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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訪主要係參加在新加坡舉行的「WORLD CITIES SUMMIT」，世界城

市峰會(WCS)，以城市為主題，為各國政界領袖以及業界專家提供一個國際平

台，針對近年來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即可持續發展）的觀

念，為於保護環境的條件下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能夠不損害後代人的需求提

出對策。本次出訪目地為與他國城市一起探討發展宜居與可持續發展的城市所面

對的挑戰，分享城市發展對策，為城市、領袖、國際機構和業界提供了切磋、交

流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機會。 

該峰會涵蓋面具深度與廣度，亦可汲取各國於現代都市發展之相關經驗，值

期能吸取各國經驗，於國內推動相關建設與發展時提供具體建議。並且藉此觀摩

新加坡政府組織架構及其各級政府提升績效，如政府行政創新作為、花園城市的

綠美化技術及觀光休憩設施推動之經驗、貫徹公權力之具體作法……等。並於此

次行程瞭解新加坡城市規劃、資源運用、及綠美化措施等，學習新加坡之長。 

本報告內容以大會內容及新加坡發展經驗，以 1.濱海灣地區整體開發、 2.

浮爾頓酒店的都市更新再生經驗、3.綠色標章建築綠化、4.再生水、海水淡化、

垃圾減量回收、廢棄油汙再利用、等相關政策，做為本次報告探討以及經驗分享

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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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現今全球有將近一半的人口居住於城市中，並預估於 2050 年，居住在都市

的人口比例將增加到 75%，將超過 55 億的人口會居住在城市裡。都市人口的急

增，及其相關的城鎮發展，引發了對於此種趨勢可持續性的關切。城市若要適宜

人居，必須適當計劃、有效執行，且其政策須得到公眾支持。 

本次舉行的「WORLD CITIES SUMMIT」世界城市峰會(WCS)，即以城市為

主題，為各國政要領導以及業界專家提供一個國際平台，探討發展宜居與永續城

市所面對的挑戰，分享城市發展對策。聯合國環境與發展論壇於 1992 年發表了

廿一世紀議程「Agenda 21」，規劃了如何實踐永續發展的工作藍圖，而永續發

展的概念也自此得到全球普遍之認同與接納。該議程內涵被視為一種能在全球、

區域和各國範圍內實現永續發展的綱領，而且也為全球環保帶來一個極重要的理

念，即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以來的那種「高生產、高消費、高污染」的傳統發展

模式及「先污染、後治理」的方式已受到否定，環境與發展兩者應相輔相成，要

促進發展，就必須同時考量環境的維護與治理，而環境污染的根本解決之道，也

必須透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並在發展過程中加以解決。與此同時，隨著都市人

口的增長，城市也將成為人類棲息和孕育文化的中心，更需兼顧可持續發展及平

衡不同的需求 

本次會議中，持續傳達出永續發展絕非單指環境保護或經社發展的無限成

長，乃為從環境和自然資源角度提出一種關於人類長期發展的策略模式。而永續

都市的概念也絕非僅止於廢棄物妥善處理，資源再利用等環境保護作為，而是一

種經、社利益與環境集資能源的利害關係的調和。因此，無論從都市發展所引發

之環境課題，抑或是從維生系統的觀念，都市永續性之探討當不可侷限於都市本

身，也不該採取抑制經濟發展的觀念，而是強調永續性，試圖尋找一個改善都市

發展及全球環境品質的最適策略。 

然而，發展和管理城市的挑戰越發複雜，世界人口的發展與消費模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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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態上與社會上無法持續，嚴重地凸顯了地球維持生物的容受力、許多國家進

步繁榮以及提供全民福利的能力。因此，都市的永續發展也正是此次世界城市峰

會最主要的交流議題之一。 

本次出訪於新加坡舉行之世界城市峰會所提供之國際平台，有效探討發展宜

居與永續城市所面對的挑戰。且分享城市發展對策，為城市、領袖、國際機構和

業界提供了切磋、交流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之機會。 

本次峰會涵蓋面具深度與廣度，本市則以「宜居和可持續發展的城市」之大

會主題，會中，本市並以「文化、低碳、智慧城」作為本市提案及經驗分享，亦

汲取各國於現代都市發展之相關經驗，做為大台中推動相關建設及本市未來市政

發展展時提供具體之建議。 

另本次行程亦觀摩新加坡政府組織架構及其各級政府提升績效，如政府行政

創新作為、花園城市的綠美化及觀光休憩設施推動之經驗、貫徹公權力之具體作

法……等，俾以瞭解新加坡城市規劃、資源運用、及綠美化措施等，學習新加坡

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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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及考察行程 

世界城市峰會市長論壇行程 

日期 星期 起迄地點 行程 

101 年 

6 月 29 日 
五 

曼谷- 

新加坡 

秘書長及部分團員接續曼谷行程 

搭稱班機（去程） 

101 年 

6 月 30 日 
六 

台北→ 

新加坡 

局長及部分團員 

搭稱班機（去程） 

101 年 

7 月 1 日 
日 新加坡 世界城市峰會市長論壇 

101 年 

7 月 2 日 
一 新加坡 

世界城市峰會（WCS） 

新加坡國際水週（SIWW） 

新加坡潔淨環境峰會（CESS） 

101 年 

7 月 3 日 
二 新加坡 

世界城市峰會（WCS） 

新加坡國際水週（SIWW） 

新加坡潔淨環境峰會（CESS） 

101 年 

7 月 4 日 
三 

新加坡→ 

台北 
搭稱班機（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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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會時程表 

  Morning Late Morning Afternoon Late Afternoon Evening 

Sun 

1 July 

WCS Mayors Forum 

(by-invitation only) 

