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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來國家經濟發展快速，相對的產生環境污染問題，也因為社會上網路媒

體發達且資訊取得容易，民眾的環保意識逐漸提高，對於各項環境議題的參與

及推動皆相當關心。基隆是一座美麗的山海城市，為了讓基隆的乾淨城市、幸福

家園能永續發展下去，各項政策，諸如推廣文化、發展觀光旅遊產業、市港都市

更新，都建構在落實環境保護基礎下進行。本次參訪法國是為了學習法國之先進

環保觀念與都市設計，用於推動智慧城市及智慧港口，特別是面對全球暖化及

氣候變遷的衝擊，城市如何推動節能減碳、循環經濟、垃圾處理、綠色運輸、環境

綠化、環境教育及都市設計之積極作為。本次參訪行程包含拜會南特市長、導覽

羅亞爾(Loire)河口河岸景觀設計、南特機械島、諾曼地登陸海灘、拜會康城市長

導覽康城奧恩(Orne)河岸園區及康城市輕軌電車維修中心、利哈佛智慧港口城市

克里奇-巴蒂諾爾(Clichy-Batignolles)生態友好區。藉由完成本次考察後，於執

行各項市政建設時，應持續兼顧環境保護與市港發展創造雙贏，另一方面，本

市亦希望藉由雙方的都市發展經驗，推廣彼此文化與環保、教育交流，互相學習

成長，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上，建立起國際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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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藉由參訪法國，透過觀察及學習其先進環保觀念與都市設計，用於推動智

慧城市及智慧港口，特別是面對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的衝擊，城市如何推動節

能減碳、循環經濟、垃圾處理、綠色運輸、環境綠化、環境教育及都市設計。本次參

訪行程包含拜會南特市長、導覽羅亞爾河河口河岸景觀設計、南特機械島、諾曼

地登陸海灘、拜會康城市長、導覽康城奧恩河岸園區及康城市輕軌電車維修中心

利哈佛智慧港口城市、克里奇-巴蒂諾爾(Clichy-Batignolles)生態友好區等單位

透過雙方互相經驗分享、文化推廣、教育交流、旅遊發展、港口發展及污染防制，

執行城市發展及環境規劃與管理的成功模式，作為日後推動各項環境保護相關

業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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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考察人員及行程紀要

本次參訪人員名單詳列如下：

單位 職稱 姓名

基隆市政府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產發處) 處長 林青海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技正 黃桂娥

基隆市政府(文化局) 科長 郭麗雅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科長 李昆達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區隊長 吳關佑

本次參訪行程詳列如下

日期 行程及參訪重點

9月 26日(四)    桃園國際機場／巴黎戴高樂機場

9月 27日(五)    桃園國際機場／巴黎戴高樂機場

巴黎

9月 28日(六) 巴黎

9月 29日(日) 巴黎至南特

9月 30日(一) 拜會南特市長

南特市政府導覽羅亞爾河河口河岸景觀設計(低碳永續

城市、環境規劃與管理)

10月 1日(二) 南特至康城 

南特機械島~創新文化工業(Les Machines) (低碳永續城

市、環境規劃與管理、環境教育場域)

國家當代藝術中心(Le Lieu unique)(環境規劃與管理、環

境教育場域)

10月 2日(三) 康城

參訪諾曼地登陸海灘(D-Day Landing Beach)(歷史文化、

環境教育場域)

導覽康城河岸園區 (都市更新、產業活化、低碳永續城

市、環境規劃與管理)

導覽輕軌電車維修中心(低碳運輸、環境教育場域)

拜會康城市長(Joel BRUNEAU)

10月 3日(四) 康城至利哈佛至巴黎 

參訪利哈佛港口中心 Le Havre Port Center (港市發展與更

新、環境規劃與管理、空氣污染防制、智慧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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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巴黎市克里奇-巴蒂諾爾(Clichy-Batignolles)生態友

善區(環境規畫與管理、智慧城市)

10月 4日(五) 巴黎 Paris

巴黎戴高樂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10月 5日(六) 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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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察過程紀要

