學院下設有法律系、社會工作系、外語系、思想政治理論課教研

部、教學實驗中心、房地產法律研究所、法律實訓基地、模擬法庭和圖書

資料中心。此外，文法學院設有法學與社會工作兩個本科專業，在校本專

科學生 525 人。法學與社會工作專業於加強本專業基本理論知識與專業知

識之基礎上，结合學校辦學傳統與特色，開設有與建築和城市管理相關課

程，以滿足城市化進程中對城市建設、城市管理、城市服務之複合型高级

專業人才之需要。 

２．受邀至北京市建築工程學院與系所主任及教授群交流座談，進行有關臺中市

低碳市地重劃及公共建築發展(綠建築)等成果意見之互動及研討。 

     

 

人民大學張秀智教授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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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宋校長 

 

三、心得 

經由兩天來的研討與對北京市城市建設之觀察，近年来北京建築工程學院

針對目前北京市所面臨的城市建設與發展問題，尤其在於城市功能佈局、交通、

環境污染等諸多城市發展問題上，及時調整學科结構，组織力量進行科技研發，

積極研討先進國家和地區的先進經驗與歷史教訓，逐漸成為解决北京城市建設

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一支極為重要的科研團隊和都會建設人才培育基地。 

歸納參加本次國際研討會發表相關論文與演說，以及與二所北京市大學院

校之座談交流，可獲致如下心得： 

（一）北京市建築工程學院宋校長及各院長親自出席，至表重視並對節能減碳相關

議題作充分之意見交流。 

（二）參與研討及座談之教授及學生，對於本市水湳經貿園區低碳旗艦示範計畫與

臺灣塔公共建設之構思規劃與預期成果，甚表驚艷亦甚感佩市長推動低碳城

市建設之決心與宏觀計畫，表示將加強與本市之交流及學習。 

（三）對於本市之低碳城市建設成果，由於大陸地區管理網路網站之規範甚為嚴謹，

並設有防火牆將 tw 及 gov 之網站討鎖，因此一般北京市民對大臺中市現況與

建設甚為陌生，大致停留於二十年前的臺中舊都印象，甚或誤認本市為農業縣

市，對於本市蓬勃的精密機械科技產業及積極的城市行銷成果（如招商、互利

研究、房地產座業交流等），均無深入之認識，故未來本市應加強交流行銷，

提昇本市之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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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於以學術交流方式依現行兩岸行政制度及規章，尚可輕易推動安排較無阻

礙，未來針對有關節能減碳議題之交流，建議仍以學術交流方式積極推動。 

此次參訪與研討相關低碳城市建設議題，對北京市及學術機構推動節能減

措施與技術研發、推動節能教育之現況，獲得深刻之瞭解，希望通過本屆國際

研討大會，可進一步觸動本市探討城鄉的永續發展問題之契機，為未來本市低

碳城市建設與城鄉永續發展之推動積蓄必要之低碳科技能量，並且建立與國際

先進低碳城市聯繫及服務之平台。 

四、建議 

（一）對本次節能減碳議題學術交流之建議 

１．建立與大陸重點大學以後可交流之平臺、互訪設立辦公室、研究項目。 

２．該校將成為建築大學重點在城市、建築、技術、法制、機械、設備、並與法

國成立綠能中心，並希望明年寒假可來臺中交流。 

３．人民大學與逢甲土管系所有長期之交流，甚至有逢甲畢業校友在人民大學任

教、溝通無礙。 

（二）對節能減碳議題實務推動之建議 

１．有關國人與企業自主性節能減碳行動建議 

落實節能減碳成效，應由國人於日常生活中確實作起，應依據 2008 年 6

月 5 日行政院頒佈之「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及「節能減碳行動方案」所訂定

之工作方案內容（如下所示），由國人己身自主性進行節能減碳行動，以求降

低污染產生之可能性。發目標及方案量化目標，納入各部會施政計畫，發揮

高效能的執行力。 

（１）改造能源結構方案，提升發電效率； 

（２）降低企業排碳，發展綠色產業； 

（３）建構便捷運網，人本交通環境； 

（４）邁向低碳社會，推廣節能照明； 

（５）全民減碳運動，廢棄回收利用； 

（６）完善法規基礎，建置配套機制。 

２．有關節能減碳議題國際合作策略建議 

針對節能減碳國際合作方面，我國因應氣候變遷應積極參與國際性研討

會議，如本次與大陸兩岸交流平台「第三屆建築與土木熱點問題國際學術研

討會」或因應氣侯變遷議題之波茲南會議及相關之週邊會議（如國際排放交



 11 

易協會）等國際性會議，可增加節能減碳國際合作媒介之機會。 

由於我國受限於國際邦交問題不易獲得國際合作資源，故應採行「務實

外交」方式，可由採點對點進而擴展成面對面的國際合作策略，例如推動民

間或非政府組織參與永續發展相關研討會活動，並可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民

間單位以建立國際交流的管道，積極主辦或派員參與節能減碳相關議題之國

際性研討會。 

未來我國對於節能減碳國際合作，應著重於持續引進低碳城市建設先進

國家環保政策及技術，改善國內環境品質，並進而分享臺灣經驗，協助其他

國家解決環境問題，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及環保規範制訂會議，遵循國際環境

保護趨勢，共同保護地球環境及推動國際碳權經營之合作，致力減緩氣候變

遷。期盼透過雙邊及多邊合作，加速國內、區域及全球環境保護工作，有效

保護環境品質，確保人類健康及永續發展。 

 

肆、 附錄 

一、繁體版論文。 

二、簡體版論文。 

三、英文版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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