Joint Opening 

Ceremony 

& 

Welcome 

Reception 

SIWW & WCS Site Visits    

Mon 

2 July 

WCS Expo, Water Expo & WasteMET Asia Expo 

Lee Kuan Yew 

Prize Award 

Ceremony 

& 

Banquet 

In Conversation  

Opening 

Plenary 

Lee Kuan Yew World 

City Prize & 

Singapore Water 

Lecture 

Lee Kuan Yew 

World City Prize 

Forum  

SIWW Water 

Convention 

CESS 

Tue 

3 July 

WCS Expo, Water Expo & WasteMET Asia Expo 

  

SIWW Water Leaders Summit, Water Convention & Business Forums 

CESS 

WCS Keynote 

Plenary 

In-Focus 

Flagship Urban 

Solution Tracks 

WCS Closing 

Plenary 

Wed 

4 July 

WCS Expo, Water Expo & WasteMET Asia Expo 

Joint Closing 

Dinner 

SIWW Water Convention & Business Forums  

WCS Site Visits WasteMet Asia Site Visits 

Thur 

5 July 
SIWW Site Visits 

   
 

Legend: 

WCS events   SIWW events   CESS events   Joint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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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人員名單 

1. 黃國榮秘書長 

2. 都市發展局何局長肇喜 

3. 環境保護局劉局長邦裕 

4. 秘書處盧瓊后科長(擔任隨團秘書工作) 

5. 黃貞儒專員 

肆、會議及參訪內容 

新加坡土地面積約 699 平方公里，居民人口約 460 萬人，華人佔 75.6％、

馬來人佔 13.6％、印度人佔 8.7％，其他佔 2.1％，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6,369 

人。新加坡素有「花園城市」之美譽，目前朝向「花園裡的城市」的目標邁進，

有關其規劃策略與推動實務之經驗與成果為本次參訪之重點。 

  
本此會議與參訪由秘書長領團前往參加新加坡，參加世界城市峰會。並參加

市長論壇，擔任圓桌嘉賓。另於市長論壇招開之同其參加世界城市峰會（WCS）、

新加坡世界水週（SIWW）以及新加坡節境環境峰會（CESS）三項大會。 

市長論壇部分，市座以「宜居和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大會議題作為分享主軸，

並以本市刻以爭取辦理之「台中市低碳城市建構計畫書」作為本市提案及經驗分

享，會中市長以「文化、低碳、智慧城」與各國其他城市經驗分享（市長論壇本

市資料詳第 9 頁），提供各國處理相關永續都市議題及本市未來市政發展規劃參

考，會後並配合農業局行程辦理相關行銷活動（當地報紙內容詳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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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論壇本市大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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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聯合早報－市長推銷大台中於國際 

  

圖 大會現場（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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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與會人員留影（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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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會議現場與博覽會展示（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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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濱海灣(Marina Bay)整體開發經驗 

70 年代初期，新加坡市區重建局(Urbo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A)

認為，若新加坡要成為亞洲的商業與金融中心，必須為現有的中央商業區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做未來之規劃。因中央商業區位於海岸線旁，

因此利用人工填海的方式，向海岸邊開闢逾 300 公頃的新土地，形成今日的濱

海灣(Marina Bay)。 

貝聿銘(I. M. Pei )計畫的主要特點是一個柵欄式的設計，讓濱海灣利用中央

商業區現有的結構延伸出來，形成一個新的引伸肢體，可根據未來個別發展需

求，能夠更靈活的分配土地。 

 

圖 濱海灣配置示意圖（圖片來源： WCS 大會資料） 

 



14 

 

在規劃濱海灣的過程中，若僅將此地做為辦公使用，在工作以外的時間其地

區將會變得空蕩無活力。因此，濱海灣採用分類用圖策略以確保其地區有各種不

同的使用，如：辦公、旅遊、住宅等用途。使其地區能夠在不同的時段有不同的

使用，為濱海灣地區注入活力。 

並且希望濱海灣能夠具有親水性。新加坡雖然是個海島，但為了海港貿易的

活動與運作，許多沿海地的地段都不能被民眾使用。因此，在規劃濱海灣的過程

中，將人行道與公園融入濱海灣地區的設計中，讓民眾能夠更輕易的接近濱海景

觀。濱海灣的土地形成後，採用了貝律明先生設計，柵欄式的規劃濱海灣地區，

使其能夠根據未來個別發展需求，更加靈活的分配土地。 

  

（圖片來源：Singapore,Capital City for Vertical Green ，WCS 大會資料） 

另一方面，要確保在人工填海的過程中，除了必須保留優美的海灣風景之

外，海灣也必須包容整個水體。水體也應有一定的面積，讓前來遊玩的人們可以

在其中進行各類的水上活動。但同時兩岸之間的距離也不能太遠，否則海灣將失

去與中央商業區的連接性。 

另外，新加波的汙水系統與雨水系統是分開並獨立運作的。因此，溝渠和河

流僅收集雨水。並且，新加坡的各級政府也盡力確保流入新加坡河的水是清潔

的。例如，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在所有公共組屋區溝渠的設計中，采用了無微粒

物質的混凝土為溝蓋板。使雨水在排水時會經過過濾，確保注入和流系統時，雨

水是乾淨的，給與淨化河流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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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濱海灣的克拉碼頭原係新加坡政府為發展對外港口賀易而興建，並將鄰近

地區劃為商業區，營運後卻因河港不需大量貨運倉儲用地，導致土地閒置，致使

該地區陷入蕭條。 

經新加坡政府於 1993 年重新規劃後，目前已復甦為一觀光休閒遊憩聖地，

該更新計畫修復碼頭周邊環境，保存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建築物，將數十座的

貨倉和店鋪改為多元特色的餐館以及酒吧，並建置新型態商店街，再以人行步道

將各具特色之建築物串連起來，形成極具特色的一區。 

克拉碼頭周邊舊建築街道加蓋頂棚，為老建築開創新生命，使傳統風貌的店

鋪與其後的現代摩天大樓形成鮮明對比，形成當地著名景點之一，值得作為古蹟

及歷史建築活化再利用之借鏡。 

 
圖 與會人員於濱海灣留影（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圖 濱海灣一景（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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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濱海灣金沙（Marina Bay Sands hotel）開發經驗 