一、拜訪南特市政府

    南特市是法國西部最大的城市，法國第三大工業城市及法國第六大城市，

擁有火車站及大西洋沿岸第一港口（南特-聖納澤爾），一個擁有 60萬居民的

城市，36％的人口卻不到 25歲，5萬4,000名學生，並培訓了 3,700多名國際

學生，200個實驗室和 2,200名健康和生物技術研究人員。南特大都會產業群聚，

在航空、造船、能源、運輸、成像、健康、生物技術及海運業等，具有國際影響力。 

    基隆市與南特市都是擁有天然良港城市，基隆市曾是全球第三貨櫃城市，

經統計，2018年全年貨櫃裝卸量達到 145萬TEU。目前基隆港積極轉型成為郵輪

母港，預計2019年基隆港國際郵輪人次將達到 100萬人次，快速成長吸引國際

郵輪業者選擇以基隆港作為母港，並躍居亞洲第三大郵輪港，僅次於上海、新加

坡。

    在城市的發展與市政方向的推進，南特市從第六大港口城市與第三工業城

市，積極從工業城市轉型，由文化帶動藝術，產業發展經濟，每年吸引國際學

生、高科技研發人員進駐，城市年輕化，加上舒適的綠色空間及交通運輸，吸引

百萬以上觀光客前往，並在2004年，時代雜誌將南特市選為歐洲最適合居住的

城市，在2013年，獲得歐盟委員會頒發「歐洲綠色首都獎」。

    拜會南特市政府，南特市由副市長 Fabienne PADOVANI及市政委員Gildas 

SALAÜN接見。(副市長（女）主管廣場、公園及花園，都隸屬社會黨。市政委員

(男)負責主管科技文化、維基網路及非物資文化遺產)

    本次拜會會談中，南特副市長提到：南特有一個南特之旅組織，專門來負

責整個南特的發展計畫，因為整個城市發展中「經濟發展」的層面是不能被忽略

經濟發展對都市計畫很重要，文化發展也要同時並重且持續進行下去。南特市有

很多學生，有很多大學院校跟世界各地都有交換學生，目前正在進行中。副市長

表示對台灣印象非常深刻，特別是去(2018)年來台灣參加花博展，看到台灣的

發展技術很驚艷，也觀察到台灣很多企業正在發展再生能源，這就是對土地的

尊重與保護，尤其台灣對環境保護及減碳的技術特別印象深刻，目前南特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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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學術機構針對氣候的變遷及對環境問題研究發展一套系統來適應環境變

遷及對環境保護的方法，會中得知基隆市今（2019）年獲得(ASOCIO)亞太智慧

城市獎，相信雙方未來能在經濟、文化、教育，有更多的合作與交流，由此可見

南特市對於環境保護、文化創意、科技教育都非常重視，高度環保意識及落實環

境教育政策更是值得學習。

    從南特市機械島上西南部工業區轉型計畫，看到未來基隆港東岸的土地的

釋出，開放後作為後續文化藝術與設計的基地，都期待雙方城市未來有都市更

新的面貌與更長遠的發展。另市政委員也特別提到南特市是一個海洋城市，持續

發展海洋生態科技，在文化上有南特歷史博物館，機械島，國家當代藝術中心

等等，雙方城市的合作應從小處著手，可以從教育與文化開始交流，從這做起

點，因為雙方城市之間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而基隆市有海洋大學水產養殖所及

行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可持續發展地方海洋特色產品，未來可以從這部分

開始做交流。南特副市長提到：未來相關的細節與溝通交流，能透過台北駐法代

表處協助，辦理學生及團體交流、訪問。而目前基隆市每年都有舉辦兒童藝術節

基隆潮藝術節，也都會邀請各國藝術家參與活動，更希望有機會能邀請南特市

來基隆市參與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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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於南特市政府大樓前與副市長、市

