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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都市蔓延與都市化、都市擴張之意涵與整合 

都市化、都市蔓延與都市擴張皆是都市發展的過程之ㄧ，都市化是因

為人口的聚集而發生的現象；都市蔓延則是因為人口聚集後，市中心衰

退、或就業的外移、交通工具的發達……等所產生的現象，使人民往郊區

移動，造成都市外圍地區的都市化的結果；而都市擴張即是由於人口不斷

的增加，都市邊界則會繼續向外擴充的都市發展的過程。 

高佩菁（2002）認為人口從鄉村遷移至都市為都市化過程；而人口從

都市移動到郊區，為郊區化的過程，此時都市蔓延開始發生，其特色為缺

乏計畫指導、散亂、不連續的擴張；相較於都市擴張則是都市發展過程中，

有秩序、連續的發展。 

王國權（2005）卻認為以各國地理環境與社會經濟條件的不同，都市

蔓延的定義會有所差異，在台灣因為地狹人稠，在空間上不易看出都市蔓

延的蛙躍發展特徵，而隨著都市成長及社會進步，交通旅次的增加是必然

的，以及台灣土地使用的控管不夠完善，因此台灣的都市成長，可以認為

是都市擴張甚至是都市蔓延的結果。 

也有學者把都市蔓延、都市化、都市擴張相互影響而提出的解釋，指

出都市蔓延為都市擴張發展的一個過程或是人口成長形成的都市化現象

（Sudhira et al., 2004; 許珮漩，2007）。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都市蔓延屬於都市發展較為負面之發展型態，

而都市擴張與都市化都可認為是都市拓展其空間範圍之現象。因此本研究

認為都市蔓延、都市化、都市擴張這三個詞語可以統稱為一種都市發展所

產生的現象－即人口不斷的向都市外圍移動而造成都市的範圍持續向外

延伸所形成的一種現象。此現象可能會使都市外圍的動態地景持續的在改

變，不論是建成地區的增加以及農地、森林的喪失或是環境的改變而影響

在全球暖化的問題上。因此本研究以下將此現象皆認為「都市蔓延」現象，

此即是本研究所討論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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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都市蔓延對自然資源的影響 

有許多國內外學者研究都市蔓延所產生的影響，不論是對自然環境、

生態系統、社會、經濟、土地使用等各種面向上大多是對於其負面影響的

討論，然而也有部分學者（如 Boyce、Ohls and Pines、Peiser 等）持相

反的意見，不認為都市蔓延一定只有負面的影響。本研究僅回顧都市蔓延

影響在土地相關的自然生態與土地使用方面： 

一、 自然生態面 

    都市蔓延一般最為被廣為人知的影響就是對自然生態的影響，尤其

在現今倡導永續發展的社會，政府、地方、學者均強調環境保護的重要，

都市蔓延在自然生態面的負面影響整理如下： 

（一） 自然綠地的消失 

    由於都市化的形成，原本為綠地地區被混凝土、瀝青、以及各種

物質所形成的都市形態所覆蓋，使綠地面積減少。都市長期最嚴重的

問題是主要農地的減少。依據 Nebel and Wright（1998）所述，世界

上有 65%的土地是沙漠，荒地或高山，其中沒有一種可以耕作，另外

24%的土地為邊界土地，它們過度乾燥或潮濕，只有 11%的土地是主要

的耕地。耕地的減少是全球都有的現象，所以各國家都沒有多餘的土

地可以浪費。然而在現代化與工業化的過程中有許多的農地被拿來開

發使用，而有限的農地也因為侵蝕和鹽化使得灌溉的土地更少了，這

種浪費農地拿來開發的行為，對於任何國家而言都是不負責任的行為。 

高佩菁（2002）研究台中都會區擴張過程指出，都會區核心區、

邊緣圈及郊區圈之農地快速的流失。另外從都市發展用地之開闢率來

看，在農地高度流失地區其住宅、商業及工業用地之開闢率皆未達

80%，顯示都市計畫範圍內之發展用地並未有效利用，而是將地價較便

宜之農地，變成都市化使用。張誌安（2005）分析台灣鄉村的蔓延，

發現自 1976-2001 年之間，全國耕地少掉 38,706 公頃，減少了 4.36%，

且全台縣市都呈減少的趨勢，僅有嘉義、花蓮、南投的耕地有在成長；

以都會區的範圍來看，全部都會區減少的耕地面積至少都有 10%，而

耕地流失最嚴重的三個行政區為高雄市、台中市、台北市，剛好是北、

中、南三大都會區的中心都市，推斷耕地減少的速度應與該地都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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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度有一定的關係。 

