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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當今全球氣候快速變遷，全球各地都紛紛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與極端氣候，因為工業

革命的興起，大量的溫室氣體釋放了幾個世紀至今，導致了海平面不斷上升及更加炎熱氣

候勢 必漸漸影響人類居住生活環境。倪敏東於『適應氣候變化的公共空間規劃-來至倫敦

卡姆登區的經驗』中提到:「與城市規劃學科相關的城市建成環境中，建築可以使用超過

50 年，而規 劃城市結構則可以影響城市長達幾個世紀。因此城市規劃與設計工作對適應

環境變化有著重要的作用，適應氣候變化意味著應當使城鎮更加的具有彈性。」基隆市是

一個靠海環山的小城市，與海與山等自然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鑒於目前基隆的各種經濟

發展規劃過程中，除了人為條件的影響外，最大的影響勢必是氣候變遷而增加的颱風侵襲

以及夏日逐漸嚴熱的天氣；應把各種環境變遷加入市政規劃考量。本文主旨在討論各國的

城市公共環境設計規劃 如何把環境設計加入適應氣候變化的案例，在氣候變遷後人群互

動上的案例，及政策與各方因素上各有何不同與需要改善或政策借鑑的地方，進而輔助或

改善目前基隆的實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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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現況檢討及問題分析 

一、現況問題: 

    基隆市是一個環山靠海的小城鎮，北面向海，因地勢與方位緣故；常年下雨不斷，為基

隆帶來充沛的雨水，但也因此，不利於戶外活動的發展。舉凡基隆有名的景點包括海洋廣

場、廟口夜市、中正公園、潮境公園、碧砂漁港、八斗子海濱公園等，是以特色地質以及

歷史文化交錯的空間環境。為近年世界上各地因環境變遷所造成的災難不斷，溫度上升而

導致海平面上升及颱風不斷；務必對近海城市造成許多迫害，以基隆而言；近年發生多次

的嚴重颱風後，後續的搶災以及維護工作變成一大城市問題，如何在延續與創造更好的公共

空間以及更新應映環境變遷而變化的城鎮發展，我們可從下列兩個主要問題探討來觀察學

習。 

  (一)環境溫度上升: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民國 98 年 12 月統計，1980 年至 2010 年間，全台年均溫上 升 0.8 

度(表 2-1)，北部年均溫上升約 2 度(表 2-2)，根據上述統計資料可知台灣的溫度在 30 年

之間上升，而在北部發展區的溫度更上升達兩度，溫度上升後可能會導致乾旱、植物不易

生長而帶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是基隆不可避免的大環境變遷的其中一環。 

      
        (表 2-1)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繪製 

       (表 2-2)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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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颱風次數: 

    根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民國 98 年統計(表 2-3)，從 1901 年至 2008 年間夏季海水

溫度上升，颱風次數也比以往更多更劇烈，而 1996 年至 2016 年間造成農業損失、坡地

坍塌、建築損壞；等複合性的傷害(表 2-4)，程度上來說嚴重影響各種經濟活動，造成極

大的環境破壞。2016 年 9月莫蘭蒂颱風及馬勒卡颱風帶來的特大豪雨以及強風重創基隆

坡地，基隆海洋廣場亦有海水倒灌的情勢。由此可見政府可藉由建設讓災害降至最低，

例如民國 90年底經濟部提出「員山子分洪計畫」(圖 2-1)，藉由上游的分洪解決了長期

以來基隆河每逢颱風就淹水的困境。 

(表 2-3)近年颱風侵台損害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2016 年 09 月 18 日  于國欽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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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颱風發生頻率與臺灣近海水面及陸上溫度年與季變化資料-夏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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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員山子分洪進水口結構佈置情形 

    資料來源：水利署第十河川局製 

二、案例分析 

 案例一、美國波特蘭市第十二道綠街 SW 12th Avenue Green Street Project 

  全球面對環境變遷的問題，歐美國家十年前開始在城市規劃裡加入道路綠化的項目，

由此“綠街”的名辭便由此而生。以美國波特蘭市十二道綠街為例，波特蘭氣候 乾溼分明，

季潮濕，夏季乾旱，有時甚至一個月不降雨。第十二道綠街建於 2005 年，而該工程就地

管理街道中的雨水徑流(圖 2-2、2-3)，避免了雨水徑流直接從下 水道流入城市河道。設

計將原街道中人行道和馬路道之間未充分利用的種植區(圖 2-4)轉變為雨水花園(圖 2-5)，

通過雨水收集池收集、減緩、淨化並滲透街道中的雨水徑流。如果雨量過於密集，水將從

雨水收集池第二個路道牙缺口溢出，回流到街道，並沿下坡進入下一個雨水收集池。當水

量超過所有收集池容量時，溢出的雨水才進入市政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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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排水系統模擬圖 資料來