政委員合影。

圖 2 參觀南特市政府大樓第一任市長

辦公室及典藏收集。

圖 3 南特市 Gildas SALAÜN市政委員介紹南特市政府大樓的歷史及典藏文物。

圖 4本市與南特市副市長及市政委員

互相交流都市經驗、環境管理政策及未

來兩城市交流相關事宜。

圖 5雙方互行公務禮儀增進國際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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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特市政府導覽羅亞爾河河口及河岸景觀設計

    南特市政府特地精心安排市府兩位行政同仁帶領本市參訪團前往南特之旅

公司(Le voyage a Nantes)聽取該公司的國際推廣關係負責人 Xavier Theret

先生做簡報說明，南特之旅公司(Le voyage a Nantes)是一個獨特機構、也是一

家公共有限公司(官方與私人企業合作的機構)，其任務是致力於開發文化產業

促進南特城市的觀光旅遊業。

    南特之旅(Le voyage a Nantes)公司的國際推廣關係負責人 Xavier 

Theret 先生指出：南特曾經作為布列塔尼公國首都，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

如今南特市也是一個最瘋狂的城市，因為整個城市充滿創造力及富有遠見的城

市，並已發展成為法國最具活力及最具指標性的大都市。南特市的生活質量和富

有活力的經濟廣受好評，並以自身不斷的創新發展而著稱。南特的大膽新穎創舉

使它成為過去十多年來世界上革新力最強的城市之一，經濟與文化發展齊頭並

進。南特之旅公司同時也籌辦很多活動，例如:夏日藝術旅程活動，使得南特成

為公共空間藝術的先鋒。來南特的世界各國旅客越來越多，並認可這座可靠的、

真誠的、人文的、大膽創新、勇於進取的南特市。

     從巴黎市到南特市交通非常方便，高鐵車程只需兩個小時就能抵達，南特

市人口大約 63萬人左右，南特以前是以運河為主的城市。但 1943年經歷世界大

戰後，整個南特市幾乎被毀滅摧殘殆盡。1987年期間南特市有大廠房關廠，但

市政府很想再生這些廠房，於1989年新任市長想盡辦法想翻轉整個城市，以

「文化發展」來再生這座城市。南特市政團隊便利用這些關閉的工廠閒置空間，

舉辦很多藝文表演活動。2000年南特市從原本的工業城市逐漸轉型為文化藝術

城市，每個星期都會舉辦不同的藝文活動，使南特成為文化多樣性的藝文中心

點，由此可見文化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性。2007年南特非常有名的布列塔尼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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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重新開放，城堡內是歷史博物館，內有30個展廳介紹南特的歷史文物，非

常值得參觀。

    南特之旅作為全年資訊和活動消息來源，每年都會整理一次對這座城市的

探索活動，其中有十個令人驚訝且必看的景點。從國家當代藝術中心 (Lieu 

Unique)到南特島（Ile de Nantes），或沿著河口，許多裝置藝術，展覽和活

動都將創意帶到城市，凸顯其獨特的個性。

    另南特市有 15個博物館，34個劇院和禮堂，還有許多展示其創造性活力的

場地和活動：FolleJournée，南特島上的創意機器(Les Machines)，Royal de 

Luxe，國家當代藝術中心(Lieu Unique)，Estuaire等等。南特市不只是 Petit 

Beurre LU餅乾和 Muscadet葡萄酒之城，南特更知道如何取悅市民，除了著名

的當地特色菜海鮮，羅亞爾河谷葡萄酒，煮熟的糖果和南特蛋糕外，船員水手

們還融入了幾個世紀以來世界風味的南特美食，在短暫停留期間或全年都有很

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南特機械島(Les Machines)不只是廢棄造船廠的活化利用再生，更是促進

產業轉型發展的成功案例。藉由展示不同的機械造型動物用以吸引年輕人與遊客

更帶動整個城市的年輕與活力。相信南特機械島的成功能帶給我們基隆阿根納造

船廠無限的想像空間與美好願景。南特機械島不只是旅遊勝地，更是當地學校的

戶外環境教育的場所，藉由教育向下扎根，並由專業解說員教育學生如何保護

環境、疼惜地球、珍惜資源、愛護動物的實際積極作為。

    國家當代藝術中心(Lieu Unique)， 如其名「獨特之所」，建築師帕瑞克·

布尚 (Patrick Bouchain) 利用自己的豐富想像，將這棟古老的LU 餅乾廠改

造成了一座文化中心，其中有一座建築師奧古斯特·布魯桑(Auguste Bluysen) 