（二） 空氣污染 

    有數據指出在都市地區的空氣污染汽車排放占80%（Nebel and 

Wright, 1998）。可見都市蔓延使用大量的汽車對空氣污染的危害。並

且都市地區散發全部人為的碳在78%~97%之間，其中60%是由大眾運輸

和建築物而來，其餘是從產業而來。這些散佈瀰漫著整個大氣之中超

過3~4個月的時間，但卻只是由一小地區產生（O＇Meara, 1999）。其

容易造成溫室效應的產生以及臭氧的枯竭，和各種空氣污染問題。 

（三） 水源污染和洪水氾濫的增加 

    Nebel and Wright（1998）表示所有公路、停車地區和其他有道

路與都市擴張有關的地區導致排出的廢物實質的增加。甚至水泥石油

道路的舖設，改變了溪流以及分水嶺的樣貌（高佩菁，2002），也妨害

草地與雨水的吸收。而這些影響的結果可能會增加河川的氾濫、河流

的侵蝕和減少水量。 

（四） 能源消耗 

    都市蔓延的通勤使用大量交通工具，其中以汽車為最多。Friedman

（2004）指出在社區層級，運輸工具佔所有能源使用的 40~50%，居住

的建築物使用另外 20~30%，因此幾乎 80%的能源都是由都市所使用。

且由於依賴車子的生活方式，也就必須負擔對資源需求的增加。從

1945 年到 1980 年，美國石油的消耗是人口成長的四倍。此外，市郊

地區的房子比城市的房子在暖氣與冷氣多耗損 1.5 或 2 倍的能源

（Nebel and Wright, 1998）。所以說都市蔓延與能源消耗是存在正向

的關係。 

（五） 動植物的減少 

    Nebel and Wright（1998）也提出無數的都市公園因公路開發而

消失。當自然環境因開發而遭受破壞時，許多野生動物也因此死亡。

此外，有些種類的生物需要完全未開發的地區才能生存。所以，今日

更多的野生動物被交通工具殺死的比獵人打死的還多。Robinson et al.

（2005）以實證資料，發現西雅圖地區蔓延確實造成郊區的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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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類及其數量的減少。 

二、 土地使用面 

（一） 交通問題 

陳明竺（1992）與 Sierra club（1998）皆提出由於都市蔓延居住

與工作、娛樂、購物的分開，增加大量的通勤需要會造成通勤旅次增加，

造成交通擁擠的問題；而在高佩菁（2002）則提出的由於高速公路的建

設及汽車的普遍使用，使都市沿著公路向外擴張。又聯邦政府每年花費

龐大費用建造高速公路，企圖改善交通擁擠問題，然而又增加了交通工

具的使用，以及都市繼續的向外蔓延，產生更大的交通量，如此反覆的

循環，更加深交通的惡化。 

（二） 地景功能改變 

從 1960 到 1990 年，美國都市人口密度減少超過 30%，而都市人口

增加 50%（US Census Bureau, 1993）。原本鄉村地區的土地提供人們

從事農業、新鮮空氣、美麗風景、動植物生活的功能，因為都市蔓延而

使鄉村地區逐漸變成都市化地區，其地景也從原本鄉村田野景觀逐漸成

為水泥磚牆的大樓所覆蓋；而都市中心地區也由於髒亂擁擠、衰敗消

退，人們都移往郊區，變成人煙稀少的地區。換句話說，都市蔓延造成

許多地景生態和作用的改變，導致空間結構和型態的改變。地景的改

變，時常可以從都市土地的面積增加而自然的農業土地和綠地面積的減

少中發現（Antrop, 2000）。但是都市化的地區並不代表就是充滿著水

泥磚牆的大樓和道路完全覆蓋，仍然有些許部分是綠色地帶，並且持續

著 生 態 系 統 的 功 能 ， 只 是 ， 其 功 能 和 形 式 變 的 比 較 困 難

（Svirejeva-Hopkins, 2004）。 

在都市蔓延的過程中，農地或綠地可能是以散布、不連續的形態呈

現，如此造農地和綠地不能充分發揮其功能，例如農地總產量下降、農

地違法轉用、期待未來價值而閒置不用、涵養水源、淨化空氣等效果消

失。 

由上述可知，都市持續的蔓延發展，逐漸擴展到鄉村的範圍，使鄉

村與都市分界模糊，鄉村逐漸有著都市的功能，因而與原本的地景自然

環境、歷史、甚至是文化產生對立的情況。此現象是隨著社會、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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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下產生的都市蔓延所造成的，會逐漸的吞噬掉鄉村原本的自然風