源：World Big Landspace Architectube 

  (圖 2-3)排水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World Big Landspace Architectube 

排水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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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實際採用情況-雨水花園(收集區)  

    資料來源：World Big Landspace Architectube 

 
 

       (圖 2-5)街道中雨水花園(收集區)  

    資料來源：World Big Landspace Architec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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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都市空間設計結合防洪系統的水廣場-荷蘭倍恩特姆廣場（ Waterplein  

Benthemplein） 

  世界聞名填海造陸國家-荷蘭，面對海平面上升的環境變遷，P.Lu 在「氣候變遷的

都市發展契機：荷蘭與鹿特丹市推動都市韌性以面對水患風險的發展歷程」(註 1)中提

到『近來研究則偏重都市韌性在「調適」面向上的探討，強調一都市在物理環境與人

際網絡上自我維持（self-sustain）、自我組織（self-organise），以回應未知擾動的

能力。以荷蘭 Randstad 地區為例，此區域在國家經濟發展上極為重要（佔國民生產總

額 GND 的 65%） ，由於平均高程低於海平面，無可避免的暴露於水患，特別是氣候變遷

所帶來之不確定性的威脅之中，積極推動都市韌性，降低水災可能造成之影響，成為 

Randstad 地區發展的重要課題。』以此論敘來討論荷蘭對應環境衝擊的應變。荷蘭倍

恩特姆廣場可以說是一個社區參與的都市計劃產物，學生提出想擁有一個更開闊的空

間活動；剛好地理情況呼應當時政府提倡的「與水共生」概念。廣場主要有三個盆地

設計成集流空間(圖 2-6)，附近的建築物設置屋頂 雨水蒐集系統，沿管線將雨水導入

廣場，經由不銹鋼的溝渠導入(圖 2-7)廣場中，不鏽鋼溝渠除了蒐集雨水還可以提供溜

冰者使用。較小較淺的盆地設計直接蒐集雨水(圖 2-8)，較大較深的廣場則視降雨量而

定是否收集雨水，利用水瀑與集水井蒐集雨水，雨水收集總量可達 1,700 立方米。水位

標示方法係於該盆地中塗上不同顏色的藍色底色，讓民眾能預期水位大概會淹到哪裡。

深水池的水量最多貯留 36 小時，之後回流到城市的開放下水道系統，而不流入混合的

污水系統，確保公共衛生條件。 
 

註 1: 作者在 2015 年 11 月 9 號於眼底世界發表氣候變遷的都市發展契機：荷蘭與鹿特丹市推動

都 市韌性以面對水患風險的發展歷程

。 

    (圖 2-6)集水系統 3D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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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眼底城市 
 

(圖 2-7)不鏽鋼雨水導管/資料來源：眼底城市 

 
    (圖 2-8)較淺的活動集水區 

     資料來源：眼底城市 



5－11  

案例三、倫敦卡姆登區城市規劃 (The London Borough of Camden) 

    英國倫敦卡姆登區為英國整合經濟、政治、歷史、水域的重要區域，包括大 英圖

書館、攝政公園、國王十字車站…等(圖 2-9)。區域內有一重要之攝政運河水 系，此運

河建於 19 世紀初期；早期為工業運輸物資使用。為了適應氣候及人文變 遷，該區以運

河為主軸做了三大項目的規劃設計，分別是「控制氣溫」、「降低洪 害威脅」、「水資源

控管」。沿著運河發展最大化綠廊設計，同時減少建築和街道日 照、增加環境的通風能

力來改善氣溫的伏變。為了避免再次發生 2002 年卡姆登區及泰晤士河遭受嚴重暴雨的

洪水災害，除了使用可持續排水系統(SUDS:sustainable drainage systems)，生態屋

及綠地減緩雨水排放亦是英國政 策在局部實施的重點。在水資源控管上，英國認為水資

源運輸會消耗大量的能源，同時減少水資源的利用和處理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有顯著的

貢獻，英國八斯市的 威瑟斯水運中心(Wessex Water Operations Centre,Bath)便利用

水管理，使得該區之土地 95%的中水得到再利用。 
 

 

 (圖 2-9)英國卡姆登區地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三、案例施行狀況: 

案例一、美國波特蘭市第十二道綠街( SW 12th Avenue Green Street Project) 

    西南大道 12 號綠街的設計滿足了三個重要指標:(1)低成本的執行設計(2）有利於

社會環境的宜居性(3）提供了國家和地方法規處理雨水的典範。雨水種植自然融入城

市街景，讓水文功能回到城市。SW12 號綠街與園景雨水種植的改造成本僅約為$ 

30,000 美金建造。該工程之效益讓雨水花園系统管理了西南第 12 大道约 68 萬 L 的年逕

流量。此外，模擬水流實驗表明，該雨水收集池能夠將 25 年一遇的暴雨逕流强度減輕

至 70%。 

攝政公園 
國王十字車站 

大英圖書館 

大英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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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Sw 12thAvenue Green street 第十二道綠街  