 

圖 濱海灣金沙綜合度假勝地（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面向濱海灣的濱海灣金沙綜合度假勝地，擁有，博物館、大劇院、兩個浮動

水晶館、溜冰場、世界上最大的中庭賭場以及能夠容納 3900 人，長 340 公尺，

擁有 150 公尺長無邊游泳池的空中花園。 

 

圖 濱海灣金沙綜合度假勝地（圖片來源：金沙集團圖片來源，WCS 大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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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濱海灣金沙吸引了許多遊客前往，為濱海灣地區帶來了許多商機，成功扮演

了活化濱海灣地區的角色，也為濱海灣地區注入了活力。 

  

圖 金沙酒店夜景、空中花園（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二) 濱海灣花園(Gardens by the Bay) 

濱海灣花園(Gardens by the Bay)由三座連接海岸的花園─濱海南花園(Bay 

South)、濱海東花園(Bay East)、濱海中花園(Bay Central)所組成的，宛如濱海

灣中心的一個綠色心肺，突顯了新加坡作為一個熱帶島嶼城市的特徵─城從園

生，面朝大海。 

 
圖 濱海灣花園（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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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濱海灣花園，設置了兩個植物冷室，分別為花穹（Flower Dome）與霧

雨林（Could Forest），創造了兩個生態環境，複製了地中海的乾冷生態區以及

熱帶山地的溫冷生態區，刻畫出了當今世界上備受威脅的兩處生態環境。濱海灣

花園也致力於能源可持續性以及水資源的可持續性： 

1. 能源可持續性 

植物冷室應用了冷卻技術，為製冷提供了高效能的解決方案，同時透過生物

質能所產出的可再生燃料確保冷室的可持續性。另外，摩天大樹（Supertrees）

內置了環保設備──有些安裝了光電電池收集太陽能為自身的夜間照明提供電

能，而有些則與冷室結合充當排氣裝置。 

 
圖 Supertrees 與花穹能源再生示意 

（圖片來源： Singapore,Capital City for Vertical Green, WCS 大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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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資源可持續性 

以花園湖泊充當一個天然過濾系統。花園的逕流水流入湖泊後，由水生植物

清潔，然後排至濱海水庫或用於花園灌溉。花園湖泊也為鳥類蜻蜓等，多樣物種

提供了水生生態。 

  

圖 Supertrees 與周邊環境 

（圖片來源： WCS 大會資料） 

圖 花穹鳥瞰 

（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三) 濱海堤壩 Marina Barrage 

為避免濱海灣內之水位隨著潮汐起伏，設計了濱海堤壩保持濱海灣內水位的

平穩，濱海堤壩具備了調節濱海灣內的水位高低、蓄水、防洪、保持海灣景觀等

功能。 

  

圖 濱海堤壩（圖片來源：WCS 大會資料及本報告拍攝） 

濱海堤壩的設置讓民眾能夠在水邊進行各種娛樂與休閒活動。除此了符合基

本需要之外，為了安全起見，除了接近地面層的水源入口之外，濱海堤壩屋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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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皆提供民眾休憩使用，並且在濱海堤壩內部設置富有教育意義的教育性畫

廊。現在濱海堤壩已成為一個非常受歡迎的公共場所。見證了新加坡當局的成功。 

 

 

圖 濱海堤壩   圖片來源： WCS 大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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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市更新再生－浮爾頓酒店(The Fullerton) 

新加坡浮爾頓酒店 (The Fullerton)的前身為為，於 1928 年建成的浮爾頓

大廈，悠久的傳統、新古典建筑風格和得天獨厚的戰略位置使其成為眾所矚目的

焦點。酒店原址為殖民時期的郵政總局，如今已改建為新加坡的標誌性酒店  

 
圖 浮爾頓酒店（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浮爾頓大廈坐落在原浮爾頓堡(1825-1873)的位置，浮爾頓堡是以 1827 至

1830 年之間擔任美國住區的第一任總督的羅伯特•浮爾頓（1773－1831）的名

字命名。在 1879 年交易所大樓開始啟用，直到 1923 年底。 

浮爾頓大廈的建設開始於 1924 年，在 1928 年年中完成。並且在這棟大廈

中安置郵政總局，多年後，其他政府部門，包括稅收部、其他租戶交易所，新加

坡商會，新加坡俱樂部等，也進駐此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此建築為日本

軍事當局的總部。1996 年年底前，所有機構都已撤離此處。 

1998 年，透過再利用手法，將舊浮爾頓大樓由辦公大樓改建為豪華大飯店。

兩年間，耗費 400 萬元修護、重建和整修，已經變成了盛大的精品酒店，浮爾

頓酒店。於 2001 年獲得都市更新局的歷史建築保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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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主要設計開始前，必須進行全面性的調查。這包括從國家檔案館的舊

文件中將建築過去的發展與改變加以編排，並調查各個建造時期的照片，以至於

在裝修工程開始前工程師能釐清各個結構的尺寸。從歷史性的照片中，尤其能看

出室內空間的關鍵裝潢，有助恢復昔日空間的繁華風貌。公共事業局提供了舊建

築平面圖幫助復原工作，亦有助於強化原有建築的特色，例如立面開口的設計。 

在重新設計規劃的過程中發現，建築物內的天井過於陰暗，導致建築物中心

部分光線不足。故將天井重新規劃成獨立、明亮的採光中庭，成為建築的新核心。

並在這個空間設置中庭酒吧，而客房被環繞配置於新中庭之上。 

  