貌，並且造成許多在自然和社會方面的問題。然而重視此種地景改變的

人仍在少數，多數人都是嚮往擁有都市般的生活情景，忽視了鄉村原有

的特殊地景。 

（三） 農地轉用問題 

農地轉用問題甚為嚴重，因為居住都市外圍的居民期望其土地可以

得到更佳收益，而將農地作為其他使用，也由於原本在市中心的工廠或

其他產業因為市中心的地租過高，無法負擔，而期望在離都市外圍的地

區尋求便宜地租的地點，因此在市場機制下，兩者有供需的關係，因而

造成農地違法轉用的問題。如此未經管理的工廠設置和優良農地的喪

失，會對自然環境造成莫大的傷害。 

（四） 都市空間的改變 

除了市中心的衰敗之外，人們的居住空間也有很大的改變，遠離市

中心的人們在都市郊區擁有較大面積的房屋，造成低密度住宅的大量產

生，並且都市發展是沿著交通運輸廊道和機場的周圍發展（Antrop, 

2000）。美國農業部農經資訊（2002）（USDA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發現幾乎最近建造的住宅都位在都市外圍或郊區，結果是增加消費農業

土地和開放空間。過去 20 年，新的獨棟住宅（single family）的住宅

面積上升 2倍。 

都市蔓延是一個都市形態動態化的過程，它是慢慢的、逐漸的影響我

們生活的地區，一旦蔓延的影響造成，不論是在自然或是人文方面，不但

是會造成許多災害，若要回復原狀也是相當困難的。都市蔓延除了上述的

負面影響外，有些學者對於都市蔓延抱持不只有負面的影響，也許在長期

來看，對都市經濟的成長是有幫助的。 

Boyce（1963）認為都市蔓延是為未來發展預留了彈性，特別是在不

確定和不完整的知識體系中。 

Ohls and Pines（1975）以生活空間（Living Space）和可及性權衡

（Trade-off）的考慮下，以簡單的動態觀念對資源（住宅單元）分配。

發現蛙躍的土地發展，是由於人們偏好低密度或低住宅成本，使得都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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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地區發展了低密度住宅，就長期而言可能產生更有效率的都市形式。 

Peiser（1989）整理 Ottensmann（1977）、Schmid（1968）以及 Ohls 

and Pines（1975）的觀點，認為以長期來看，不連續的發展所保留下來

的空地可以提供未來更密集的發展，使都市發展更加緊密。 

Glaeser and Kahn（2001）認為畢竟人們喜歡大房子、大庭苑、接近

舒適、方便的購物中心，和其他蔓延的特徵。且已有經驗上的證據指出美

國就業的離心化的原因是對於郊區舒適的消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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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都市蔓延與氣候暖化 

過去各國皆重視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土地視為一項生產因素，

經由土地之生產過程而產生許多利益，且由於人口的增加與聚集，使得都

市快速的成長，進而有大量的土地開發。Svirejeva-Hopkins（2004）認

為當都市持續蔓延時，自然系統和地景的土地轉變，即一個「自然的」土

地變成「都市化的」，這種轉變是不可避免的。 

在認知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的危害後，近年來各界紛紛注重在土地環

境與自然生態的保護。布蘭德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The Bruntland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1987）發現許