1905 年為展現企業繁榮興盛而修建了兩座精美絕倫的塔樓，現在這裡不但有咖

啡館、酒吧、餐廳，還有文化藝術圖書館、音樂廳、會議室及展覽廳，成為市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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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輕鬆閱讀、休閒放鬆，舉辦文化藝術展覽之理想場所。所以看到南特國家當代

藝術中心成功案例，來思考基隆的港市再生計畫，其中現在正在施工的基隆東

3、東 4碼頭，為未來旅運智慧大樓增建185公尺長通廊，未來將釋出平台空間

作為商業使用，若以南特國家當代藝術中心作為參考，讓市民能走進港區，成

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相信會別有一番風味。

    南特發展之所以成功，主要是2017年南特市與羅亞爾河的下游城市合作共

同發展「綠色廊帶」的概念，共有 18公里長。也就是串聯觀光景點(其中經費來

源 95%由市政府出資補助；5%由私人機構募款而來)，從文化單位、博物館、美術

館、藝術裝置景點、商店等等，將這些景點串聯起來，藉由媒體報導行銷吸引更

多觀光客，並安排一系列的套裝觀光行程。在這綠色廊帶路線上每年都會增加 2

到3個新的店家景點，相對的也會淘汰 2到3個店家，以增加創意度及可看度。

南特之旅發現觀光客都只停留一兩天，故希望觀光客可以留下來，並在南特停

留住宿更久，所以絞盡腦汁推陳出新創意新景點。南特之旅公司也會與藝術家合

作辦活動以吸引大朋友、小朋友、年輕人共同瞭解南特文化。

    在南特藝術作品隨處可見，南特市也有很多現代的建築物，這些藝術作品

與當地建築物是不會有衝突性、不會格格不入，這些藝術作品從設計創作到成品

都會融入環境元素的概念來執行，甚至很多辦公大樓用藝術裝置來佈置，非常

有創意。南特有足夠的藝術作品可以吸引更多的觀光客，也希望台灣的觀光客可

以來此參觀，停留更久的時間來認識南特的文化與發展。

    綜觀南特市近年轉型發展的過程，與基隆市正在執行港市再生及轉型計畫

非常相似，故非常值得我們學習與效法。此行藉由吸取成功經驗，對基隆市的發

展願景有很深的幫助，希望基隆市能發展出一個新的國家級新創產業區，不只

是要發展與文化、觀光有關的產業，更要以成為台灣頭為目標，林市長也表示未

來基隆也要引進國際級的新創企業進駐，發展為國家級新創產業區，相信基隆

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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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南特之旅公司之建築物內部室內設計及員工休憩討論區。

圖 7 聽取南特之旅(Le voyage a 

Nantes)公司國際推廣關係負責人

Xavier Theret 先生簡報南特市創新

產業及市政規劃。

圖 8 南特市與羅亞爾河的下游城市合作

共同發展「綠色廊帶」概念，全長18公

里。

圖 9 南特市1900年城市手繪圖與2019年城市高空鳥瞰圖之環境差異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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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南特市區及羅亞爾河河岸旁裝置創意藝術品用於美化環境並吸引遊客駐

足及打卡點。

圖 11 簡報中雙方互相討論交流城市的

環境規劃及文化產業的發展。

圖 12 感謝南特之旅公司精心安排的精

彩內容簡報，會後由本市產發處處長

贈送本市伴手禮給Xavier Theret 先

生。

圖 13 本參訪團於南特之旅公司與

Xavier Theret 先生一起共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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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南特機械島的主角機械大象。

圖 15 南特機械島主角機械大象漫步於廣場。

圖 16 機械島的旋轉木馬及迷你版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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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南特機械島旁廣場的籃球框架及遠處的起重機裝置藝術。