圖 浮爾頓酒店中庭酒吧修建前後 

（圖片來源：MEMORIES OF THE FOLLERTON 資料） 

(一) 修建過程 

在所有主要設計開始前，必須進行調查。包括從國家檔案館的舊文件中將建

築過去的發展與改變加以編排、調查各個建造時期的照片，以至於在裝修工程開

始前工程師能釐清各個結構的尺寸。從歷史性的照片中，尤其能看出室內空間的

關鍵裝潢，有助恢復昔日空間的繁華風貌。公共事業局提供了舊建築平面圖幫助

復原工作，亦有助於強化原有建築的特色，例如立面開口的設計。 

而建築細部的測繪工作，除了作為紀錄之外還可作為新設計及新施工的參

考。舉例來說，測繪出的樓板並不水平，而是在建築兩邊呈現 120 公喱的傾斜。

調查報告也收錄了建築元素的細部特徵，以利必要的整修及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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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及材質的分析被用來確認建築的整體架構，區域性挖掘是必要的，並用

來評估基礎結構的穩定性，以便承載更多的重量。室內、外的上海灰板依需要被

檢整、修復與置換。 

  

圖 浮爾頓酒店內部修建前後 

（圖片來源：MEMORIES OF THE FOLLERTON 提供） 

(二) 設計概念 

除了保存的議題外，福爾頓酒店於更新時主要的挑戰在於如何將原本的辦公

室改建成豪華的酒店。主要的重點在於各客房景觀的需求，及如何配合四樓景觀

與窗戶不齊的問題。 

圖 再利用空間現況（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設計的第一步是將樓層高度合理化，調和窗戶與樓板高度。受限於建築的古

典樣式，下層天花板過高，而上層天花板太低，而最困難的地方是窗台過高，無

法提供好的室外景觀。為解決這問題，高架的地板被加設在原有的樓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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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建築物內的天井過於髒又陰暗，導致建築物中心部分光線不足。這

些光井重新被規劃成獨立、明亮的採光中庭，成為建築的新核心。在這個空間設

置了中庭酒吧，客人可以坐下來吃點心或喝著拿鐵放鬆一天，而客房被環繞配置

於新中庭上。 

(三) 建築特色: 

在這些建築特徵之中，較特殊的是有著上海灰板的立面。許多版面需要修

復、清潔或替換。在原本嚴格的保存規定中，是不容許太多立面變化的。唯一的

例外，是在南側立面總統套房上的玻璃頂篷。而特殊的紅色屋頂鋪面也被修復，

以維持建築原本的特徵。 

  

圖 舊建築設計語彙之保留（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在旅館的新配置中，舊的 GPO 入口變成旅館的公共大廳。它連接地下步道，

通道浮爾頓一號大樓。在東翼，兩倍大的 GPO 大廳，有著鑲格板天花板及高窗，

被保存下來，成為一樓的玉餐廳。為了維持空間完整，空調管被藏在邊側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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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構特性: 

身為典型的古蹟保存案，拆除及保存是重大的技術挑戰。其主要的挑戰之

一，是在細部拆除及其相關的過程中，需要保存四樓昂貴的天花板。為了大廳、

室內及中庭的新客房空間，當上部多餘的室內結構被拆除時，天花板仍需維持吊

在空中。在建造過程中，為創造新的空間，如大舞廳以及服務用車道，局部的深

度開挖是必要的。原有的基礎在施工期間也必須再加以強化。此外，由於古老卡

文那橋的部分地基在此基地範圍內，為確保其安全，額外的預防措施是必需的。 

    由於基地附近的濱海區及新加坡河水位極高，基礎的防水是一大問題。

經由在地基上高架樓板及提供滲水排水系統來解決。高水位使得防水系統欠缺效

率，因此基地現有筏基仍在水下。現在由 24 小時幫浦設施負責基處排水工作。 

 
圖 飯店大廳（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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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再利用空間現況（續）（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圖 福爾頓飯店鳥瞰（圖片來源：THE FULLERTON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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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節能綠建築 

1960 年代，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決定要把新加坡發展成「Garden City」，於

1963 年推行植樹計劃，並於 1973 年成立「花園城市行動委員會」，為全國之

綠地系統把關及制定新政策。其主要政策包括「公園綠地面積之大量提昇」、「自

然保育區之保育、自然森林與水源」、「新生地之綠化」、「消除水泥之全面綠化」

以及「以綠道作為各層級綠地公園之串連媒介」。並且新加坡政府規定全國各處

每 l,000 人就建設 0.8 公頃的綠地和開放空間，致力於公路、街道兩旁栽種樹木，

並盡量克服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建造公園，提供休閒活動的空間。新加坡政府極力

推動綠美化工作，融合城市建築與綠色植物，不但創造出涼爽遮蔭的環境，也成

為吸引觀光旅客的賣點。 

新加坡政府在地狹人稠的高度發展區，鼓勵高樓、屋頂、陽台、天橋的綠化，

使小點狀的綠化空間可以作為各綠化單元（如公園）間的媒介，並達到視覺上的

連續性。 

  

圖 垂直綠化（圖片來源：Singapore,Capital City for Vertical Green） 



28 

 

 

並且透過屋頂綠化，以土壤以及石礫過濾雨水（如下圖），讓雨水除了能夠

在過濾的過程幫建築物綠化的植栽補充水分之外，剩餘並且已經進化完畢的雨水

也能夠或緩慢釋放到河流和水庫中，做為民生用水使用。 

 
圖 雨水過濾機制（圖片來源：CESS 資料） 

  

圖 屋頂綠化案例（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 綠色標章強制建築物逐步綠化 

並且新加坡政府於 2005 年開始大力推動綠色建築，於 2008 年推動綠色標

章，主要針對建築物的環保設計進行評分，以推動新加坡的建築產業朝向更環

保、更永續的方向發展。新加坡綠色標章是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認證標準，在

國家環境局的支援下，通過認證之建築將獲得建設局的表揚，並根據評定結果頒

予不同等級的認證，分別為白金（Platinum）、優質金（Gold Plus）、金（Gold）

及認證合格（Certified）。透過綠色標章的認證，希望促進新加坡建築環境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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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的可持續發展，以提升整體建築市場的環保意識。 