多嚴重的環境問題是起因於快速的都市成長。現代化的都市和都市郊區忍

受更多受污染的大氣和水體系統，少量的陽光和非都市化地區不同的微氣

候（所謂的都市熱島效應）。 

在前一節敘述都市蔓延的一般影響之後，發現與環境問題相關的都市

蔓延問題多在自然生態面、土地使用面的影響。然而都市蔓延尤以土地使

用變遷對自然環境的喪失或破壞會造成相當嚴重的後果，如各種氣候變

遷、空氣污染、熱島效應、綠地喪失、物種消失……等，且易形成惡性循

環─都市繼續蔓延。因此，本研究將著重探討當前都市發展所面臨之重要

課題─氣候暖化，即都市蔓延的負面影響與氣候暖化之關係為何。以下將

針對都市蔓延與氣候暖化的相關研究整理之： 

一、 都市熱島效應4 

Yamashita(1996)認為都市氣候，特別是熱島現象，已經變成都是人

類環境和全球氣候變遷的重要觀點，因為越來越多人們住在以開發或開

發中國家的都市地區。所以都市熱島效應會造成氣溫增溫的現象，在部

分人口集中的區域會較為顯著。尤其在台北都會區之熱島效應大於台灣

中、小型之都市，且密集的商業區容易成為都市熱島的中心（林憲德等

人，2001）。孫振義和林憲德（2006）研究台南 14 個鄉鎮市也發現，在

                                                 
4由於都市中大量的人工發熱、建築物、道路的高蓄熱體、綠地稀少等因素，造成都市的

高溫化。因此，溫暖化的都市在周遭低溫郊區的背景襯托下，有如一座發熱般的島嶼，這

種現象在氣象學上稱之為「都市熱島(urban heat island)」。都市熱島所產生的效應之一，

是當天氣晴朗、平靜，以及夜間逆溫層存在時，都市熱島將形成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之塵

罩現象（林憲德，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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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中心，或是重要的交通、經濟、文教，與行政中心也會形成都市熱

島。陳昭銘和汪鳳如（2000）的研究計算台灣地區都會區測站之暖化趨

勢約 44%應與都市熱島效應有關。鄭祚芳等人（2007）也證實熱島效應是

導致北京各地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佔總增暖比重的 47.5%~61.2%。因此

在都市蔓延的情況下，人口往都市外圍移動，似乎會擴大都市熱島之範

圍。 

國內相關文獻多對於人口規模與都市熱島的研究，發現綠地（或綠

覆率）與緩和都市熱島有明顯之相關性。在國內都市熱島之研究多注重

於測量工具所得到之溫度比較，以及分析影響都市熱島溫度的因素。或

是都市內部各種土地使用形態與都市熱島強度5差的關係， 

國外文獻方面，Karl et al.（1988）的研究也與國內相一致，提出

都市熱島強度通常隨城市人口數的增加而增強，其所導致的暖化現象則

在 10 萬以上人口的城市較為顯著。Yamashita(1996)研究日本東京都會

區都市熱島現象在晴天時熱島強度可以高達 5℃；Kim and Baik（2004）

研究韓國六大城市的熱島強度，在首爾為最高，每日平均最大熱島強度

為 3.34℃。可以見得不論國內外的都市，都存在著都市熱島效應之問題。 

以下分別就國內外研究所提出之影響都市熱島的正、負相關因子與

所提出的改善都市熱島之方法做一整理說明： 

（一） 與都市熱島現象呈現正相關之因子 

人口數、樓地板面積（林立人，2000）、人工物土地（林憲德等人，

2001）、建築物之分布、都市開發面積、公共設施用地，住商混合用地（鄭

婉純，2004）與都市氣溫分布呈現正相關。尤其鄭婉純（2004）指出公

共設施用地與都市氣溫間之正相關性以及影響力均較其他土地使用類型

為高；林憲德等人（2005）研究指出人口數若達到 23,000 人，都市熱島

強度會上升 1℃；若人口數達到 10 萬人以上，則都市熱島強度會上升 2

℃。 

（二） 與都市熱島之氣溫上升呈現負相關之因子 

綠地（Mehmet et al., 1995；林立人，2000；林憲德，2001；鄭婉

                                                 
5為計算「都市熱島效應」嚴重程度，通常以都市與郊區溫度差之值 rTu −Δ 作為評估，

亦稱為「都市熱島強度」（Urban Heat Island Intensity, U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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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2004；李洋毅，2006）被認為是最顯著的負相關因子，因為綠地的

降低都市氣溫的功能；鄭婉純（2004）研究結果發現台中市低度開發之

工業用地對都市氣溫之影響為負相關性。 

（三） 緩和都市熱島之建議方式 

上述許多研究也提出一些改善都市熱島的方式，如林憲德等人

（2001）認為人口密度（或都市計畫人口）、建蔽率、容積率、綠覆率、

水域密度的調整或變化可以降低都市熱島的程度。孫振義、林憲德（2006）

的研究更具體的說明有效利用已開發土地、停止無限制的擴張，保留農

田區域的比例，將有效減緩都市熱島之惡化。Yamashita（1996）也表示

考量都市與人類環境，應用在都市計畫和都市再發展可以緩和都市熱島

現象。 

 