圖 18 南特機械島當地學生進行戶外環
境教育教學及解說員實際操作機械毛
毛蟲情形。

圖 19 南特機械島 縮小版的鷺林模型。
(2023年將建造完成高 30公尺的鷺林)

圖 20 南特機械島之環境生態與教育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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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南特機械島內部建築構造(原為
廢棄造船廠)經過整修佈置後煥然新一

圖 22 南特機械島機械設計建造工作
室。

圖 23 南特國家當代藝術中心外觀。

圖 24 南特國家當代藝術中心內部餐廳
及咖啡廳。

圖 25 南特國家當代藝術中心內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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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南特國家當代藝術中心 內部環
境空間示意圖。

三、參訪諾曼地登陸海灘(奧瑪哈海灘)(D-Day Landing Beach)

      遼闊的諾曼地登陸海灘寒風刺骨，加上當時氣溫只有攝氏 10°C 左右，想像

戰爭的殘酷與無情，更值得我們深思，共同來保護這得來不易的自由與民主，

二戰結束後為使美軍死亡戰士有回家的歸屬感，墓園屬於美國領土，由美國規

劃管理，歷史上的淵源拉近了美法之間的情誼，吸引大量觀光客前來朝聖，感

受這歷史事件的震撼。

       看歷史學教訓，從世界看未來，目前基隆市政府以文化治理的觀點推動整

個基隆城市發展，目前正進行「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整合計畫」，從歷史縱身涵

蓋包含著大航海時期、清領、日治至國民政府來臺，除了文化資產的修復外，更

對於土地、人類與歷史的思考進行多元計畫的整合，用文化藝術、科技整合與國

際交流，把過去連結現在、邁向未來，期待呈現一個多元融合、美麗的大基隆。

此計畫完成後非常值得世界各地的人民前往基隆觀光旅遊，一起探索基隆的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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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諾曼地登陸海灘，沙灘上裝置藝術品說明戰爭的無情與自由民主的可貴。

圖 28 漫步在一望無際的諾曼地登陸海灘上(奧馬哈海灘)。

圖 29 諾曼地登陸海灘，紀念堡壘(供世界各國遊客追思與緬懷)。

圖 30 法國諾曼第區內之美國領土，紀念犧牲烈士之公園。(公園綠美化、墓園
公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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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拜會康城市長(Joel BRUNEAU) 

本次拜會會談中，康城市長提到對於林市長提前回台灣的心境能體會，也

感受到林市長的用心經營市政與愛護人民百姓的心情，更表達希望台灣這次米

塔颱風能平安度過。

康城市長表示康城市有高等教育的大學院校，學生人數大約 3萬 3,000人

左右，康城市是很重視教育的城市。經由這次拜訪康城市，康城市長對於基隆市

的產業很有興趣，是否有特別的產業可以推銷介紹給康城市。另康城市長也對台

灣很有興趣，表示最近台灣台北有什麼活動可以參加，是否有什麼相關智慧城

市(smart city)活動可以與會，因為康城市有很多在地的產業很想要參加展覽

並拓展貿易。目前基隆市主要有海運及機械和電子通訊業，另外基隆市今(2019)

年拿到亞太最佳智慧城市獎，當場令康城市長刮目相看，讚嘆不容易。

  康城市長瞭解基隆市是個港口的城市，因康城市有與英國合作經營渡輪

業但規模不大，所以有興趣在於基隆郵輪旅客每年來旅遊的遊玩路線圖及最終

目的地會再去哪裡。基隆市是台灣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之前基隆市還是全球

第七大的貨櫃商港，但近幾年轉型為郵輪產業並發展郵輪母港，今(2019)年郵

輪遊客突破 100萬人次。來基隆遊玩的旅客分兩部分，一部份歐洲及美洲來台灣

遊玩的，另一部分從東北亞來台灣遊玩的旅客，遊玩的區域一部分去首都圈大

台北區域遊玩及另一部分在北部地區遊玩，因為台灣有很多觀光景點，非常吸

引外來的遊客駐足遊玩。

會談中提及雙方城市有很多相同點，尤其是戰爭文化上很多類似的歷史，

值得雙方城市互相交流，共結姊妹市，並期待康城市長下次有機會來台灣，一

定要到訪基隆市，為雙方開啟交流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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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康城市政府大樓之外圍綠美化環