 
 

圖 屋頂綠化（圖片來源：Singapore,Capital City for Vertical Green） 

 

  

圖 再生能源運用現況（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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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一) 水資源的可持續性 

四面環海的新加坡地狹人稠，境內沒有巨大的湖泊河川；如何達到國家供水

自給自足，成為獨立以來最棘手的課題之一。為了找出解決方案，公用事業局多

年來做出不同的嘗試：從 70 年代回收用後水，直至 2002 年成功研發出令國際

刮目相看的「NEWater」。 

 

圖 NEWater（圖片來源：SIWW 大會資料首頁再生水 neWater） 

NEWater 技術的成熟和廣泛使用，是新加坡治水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公用

事業局除了投資研究與發展加強造水技術，他們也落實了如「活躍、優美、清潔—

全民共用水源計畫」（Active, Beautiful, Clean Waters Programme, ABC 

Waters Programme）等有利環境和社區的創新專案。 

1. 濕地周圍蓬勃的生態環境－Kallang River,Bishan,Ang Mo Kio Park 

公用事業局 2007 年開展 Active, Beautiful, Clean Waters Programme（簡

稱 ABC 計畫）。顧名思義，除了美化蓄水池和水道，這個專案的另一目的就是開

發有利環境及可永續使用的淨化水方式。 



31 

 

 

圖 計畫範圍示意圖（圖片來源：SIWW 大會提供） 

PUB 和國家公園局之間的合作的 ABC 計畫目的為水域的永續經營，並且希

望能夠增強境內水域的親水性，以連貫加冷河（Kallang River）、碧山港（Bishan）

以及 宏茂橋公園（Ang Mo Kio Park）做為計畫之地區，以恢復生態多樣性做

為其理念，水域旁之各種植物以及鋪墊材料皆以生態工法製成，並且水域與周邊

地區皆劃設為開放空間，讓民眾享有使用權。 

  

圖 濕地環境（圖片來源：SIWW 大會提供） 

並且於其範圍內之河道，其設計不僅考量以其地區乾燥氣候時的狀況，於雨

季的水量也做為設計之考量重點，其河道為相中心微微傾斜的設計，於旱季時民

眾能夠親水，在暴雨時也能夠容納大量的雨水，具有治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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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人工濕地系統（圖片來源：SIWW 大會資料） 

串聯加冷河（Kallang River）、碧山港（Bishan）以及 宏茂橋公園（Ang Mo 

Kio Park）的水體與池塘，使其成為藍帶，同時保持自然和優美的環境、於周邊

設置額外的商業空間，如露天用餐區、改變人行路徑、設置額外的停車場、設置

3 個新的遊樂場，並且具有鮮明的主題，並且以橋樑縫合公園與周邊地區，使公

園更容易親近，其設計使得周邊地區具有生態多樣性，也同時具有親水性，創造

民眾親近戶外環境的機會，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活化地方開放空間。 

 

圖 親水空間示意（圖片來源：http://www.pub.gov.sg/，SIWW 大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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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年，各項人造濕地的工程漸漸完工，濕地周圍日益出現更蓬勃的生態

環境。就盛港漂浮濕地為例指出，根據工作人員的記錄，自濕地 2010 年完成以

來，當地出現了八種鳥類，如斑文鳥（scaly breasted munia）、普通翠鳥

（common kingfisher）、綠鷺（little heron）、 磯鷸（common sandpiper）

等。 

2. Energy-Neutral used water treatment 自然能源的水治療 

於 2012 年 7 月 4 日，新加坡國際水資源週（SIWW）；全球水處理解決方

案分享和共同創造的平台，國際合作夥伴簽署了研究合作協議。 

為了能夠增加能源生產，同時減少能源需求，新加坡的研究人員在與來自丹

麥和法國的國際合作者，共同合作開發一個新的概念，將現有的汙水處理廠改造

成能夠將這個想法成為現實的計畫正式展開。 

在全球暖化、能源價格上漲和城市化增加的時候，重組後的汙水處理場，不

僅能源自給自足，甚至創造多餘的能量。使其在操作的過程中有助於減少能源密

集型傳統活性污泥法處理。並且同時控制厭氧消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沼

氣，然後使其所創造出的能量能夠可以在工廠中重複使用。 

3. 「hydrohub」水資源計畫 

新加坡這個被海水包圍的島嶼國家，主要取決於其北部馬來西亞的淡水。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人們不得不接受水配給。如今，國家的致命弱點轉而變成力

量的支柱，政府多元化水源，準備了龐大的集水區，趕上雨水和徑流，插入水管

網滲漏，並教其人如何節約用水。也迅速發展的水處理技術。 

預計到 2060 年，計劃將供應一半來自 NEWater（再生水品牌），30％來自

海水淡化，其餘來自其他來源的混合水，自給自足。屆時，與馬來西亞柔佛州南

部水協議將到期。有長期的信心，因為水技術的進步帶來了脫鹽水的成本。到目

前為止，新加坡已經累積了解決缺水問題的知識以及經驗，甚至已經達到能夠將

水資源出口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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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水資源再生相關資料（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hydrohub」計畫於 2006 年開始，由新加坡環境及水務業計劃辦公室

（EWI），由公用事業局（PUB，國家水利機構）、經濟發展局（EDB）以及國際

企業（IE）的跨界合作，研究及開發水資源處理技術，並且此計畫預估能夠使得

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於 2015 年時能夠達到十億（新幣）並且能夠創造 11,000