二、 都市化所形成之氣候暖化分析 

都市熱島效應的分析是屬於短暫時間的氣溫量測，並且以都市中心與

郊區作為對照來比較，計算測量當時二地氣溫的差距，以作為都市熱島效

應判斷的基礎。然而都市不是短暫存在的，在都市的環境變遷上雖有都市

熱島效應的問題，但是都市長期以來氣溫之變化也是判斷都市氣候暖化造

成影響的依據，也是許多文獻討論的方向之一。 

（一） 各國都市化對長期氣溫之影響 

都市長期以來不斷的發展，不論是小都市成長為大都市，大都市形

成都會區等都市化過程，以及當前都市蔓延型態的發展，對長期氣溫的

變化會造成一定的影響。以下針對台灣與其他國家對於都市氣候暖化之

的研究做一回顧。 

Colin et al.（1999）研究賽普勒斯（Cyprus）兩個氣溫測站近 100

年的氣溫變化，結論平均溫度大約 1℃/100 年的增加趨勢。他認為賽普

勒斯長期的溫度上升是因為在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改變所導致，更進一步

的說，這些改變的部份可能是由於賽普勒斯都市化增加導致地方土地使

用改變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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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i et al.（1997）研究科威特（Kuwait）之氣溫變化，發現自 1972

年之後氣溫增加 0.03℃-0.08℃yr-1，是為暖化的時代。他認為暖化之原

因一部分是由於全球氣候變遷，其餘是由於人類都市化使地方氣候變遷。 

Founda et al.（2004）觀察 1897~2001 年希臘雅典（Athens）國家

天文台（the National Observatory of Athens (NOA)）的氣溫資料。

分析指出雅典每年的溫度在過去一世紀上升 0.47℃。並且在過去 10 年，

實證統計上有明顯暖化的趨勢，因此都市作用與雅典天文台溫度資料需

要被注意。 

Oh et al.（2005）觀察韓國的氣溫變化，10 年的分析結果顯示都市

地區溫度快速上升 1.39℃（首爾），和鄉村地區上升 0.43℃。而在

Chupungnyeong（秋風嶺）地區在過去的 30 年間，溫度受都市化的影響

只增加 0.44~0.86℃之間。 

Lamptey et al.（2005）使用 PSU/NCAR MM56從 1990 年模擬 5年美

國東北部農業土地覆蓋和都市土地覆蓋的氣候敏感性。結果發現在冬天

和夏天都市化影響都市地區附近地表的氣溫增加超過 1K7。 

張井勇和董文杰（2007）研究近 10 幾年來大陸東部的長期氣溫變化，

發現都市化和土地使用的改變可能增加地表平均溫度 0.12℃/10 年；以

及增加地表最低溫度 0.2℃/10 年，和增加地表最高溫度 0.03℃/10 年。 

徐森雄等人（2007）研究台中與彭佳嶼兩氣象站之 1949~2005 年平

均氣溫資料，分析其差異，藉以瞭解台中市於都市化發展過程中，各項

因素與氣溫變化之關係。結果台中市自 1949~2005 年之年平均氣溫上升

率為 0.005℃Yr -1，但如僅就 1983 年以後來看台中市之年平均氣溫上升

率達 0.036℃Yr -1。推測至 2050 年台中市之年平均氣溫為 25.0℃。並

且也提出這氣溫上升遠低於台北自 1980~1991 年之年平均氣溫上升率

0.09℃Yr-1。 

（二） 影響都市暖化之相關因素 

在台灣的研究方面，Wu (1994)以統計分析看出台灣地區氣溫全年有

上升趨勢。此乃台灣近年來工商業急速發展，人口增加，建築物型態改

                                                 
6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Mesoscale Model (MM5) 
7 K＝℃＋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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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交通運輸量激增等所致。徐森雄、唐琦（1994）與徐森雄等人（2007）