     資料來源：World Big LandspaceArchitectube 

案例二、都市空間設計結合防洪系統的水廣場-荷蘭倍恩特姆廣場（ Waterplein  

Benthemplein） 

    水廣場的兩個淺水池的水會透過入滲設施，滲透至地下水層，以確保地下水平衡，

並能在乾旱時期，發揮城市樹木與植栽的保水作用，減少都市的熱島效應。廣場在天氣好

時，除了為愛好戶外活動的人，設置飲水機之外，還有小島形狀的 講台可供表演，階梯

式設計可供遊客隨意坐下觀賞各類運動如滑板等特技，最深 的盆地可以打球、比賽，盆

地四周用當地原生植物點綴，植物生態的解說非常親民，營造休閒氣氛，讓這裡成為周

邊學校學生老師、教堂夥伴、社區居民更想逗留之處，可謂非常成功的社區休憩空間。 
 

 

 

 

 

 

 

 

 

 

 

 

 

 

 

  

 

(圖 2-11)Waterplein Benthemplein 荷蘭倍恩特姆廣場  

                              資料來源：眼底城市 



5－13  

 案例三、倫敦卡姆登區城市規劃(The London Borough of Camden) 

    在英國及力推廣 SUDS「可持續排水系統」(註 2)的新型排水理念情況下， 從排水系統上

減少城市淹水發生的可能性，同時提高雨水等地表水的利用率，兼顧減少河流污染。 

    註 2:SUDS「可持續排水系統」包括對地表水和地下水進行可持續式管理的一系列技術。

例如，在條件允許的建築屋頂上種花種草攔截雨水；庭院裡設雨水收集設施，所集雨水澆灌花

園和沖洗廁所；路面鋪設可滲透的混凝土塊、碎石或滲水瀝青，從而部分替代傳統下水道、排

水溝的功能；路邊挖溝渠，填滿瓦礫石子，這可以減小暴雨的水流流速和流量。 

 

(圖 2-12) Regent's Canal 卡姆燈區攝政運河  

          資料來源：英倫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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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改善內容結果 

以三個案例來分析與學習後，我們可以了解到為了氣候變遷不穩定的所造成的災害，

是 可以用低成本、高效率來達到舒適的公共空間改造，是具有雙贏面的公共建設。以基隆

最像的例子可為美國波特蘭市，儘管常年有雨，但仍然可以利用簡單的市景來達到排水防

洪的效 果。由上可以列出三點作出改善方針。 

一、防洪防水概念與公共空間彈性化的概念連結 

    我們將水往低處流的基本原理，來考慮一般公共建設是否用高低程來作為雨水引渡或區；

同時它可以兼顧下雨時的暫留以及蓄水功能；而晴天時，可以作為一般的公共場 域兼顧休憩的

行為。複合式空間所涵蓋的內容除了人類的食衣住行的行為外，也可以作為雨水資源的利用，

以下分別以基隆的廣場空間、人行道空間、及建築屋頂空間進行探討與分析。 

(一)公共空間之設計—以海洋廣場為例 

  就目前基隆而言，最大且交通最方便的廣場地域便是海洋廣場，不論是海上來的觀光客， 

亦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從台北、宜蘭來的遊客，都將經過此地。因基隆的氣候關係，一年有 

將近一半以上時間，基隆處於下雨狀況。海洋廣場目前的現況是無遮蔽的戶外空間，地板雨

天時十分濕滑；容易使人跌倒，不堪使用。經案例探討學習可以發現，國外的廣場設計會應

映路人動線使用以及行為來考量材質的變化，以及合適度。另外平時晴天時，常常有街頭藝

人表演，或市政活動的發表，如地板鋪蓋的地形變化，可以增加廣場的趣味性，同時可以利

用高低差區分觀眾及表演的區別，相對目前只能讓小孩攀爬裝置藝術的玩樂，更有活動性。

以下示範改善局部示意圖： 

(圖 3-1)海洋廣場與馬路間構想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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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人行道新設材質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 

     (圖 3-3)細部材料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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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高程變化設計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 

  

(二)公共空間之設計—以田寮河河岸為例 

   田寮河為日治時期 1887 年完成；臺灣第一條人工運河，於日治時代時還是運輸繁

華的田寮港口，直至七十年代台灣經濟發展蓬勃，配合陸上交通運輸，河面上陸續蓋

起十座車行橋樑，此時田寮河已從水上運河轉型為市區內的休憩景觀，由於位於市中

心的交通縱道，進入市區一目了然，在外觀型式與實質功能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目前以田寮河左右兩側設置了 7M 的人行步道，田寮河全長約莫 3.5 公里，縱向河