個工作機會。 

(二) 垃圾處理與再生 

1. 擬建「多合一」垃圾焚化廠 

新加坡計畫建造一個全新概念的「多合一」垃圾焚化廠，它不在只是將垃圾

焚燒後把灰燼送去填埋，而是能同時跟其他廢料處理廠共享土地和能源，產生出

的電力可能還能用來驅動海水淡化廠。這樣一來，就能有效應對土地稀缺，能源

價格又不斷高漲的局面，同時減少需要焚化的垃圾量，以求盡量延長唯一垃圾填

埋場。 

新加坡的國家環境局為了收集業界的專業意見，以在最近展開概念性研究，

探討如何把各種廢料回收和提煉設施跟焚化廠併行整合，也就是把”廢料到資

源”(waste to resource)的模式融入其中。新的焚化廠也將會採用更創新的技

術，比如從焚燒後的灰燼再提取資源，並將消耗的能源回收最大化。 

除了興建新的焚化廠，並且重點式的重新打造廢料處理產業，為公共垃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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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商創造更大經濟規模。此外，鼓勵民眾透過資源回收減少垃圾量，例如，新的

公共垃圾收集合約要求收集商要在必須安裝資源回收桶等規定。  

2. 利用科技獎勵回收 

為了鼓勵新加坡居民正確的落實回收政策，維利亞環境服務會提倡了

GRIN(Grows your Recycling Incentives Now)行動，新加坡是第一個使用線上

獎勵系統的國家，獎勵願意配合資源回收的民眾。 

GRIIN 採用國家最先進的技術來追蹤和管理廢物量。透過無線電頻率辨識的

技術落實於每個家庭。前往資源回收的卡車具有無線電頻辨識晶片以及秤重系

統，能夠立即讀取感應回收箱的內容物，並且測量其重量後，將資料收集記錄傳

至中央系統，記錄每個家庭或某一個社區的回收量，換算應得的的獎勵點數。 

 

圖 廢棄物分類資源回收（圖片來源：WCS 大會提供） 

由資源回收換來的獎勵點數能夠用來換取網站上的商品，如餐點、DIY 產

品、寵物用品、眼鏡…等等。GRIN 才剛開始在新加坡的兩個區域實行一年左右，

這些區域全部的住家超過一百萬的居民都被維利亞環境服務會服務過。行動成果

已其中一設區為例，僅六個月的時間，每個月的回收量從原本的 100 公噸增加

到 350 公噸。GRIN 榮獲了新加坡 2011 年的可持續發展獎的卓越成就獎，也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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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政治家、工業讀者及學者的很高的稱讚。這個計畫也被擴展到辦公室環境。

GRIN 用了相似的技術去鼓勵回收政策在辦商議區域中。 

3. 減少包裝浪費的卓越成績 

新加坡推動了「新加坡包裝協議」（SPA）政策，由國家環境局在私營公司

和非政府組織中執行。這些包括包裝的製造商、用戶、業主、飯店和購物商場的

經營者。 SPA 的目的是透過有效的包裝製造過程，將包裝重新設計、增加重新

使用的機會以及包裝廢棄物的回收 

此外 ，SPA 主要目的在提高消費者減少垃圾的意識和教育，因為消費者的

行為會直接影響計畫的成功與否。2007 年 7 月至 2011 年 6 月期間 ，累計減少

包裝大約 7,100 噸，節省了新加坡約$14.9 百萬元（新幣）的生產成本。 

4. 將廢棄油汙回收轉換成生物柴油 

將廢棄油汙轉換成生物柴由能夠幫助減少環境汙染以及巨大的溫室氣體排

放。且油汙轉換生物柴油廠具有非常小的佔地面積，大約 20000 平方尺，整個

轉換過程不到 16 小時，因為生物柴油具有非常高的燃點，故操作過程安全。與

過去利用沼氣製造的柴油，生物柴油較易處理，因燃點高不如沼氣易燃，故方便

儲存以及攜帶。 

(1) 新加坡現有的油汙處理步驟 

 所有的餐廳都必須安裝隔油池，以防止油脂進入污水處理系統。這是為

了防止地下管道阻塞。地下管道阻塞可能會導致道路溢漏以及昂貴

的管道維護。 

 藉由真空油汙卡車定期從隔油池清除油脂廢物，並且送至油汙處理場

（GWRF）接受進一步的處理。 

 在 GWRF，將利用砂網和砂礫清除油脂中的大型物體，如手套，塑料

包裝，麻，草，塑料瓶蓋等。之後，再利用分解空氣飄浮工具將油

汙分解成為小的空氣氣泡。較輕的脂肪、油和油脂會漂浮到頂端的

攪拌槽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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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攪拌槽裡，濃縮的油汙和水污泥充分被混合並輸送至厭氧的沼氣池取

代沼氣。 

 經過約 25 天的消化，被混和的油汙將進一步脫水→風乾→焚燒。 

 

圖 油汙回收處理流程示意（圖片來源：WCS 大會提供） 

(2) 並且將回收的油汙經過處理後，將其轉換成生物柴油。 

 預先處理 

在這個階段，集中的油汙脂肪含量，大致上 10％至 40％不等。封裝

的廢水，軟固體，塑料包裝，瓶蓋和短纖維，如草，拉菲草串，橡皮筋，

紙巾，透過預先處理的程序，將多餘的固體和廢水分離並將脂質淨化才能

進行下一步轉換過程。 

 轉換 

利用淨化油脂的階段轉換成生物柴油。整個過程所使用的熱量，來自

於內部的污水處理廠，從而進一步的削減由溫室氣體排放所產生的沼氣。

轉換後，生物柴油已可以被作為燃料運輸或加熱應用擴展。 

提煉生物柴油可以進一步提煉，獲得純度為 99.5％酯類產品。酯類產

品可以被用來作為一個等級高的表面活性劑、潤滑劑和酒精生產油脂化學

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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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會展與旅遊政策 