分別研究台北與台中的都市溫度變化，發現用電量、道路面積、機動車

輛數、人口密度的增加與氣溫升高有明顯正相關，而水田面積則呈現負

相關。 

Philandras et al.（1999）研究利用雅典國家天文台之氣溫資料，

發現雅典建築物的增加以及 1970 年之後人口、汽車數量的快速增加，配

合降雨量的減少，都會使都市氣溫上升。 

Quereda Sala et al.（2000）分別觀察 1870~1996 年西班牙近地中

海地區氣溫測站的氣溫資料，以及 1940~1996 年鄉村地區 27 個氣溫測站

的氣溫資料，並與前一資料做比較。研究結果在指出二十世紀的後 50 年，

都市發展和人類工業會對區域溫度有 0.57℃的影響，這觀察的結果會增

加都市成長的包袱。 

Kalnay and Cai（2003）研究認為人類活動對氣候最重要的影響是

溫室氣體的排放和土地使用的改變，像是都市化和農業生產，但是很難

分離這兩個影響程度，因為他們都是增加每日的平均地表溫度。 

Chung et al.（2004）研究首爾 29 年的氣溫資料，發現首爾每年平

均溫度上升 0.52℃/10 年。他認為溫度的上升與工業化有關連，因為南

韓快速工業化發生在 1970 年代晚期和 1980 年代晚期。 

任學慧、李元華（2007）研究大連市 50 年來的氣溫，發現大連市隨

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相繼出現了城市規模急遽擴大、城市結構和功能以

及環境明顯改變、「三污8」排放量劇增等現象，這對氣溫變化造成直接或

間接的影響。結論認為城市人口數量、城市化水平、產業結構和下墊面9的

性質改變是在都市化過程中影響氣溫的主導因子。 

鄭祚芳等人（2007）對北京與其它兩個測站的觀測結果，提出分析

氣溫與全市道路長度、道路面積、用電量、污水排放量、用水總量、工

業生產總值、GDP、戶籍人口等城市化指標間的相關係數發現，相關係數

介於 0.441~0.653 之間，其中與戶籍人口之間的相關性最強，表示城市

人口的變動對氣溫的影響最明顯，也表示城市化程度愈高的區域，氣溫

對城市化過程愈敏感。 

                                                 
8三污為固體、氣體、液體污染，如廢水、廢氣、廢渣。 
9 包圍在地球外部的一層氣體總稱為大氣或大氣圈。大氣圈以地球的水陸表面為其下界，

稱為大氣層的下墊面，包括地面、水面、植被、沙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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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文獻有些有提及到土地政策及都市規劃的重要性，若政策或規

劃出了問題，尤其是人口和公共設施配置的方面，對都市氣溫的影響很

大，也就代表若在都市化的情形下，人口成長若控制的不佳，或是公共設

施（尤其是綠地）的規模或配置不適當，反而會使都市熱島惡化，可能會

造成都市蔓延的惡性循環。因此在土地規劃方面如何保護都市周圍的綠地

以及土地和空間如何做適當的配置便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三、 都市的溫室效應與空氣污染 

溫室效應為各國在對於氣候暖化、環境變遷主要的元兇，因為都市使

用各種能源、破壞自然生態，皆會對於都市以及其週遭的環境造成影響，

空氣污染也是都市嚴重的環境惡化問題之一，尤其蔓延式的土地開發方式

尤其對能源的消耗甚大，如此會產生更多的溫室氣體及污染的空氣，當大

量的溫室氣體進入大氣中即造成氣候改變和全球暖化10。Casperson et 

al.(2000)指出蔓延可能次要的摧毀森林在碳的隔離和增加化石燃料的消

費來溫暖較大的房子以及通勤造成的氣候改變。 

一般所知溫室效應是大氣中二氧化碳（CO2）、臭氧（O3）、甲烷（CH4）、

氟氯碳化物（CFCs）、氧化亞氮（N2O）及一氧化碳（CO）等微量氣體之

急速增加而引發的。其中二氧化碳為最重要之溫室效應氣體，地球上溫度

上升有 50%是由二氧化碳而來，其他甲烷、氧化亞氮、臭氧和氟氯碳化物

為另外 50% (楊盛行，1995)。二氧化碳相較於其他溫室氣體，每單位二

氧化碳造成的溫室效應並不高，不過二氧化碳在大氣中的含量遠大於其他

溫室氣體。以全球而言，二氧化碳含量就佔了所有溫室氣體 70%的比率，

使之成為各類溫室氣體當中，對全球溫室效應貢獻量最高的氣體，約佔

50%左右（李豐任，2005）；並且，溫室氣體還有生命期長的特性，以二氧

化碳為例其生命期至少長達 50~200 年；甲烷在大氣之生命期甚至可達

50000 年以上（謝淑婷，2006）。可見自從工業革命以來，人類燃燒化石

燃料、農業活動以及各項經濟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現今仍然存在大氣之

中影響著人類，假如從今開始不再產生溫室氣體，仍要承受相當長時間的

溫室效應影響才能恢復原狀。 

溫室氣體的產生，最主要的來源是化石燃料的燃燒，化石燃料燃燒則

來自於交通運輸、工業發展所需要，而以自小客車的交通運輸型態為主的

                                                 
10全球暖化現象，係指大氣中增加了過量的溫室氣體，使地球表面如覆蓋在一層玻璃罩之

下（如溫室一般），而使氣體逐漸升高之現象（陳澤義，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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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蔓延型態的發展，卻只有可能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量。有國際性的汽