域間有 12 座生肖橋，只有一條玉兔橋作為廣場休憩使用外，其它的 11 條都為區內主

要交通動線。目前田寮河兩側步道以平緩的散步步道為主，遮陰之榕樹為輔相兼為夜

間民眾散步休憩之場域，雨水回流主要以馬路與人行道相間的排水溝回流進河域，如

可結合綠街的植生水循環的設計概念，是否能把雨水集流、蓄水、植生三種循環的概

念放在田寮河人行步道上呢? 還給城市渠道一個清新的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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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基隆田寮河風貌圖 

資料來源: 基隆市研考處照片 

 

 
(圖 3-6)雨水淨化循環分析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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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人行步道雨水聯想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繪製 

 

二、屋頂空間綠化與排水使用 

上述研究改善內容是爭對國有公共建設提出的相關建議，第二項屋頂空間的利用

與排 水系統可由一般民宅共同實施的機制。屋頂綠化除了可以調節截留雨水、淨化用

水回收使用，同時在夏季幫助城市降溫、減少碳排放、光輻射等多項溫室效應造成的。

以台北為例，都市區內的建築物中含有大量混凝土、磚牆結構、柏油路面都會吸收熱量，

形成熱島，到了夜晚則逐漸放熱，每到夏季便發生都市熱島效應。2017 年台北市柯市

長推動綠屋頂計畫，每一戶補助10-15 萬來來打造可作為休閒活動及改善環境的友善空

間。 

 
 

                     (圖 3-8)臺北公有建築物屋頂綠化案例  

        資料來源：新北市低碳生活網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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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基隆市的發展而言，綠屋頂的發展或許因氣候變化而有所阻礙，但不代表完全不

能實踐，同時卻也可以決定是否發展更有力的排水屋頂系統來作為基隆的重點設計，中

心概念在於"循環用水"的使用，故開始與結束便成為重要的聯結點，舉例如基隆有許多

屋頂加蓋的鐵皮屋頂，我們是否可以從鐵皮構材去研究直接能蓄水降溫的方法，後續在

討論下雨所帶來的水份，該如何能夠在利用後回到河域海流循環。 

 

 
(圖 3-9)屋頂綠化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三、資訊與知識的宣導教育 

推動實施並非一朝一夕的改變，尤其是新的觀念與技術，除了宣傳宣導外，更應向下 

扎根進附近生活的居民、學生。舉例像日本九州大分縣別府市一直以溫泉聞名，2016年該

市觀光部門計畫打造一座溫泉遊樂園來刺激觀光，在知名影片網站上傳了該計畫的想像短

短半年成功吸引海內外將近 180 萬人的注意，別府市市長更在影片結尾承諾觀看人數超過

100 萬人將會打造出該影片內的溫泉遊樂園。透過影片的設計試水溫是一個最簡單且有利

第一步宣傳，我們同時達到聚集投資方以及未來消費的淺在客群參與改變，使得實施效應

有目共睹。 

 
                        (圖 3-10)別府市官方影片行銷想像圖  

      資料來源：温泉ハイスタンダード！ 

            極楽地獄別府官方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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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1)可行性行銷方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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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預期效果及建議 

  一、建議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或通盤檢討時納入專案檢討 

   透過研擬新都市計畫專案對現況環境改善、公共空間的實際設計，以及結合在校學生及

專家學者的創意提案來研究真實需求，從而實踐本案之實質價值，並有效之改善情況。 

  二、公共政策之預防颱風帶來的豪雨內滯，夏季炎熱降溫 

    以人本角度思考，未來的交通行為動線必定因氣候變化而須被迫轉型，除了颱風所帶來

的豪雨、夏季的旺盛對流也因為氣候變遷水溫上升而更平凡更容易造成短暫強降雨；進而致

災成禍，舉例今年夏季 6 月基隆就因突如其來的豪大雨而造成大武崙溪暴漲事件。透過城鄉

風貌之公共設施改善及設計規劃來排除這樣的環境災害，並非特殊而是必行的政策及計畫。 

 三、公有建築改善作為觀光旅遊的景點或學習案例  

   透過公共建物案例去發展經驗、再變成一個案例例如大未來的歷史場景再造。除了須改

善氣候變遷帶來的各種衝擊，同時做為各縣市、甚至國外可以效仿並學習的案例或景點。 

 四、公共空間的活動參與意願提高 

    從討論設計到實現之間，讓人民了解未來的基隆並非屬於單一族群，而是環境的問題

是全民的責任，除了讓人民更能認識到自己參予的價值與權力，同時讓人民了解政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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