2005 年，新加坡提出「2015 新加坡旅遊發展計畫」（Tourism 2015），以

建設新加坡成為全球之「觀光中心」為主軸，其總體目標為： 

1. 觀光客人數，將由 2004 年的 800 萬人次倍增至 1700 萬人次。 

2. 觀光產業年產值，自 2004 年的 100 億（新加坡幣），倍增至 300 億（新加坡

幣）。 

3. 觀光產值佔 GDP 之比重，則由 2004 年 GDP 之 3％，2015 年提升至 5-6％。 

對此，新加坡政府之主要策略為「發展新加坡成為亞太休閒旅遊度假鈴經之

點」、「強化新加坡在亞太會展產業領先之地位」以及「經由結合『醫療』與『教

育』等服務產業，以建立新加坡成為亞洲之服務產業中心」。 

(一) 休閒旅遊 

新加坡境內無世界文化遺產、也無特殊景觀地形，為了吸引觀光人潮，新加

坡決定以以想像力和人工創造出國際級的景點，例如世界最大的烏園「裕廊飛禽

公園」、世界最大的觀光摩天觀景輪、兩座結合賭場的綜合娛樂中心（濱海灣金

沙及聖淘沙名勝世界），並打破時間的限制，善用夜晚的時問與空間，創下全球

首辦夜間 Fl 賽車比賽、夜間動物園、開放賭場與夜店等，為了就是要延長觀光

時間，以因應全球遊客不同時問差所衍生的需求，進而創造廣大的經濟效益。 

新加坡政府亦成立新加坡觀光發展基金（Tourism Development Fund ) ，

挹注 20 億新加坡幣，經由基礎建設之改善、觀光產業能量之提升、新加坡形象

之塑造及相關旅遊產品之規劃等方式，帶動觀光產業之發展。 

1. 烏節路（orchard Road )  

素有購物天堂之稱的烏節路是新加坡政府推廣觀光的重點示範區域，新加坡

投入 4000 萬元新元進行整建，增加 1 萬平方公尺的空地，可容納 2 至 3 個大型

購物中心進駐，匯集各式各樣的國際知名美食、精品、百貨商場和大型購物中心，

成為新加坡旅遊之必經景點。 



39 

 

2. 兩大綜合娛樂中心（IR , Integrated Resorts )  

兩大綜合於樂中心的開發係以博弈產業為核心產業來帶動整體發展，並以複

合式的服務設施強化區域機能，引進國際旅館、購物中心等業者進駐。但在考量

國家發展目標的前提下，限制博弈產業開發經營面積僅佔總閒發量體之 3％

-5%，並在不同客層定位下，結合相關商務及家庭娛樂相關服務設施，使這兩個

幾乎同時進行的大型開發案有明顯的市場區隔及不同訴求，也為新加坡創造更高

的經濟效益，提升觀光效益與稅收。 

濱海灣金沙綜合娛樂城以商務旅客為主要客層，目標是建立一結合展覽、會

議、購物、住宿、休閒等功能之現代化會展及休閒中心。而內含環球影城、海洋

公園及海事博物館等娛樂設施的聖淘沙名勝世界（Sentosa Resort World）以

家庭旅客為主要客層，目標是建立一個世界級熱帶島嶼型休閒度假勝地，提供多

樣化家庭娛樂及休閒體驗。 

(二) 醫療旅遊 

新加坡是醫療旅遊市場的先行者，因其坐擁東南亞戰略要衝的地理優勢， 

2003 年新加坡經濟發展局、旅進局以及國際企業發展局結合醫療機構與旅遊業

者，致力推動醫療旅進。「醫療服務」業務設置於旅遊局下之國際醫療組，主要

負責醫療產業行銷與推廣，經營模式則是結合觀光行程。 

新加坡政府透過劃設醫學中心區，除以不同醫療資源及專長之醫療中心為核

心外，並結合交通便捷的大眾運輸系統、商場及購物中心、旅館、住宅區等，將

醫學中心區以整合性且完整設施機能進行規劃開發，實有利於國內及國際觀光醫

療之推廣，吸引國際醫療客群。 

(三) 會展產業 

為了強化在亞太會展產業之領先地位，新加坡努力打造自己成為「活動王

國」，新加坡已連續 25 年被國際協會聯盟（UIA ,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評選為「亞洲最佳會議城市」。2007 年新加坡舉辦了 465 場大

型國際會議而首度被 UIA 評選為「世界第一大會議城市」，打敗多年來享有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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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的時尚之都巴黎及維也納，成為全球會議產業的新勢力。並於 2008 年、

2009 年接連被國際協會聯盟評選為世界第 1 大會議城市。 

1. 會展產業的經濟效益 

根據新加坡統計，商務人士約佔新加坡所有觀光客來源的 3 成，這些商務人

士到新加坡平均每次花費約新臺幣 4 萬元，相較於一般遊客的 15000 元，高達

2.6 倍的消費力，是觀光客群中消費力最高的，由此可見會展觀光所帶來的經濟

效益。 

2. 獎勵旅遊計畫 

新加坡旅遊局為擴大會展產業帶來的乘數效益，自 1988 年開始實施獎勵旅

遊開發計畫，不僅推出符合企業需求的獎勵方案，每年更規劃不同的主題行程。 

新加坡對 MICE ( Meetings , Incentives ,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 會

議，獎勵旅遊，論壇及展覽）團體的支援非常完善，新加坡旅遊局更有專屬的新

加坡展覽會議局，提供專屬的客製化服務，如：晚宴或機場歡迎表演儀式、活動

經費贊助、協助安排與知名人物會談或邀請以及場所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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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近年來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即可持續發展）的觀念盛