車使用研究提出，當每人平均交通工具排放可能在低密度、依賴交通工具

的地區較高，交通工具排放的比例在都市化地區是較低的（Kenworthy and 

Laube, 2002）。 

另外，在空氣污染方面，在全球環境變遷的情況下，臭氧也是目前最

嚴重的空氣污染項目之一，台灣的空氣監測的結果顯示臭氧濃度與懸浮微

粒是目前主要的空氣污染物，在強日照、低風速的氣候下，臭氧容易累積

至高濃度，尤其在人口密集、汽機車使用頻繁的都會區更為嚴重，如此造

成的臭氧累積會對生物形成危害（柳中明，1993）。 

總而言之，都市化過程改變了地方碳的流動結構，造成溫室效應和空

氣污染的產生，因此可以了解欲達到減少溫室效應及空氣污染的發生，則

必須從減少其排放量或是加強吸收這些氣體著手。鑒於此，綠地有著良好

的功能，可以利用光合作用以吸收這些氣體達到淨化空氣、保持溫度、溼

度…等的功效，可幫助減少溫室效應和空氣污染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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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都市氣候暖化的解決方式 

在許多由都市蔓延所產生都市熱島、溫室效應與空氣污染、地景功能

喪失等而造成氣候暖化問題，若不加以控制，不只在都市區域會有暖化現

象發生，甚至可能會對全球造成相當大的衝擊。解決方式除了上述第二節

提到的緩和都市熱島的一些方法，主要是從土地的角度出發，如保留綠地

與限制開發為主，本節在緩和或使都市蔓延發展的不良影響降至最低的方

法方面，有以下的可以施行之策略： 

一、 成長管理（包含智慧型成長、大眾運輸導向） 

美國都市成長管理為控制都市失序的發展，以及透過規劃、管理與法

令來提升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配置的效率，引導都市邁向完善的發展形

態，最早期（1950s-1970）的成長管理即是為了保護環境資源為目的所設

置。而近十幾年來所興起的智慧型成長方案，促進現有地區完善的發展計

畫和途徑，並且提供交通運輸和住宅的選擇，可以幫助減少空氣污染和溫

室氣體排放，也保存農地和開放空間（Shatzkin, 2004）。強調探討如何

在內都市及舊郊區的成長品質，且重視綠地、溼地、農地的保護。其不但

包括成長管理的目標，且加入都市設計與建築設計兩項元素，限制都會邊

緣地區的不當成長，並且提倡內都市的再投資與環境改造，重塑都市空間

意象，強化都市的適居性，建構大眾運輸導向之發展模式，來達到引導人

口及產業的回流（賴宗裕，2003）。 

在 1996 年成立的智慧型成長網路（Smart Growth Network），其中的

智慧型成長原則包括如下： 

（一） 混合土地使用 

（二） 利用緊密的建築設計 

（三） 創造多元的住宅機會與選擇 

（四） 創造適宜步行的鄰里環境 

（五） 支持形塑具有地方意識與特色的迷人社區 

（六） 保育開放空間、農地、自然景觀及重要環境敏感地區 

（七） 加強並引導開發活動至既成社區 

（八） 提供多樣的交通運輸工具選擇 

（九） 使開發決策具有可預期性、公平性及成本效益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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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鼓勵社區及利益相關參與者在的充分合作 

二、 新都市主義（New Urbanism） 

新都市主義是由建築師和規劃者在 1980 年代末期和 1990 年代初期，

以改良所有房地產發展的觀念，所創造設計的一個運動（Shatzkin, 

2004），是為美國都市發展與規劃的政策、成長管理的延續。起初是由於

高速公路的興建與政府貸款保險政策的影響，造成郊區發展興起，市中心

衰敗的過程，形成蛙躍的都市蔓延發展形態下所產生的一種新的思潮，新

都市主義反思現代都市缺乏的人文精神與關懷的現象，主要在都會區、和

市郊區域提倡多樣混合且互相通連的鄰里地區。新都市主義的主要設計原

則如下（林承緯，2005）： 

（一） 緊密發展、混合使用且可以辨識的鄰里。 

（二） 各分區具有適當位置與獨特性。 

（三） 行人尺度的通道，通道上結合各種開放空間。 

（四） 整合自然環境與人造社區，形成一個永續的整體。 

三、 緊密都市（混合土地使用） 

緊密都市與都市擴張之概念相反，目的在藉由達到土地利用的高度集

約化，希望功能上透過土地使用型態之設計與管制（如混合土地使用以及

大眾運輸導向的交通系統），使日常生活之工作、休閒、居住與購物等行

動在一定的範圍內，其倡導能源效率的土地使用計畫（energy efficient 

land use planning）、整合性的電暖能源系統及能源效率的建築（energy 

efficient building）等方法。緊密都市的達成可降低旅次的需求以及對

汽機車的依賴，以及減輕整體環境負荷，創造永續的都市空間（徐國城，

2006）。 

Pemer（2001）建議緊密都市型態的發展策略有： 

（一）都市核心地區的機能加強 

（二）大眾運輸系統導向的都市發展架構 

（三）友善、環保的都市系統 

（四）綠地空間的保護與增設 

（五）都市窳陋地區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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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能源之星（energy star）計畫 

美 國 的 能 源 之 星 計 畫 最 早 在 1992 年 由 美 國 環 境 保 護 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所提出，目的是降低能源使

用的消耗以及增加各項電器及建築產品的能源有效率使用，而提出的一個

標章措施，以供民眾購買各項家電用品（如洗衣機、電冰箱、冷氣機、暖

器爐等）時可以選用有能源之星標章的產品以對環境保護盡一份心力。到

了 1996 年，美國環保署與美國能源部（the Department of Energy；DOE）

宣布共同合作推動能源之星計畫，並開始推動能源之星建築物方案，至同

年 12 月，已有 100 多家建商參與推動並建造 200 多家能源之星住宅，同

時幾家銀行提供能源之星抵押貸款以購買能源之星住宅。另外也推出能源

之星住宅改善工具，使民眾在修繕房屋也能採用能源之星產品。截至 2000

年底，計有 1,600 多家建商參與能源之星建築物方案計畫，24,000 多家

住宅獲能源之星標章（中華民國能源之星網站）。 

在以上敘述的四項方案中，可以看出美國為了降低都市蔓延所產生的

成本，尤其在土地資源方面，多注重綠地及開放空間的保護、以及都市發

展形態與土地使用的有秩序規劃、和多種節能設施的採用以達到永續發展

及土地資源的有效利用，這些不論是從全國的政策方向探討或是在個別能

源效率的使用上。然而在地方的應用上仍有許多工具可以應用，譬如綠建

築設計與法規、節能措施、步行與自行車道的劃設、城市的美化綠化等，

在各州或許有些許達成目標上的差異，但基本上的概念都是在減少對能源

的需求、或增加汙染的吸收等減少自然環境的在蔓延發展下的負擔。 

在實際執行的成效方面，據美國研究，若滿足一個家庭的加熱和冷卻

需求的成本，投資幾百元在隔離和保暖的設施就可以減少 30%的能源成本；

加州研究發現利用太陽方位，順著太陽光加熱或冷卻，以及較狹窄的街道

發展，能源減少可以達到 20%以上；若是每年有 10%的房屋適合政府的「能

源之星效率水準（Energy Star efficiency standards）」，可以減少 400

億磅的二氧化碳進入到大氣（Shatzki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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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都市蔓延這個議題在世界各國均廣泛的被討論，所造成的各種負面的

影響涉及各種層面，不論是人類社會、生物多樣性、環境生態方面。但是，

都市蔓延這個課題卻又因為人口不斷的增加所造成的都市化地區的擴大，

而無法有效的利用土地規劃與管制的方式獲得良好的控制，僅能緩和蔓延

發展的速度而已。根據 IPCC 於 2007 年的報告表示，雖然全球各地的氣溫

不同，但是預測到 2100 年平均氣溫會上升 1.1-6.4℃，而且這個增加在北

半球會比較大(IPCC, 2007)。 

上述許多都市溫度上升的原因除了全球暖化的現象造成之外，都市化

是最主要的因素，都市化所表現在人口數、汽車數量、建築物面積、道路

面積…等的增加，以至於消耗的能源增加，不但是影響都市的氣候、也會

造成溫室效應與空氣污染等自然與環境上之問題；然而都市蔓延發展更增

加在汽車使用量、道路長度、與土地使用的改變，增加不必要的能源消耗。 

由以上文獻回顧可以得知許多文獻在處理都市熱島現象的建議多從限

制性的角度出發（如建蔽率、容積率、農田比例的控制…等）。又現今的土

地規劃與管制面著重在土地配置形態與環境資源保護的規範，卻鮮少與減

少能源及汙染排放的策略有效的結合。因此本研究期望藉由蔓延發展形態

所造成氣候暖化的影響，並以台北都會區研究做為佐證，再依據各項氣候

暖化之解決方式，對台灣當前土地規劃方式的缺失並且結合能源消耗及汙

染排放減量的政策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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