起，為於保護環境的條件下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能夠不損害後代人的需求。

本次出訪後，對於發展宜居與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的幾點心得與建議為下列幾點： 

(一) 環境綠化 

近年來人口增加與都市化，使得都市中的熱島效應日趨嚴重，為了減緩熱島

效應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並且屋頂綠化可以成為建築屋頂隔熱的一部分，能大幅

減低室內日間的空調耗電量，有助於空調節能。 

新加坡道路因有寬廣的帶狀綠地，所以有足夠腹地以複層式之植栽綠美化，

並利用多種設計變化，讓景觀產生豐富變化，呈現新加坡花園城市的意象，並且

降低道路灰暗及繁忙的印象，讓過客能夠有賞心悅目舒適的感受。 

並且新加坡於 90 年代閒始推動「公園廊道」計畫，著手建立連接各大公園、

自然保護區、居住區公園的廊道系統，計劃建立數條「綠色走廊」將全國的公園

都連接起來，並且廊道提供居民不受機動車輛的干擾下，可以通過步行、騎自行

車遊覽各公園，充分享用這些休閒地。 

新加坡政府致力於環境綠美化，除了植樹計畫外，也推行了綠色標章強制建

築物逐步綠化，使得新加坡獲得了花園城市的美名。目前台中市可持續發展指標

雖已有綠建築的觀念，但在指標與行動方案卻尚未落實，若要能夠增加台中市之

綠覆率，除了新建之建築外，就有建築於整建與維護時也應將其設計加入綠建築

知概念。 

政策實行方面除了參考新加坡政府外，從公家機關著手示範也為推廣綠建築

的方式之一。目前公務建築大多為既有建築，故應朝向於整建或維護時考慮如何

融入綠建築之概念及工法。如：評估加裝太陽能板的可行性、評估既有建築增設

中水系統及水再生系統之可行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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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新建之建築物，未來可評估可行性推動新加坡政府之政策－採用制策強

制所有新建建築物需符合綠建築評等系統標準，並且研擬市訂生態建築規範，提

供舊屋改建財政誘因等。 

(二) 水資源 

台灣是世界排名第十八位的缺水地區。因台灣地狹人稠、山坡陡峭、雨勢集

中，再加上河川短促，所以大部分的雨水都迅速地流入海洋。因此，台灣地區每

人每年平均可以分配到的水量，僅為全世界平均雨量的七分之一。加上環境污

染、都市化效應、濫墾濫伐以及降雨型態的改變，使得台灣地區能夠使用的水資

源越來越少。 

因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使得全球皆面臨的水資源匱乏的問題，新加坡政府

與台灣皆為海島，故我們應該借鏡新加坡的水資源可持續政策的成功經驗，截長

補短。於政府部門方面，應加強水資源的管理、增加造林面積、推動工業用水與

家庭用水用水管線分流，讓工業用水能夠有專管設置。並且推動工業區內建置廢

水回收再利用系統，除了提高工業區內各個工廠提高用水回收率外，將其再生為

工業用水之替用水源。並且除了對民眾強加宣導節約用水的原因與重要性。 

(三) 資源回收與廢棄物處理 

若不從垃圾減量以及資源回收做起，後續的垃圾處理將會變成事倍功半，故

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導資源回收與垃圾分類，推動了「新加坡包裝協議」（SPA）

減少包裝浪費政策。並且，在公共空間，垃圾分類的垃圾桶隨處可見。 

而為了新加坡居民正確的落實回收政策，透過無線電頻率辨識的技術落實於

每個家庭。前往資源回收的卡車具有無線電頻辨識晶片以及秤重系統，能夠立即

讀取感應回收箱的內容物，並且測量其重量後，將資料收集記錄傳至中央系統，

記錄每個家庭或某一個社區的回收量，換算應得的的獎勵點數，讓民眾能夠用點

數換取商品，其獎勵方式值得我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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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資源回收桶隨處可見（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四) 會展與旅遊政策 

臺灣在自然環境、小吃美食、人文內涵、宗教文化等方面，均為旅遊的資源，

在 2010 年吸引了到 556 萬人次到台灣旅遊，2011 年更增加到 608 萬人次。 

而臺灣若欲推動醫療觀光，有幾項競爭優勢：台灣的醫療水準高，費用也較

歐、美等先進國家低廉。並且行政院推出之「六大新興產業」，將「醫療照護產

業」納為其中一項，積極的推廣國際化醫療服務，並且建立異業結盟合作的模式，

盼能快速的與國際接軌，能夠有效掌握全球觀光醫療的龐大商機。 

另外，會展觀光產業所帶來的效益不僅在經濟面，於整體的旅遊品質及舉辦

會展的專業度也能有所提升。若能改變現有的旅客目地結構，發展會展與醫療觀

光，除了會議、展覽本身的經濟效益外，更可吸引、開拓更多國際客源來臺。由

此可見，會展觀光對於一個城市或是國家來說，無論是在競爭力或是企業發展上

都有相當大的助益，就本市而官，可將本市特有的自然風貌、人文歷史、美食文

化等優勢加以整合，以更精緻的方式呈現，利用會展的機會，讓國際旅客進一步

認識台灣，達到提昇國際旅進知名度與擴展國際客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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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樂活生活 

樂 活 音 譯 LOHAS 而 來 。 LOHAS 是 英 語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的縮寫，意為以健康及自給自足的型態過生活。 

在發展精品商業的同時也

必須提供能夠維持民眾一般生

活之需求，新加坡政府以公共

政策介入，讓評價商店能夠與

其他精品商店於新加坡地價最

高的中心商業區地段生存，讓

庶民也能夠在其地區選擇較低

廉的消費。 

為了能夠可持續發展，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除了由政府維持之外，民眾也

必須要同心協力維持，才能夠成就良好的生活環境。因此對民眾倡導可持續發展

以及節能減碳的觀念外，讓民眾如何能夠以樂活的方式生活也是政府部門應努力

的方向。如：提供友善的大眾運輸以及自行車環境，讓民眾改搭大眾運輸及使用

自行車、獎勵願意配合資源回收的民眾與私人單位，培養適可而止的生活態度，

避免過度浪費，由環境來改變民眾日常生活習慣，進而達成宜居城市以及可持續

發展的最終目標。 

圖 平價商店於濱海灣（圖片來源：本報告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