境及熱門打卡景點。

圖 32 於康城市政府大樓前與駐法國台

北代表處溫組長一同合影。

圖 33 康城市政府辦公大樓內部 採光明亮的走廊及樓梯。

圖 34 本市參訪團拜訪康城市市長(Joel BRUNEAU)並互相交流都市經驗、環境

管理政策及未來兩城市交流相關事宜。

圖 35 雙方互行公務禮儀增進國際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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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政府導覽康城河岸園區(都市發展計劃經驗分享)

  康城市政府特地安排本市參訪團前往 Caen Normandie Development機構聽

取該機構 Elèonore PLANTET(埃萊奧諾雷·普蘭特)校長簡報。 

    康城市是一個自由的海港城市，而Caen Normandie Development是一個由

一群專家組成的團隊(區域發展的處室)。此機構的目標是幫助公司創建和發展其

業務，協助公司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替公司招募專業人才和提供員工的生活

起居。也就是傾聽企業家的建議，為企業家提供專業知識和有效的解決方案，協

助企業與合作夥伴聯繫，幫助企業家發展並活絡事業脈絡，從無到企業成立，

再到出租或購買建築物或土地，替企業提供量身定制的房地產。最後，在網路平

台上發布求職者的工作機會，歡迎新的員工加入及協助員工家屬的安置，促成

落地生根。

    目前康城有40萬人口，16萬 9,500個工作機會，有 2,200多位研究人員，

3萬多名學生，康城內 2,000公頃土地已開發，另 1,000公頃土地尚待開發。只

要企業主提供工作機會給新人，企業就可以向政府申請補助。

    康城相對於其他法國城市比較，屬於小型城市。要如何加強康城競爭力吸引

外來公司加入康城。第一須從補助做起(如提供企業辦公場所)、第二替員工著想

(提供員工家庭休閒活動)、第三從新進員工子女教育補助做起。

    Caen Normandie Development機構也協助新創的產業商品於市場測試，機

構的主要工作重點：協助企業安定下來，定居於康城發展產業。

    康城非常歡迎幾個特別的產業來此發展。第一健康醫療產業、第二運輸業、

第三電子產業、馬術工業(騎馬的相關產業、工業)、核子能源產業及航太材料業。

最後，該機構目標是將康城的產業及產品行銷到世界各地，也希望台灣對於醫

療及數位科技有興趣的廠商，非常歡迎來到康城投資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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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康城市區剛新建完成通車兩個月之輕軌捷運系統行駛狀況。

圖 37 參訪 Caen Normandie Development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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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Caen Normandie Development機構大樓內部，回收廢棄電池集中處(環

保紙箱)及大樓內部廁所使用智慧型節能感應式電燈(節能減碳)。

圖 39 康城 Caen Normandie Development機構，聽取該機構 Elèonore 

PLANTET(埃萊奧諾雷·普蘭特)校長簡報。

圖 40感謝 Caen Normandie 
Development機構精心安排的精彩內容
簡報，會後由本市產發處處長贈送本
市伴手禮給 Laure LEHAUT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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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政府導覽康城輕軌電車維修中心

    本次參訪康城輕軌電車維修中心，由 Caen Normandie Development機構的

Laure LEHAUT女士帶領我們進入 Keolis CaenMobilités公司，並由 Keolis 

CaenMobilités公司安排兩位維修廠人員介紹康城輕軌電車維修中心。

    輕軌運輸系統（Light Rail Transit）又稱輕軌鐵路（LRT），為鐵路運輸

的一種，相較於重型鐵路系統和中型鐵路系統運量較低、列車規模較小。而法國

康城電車（Caen Tramway）屬於輕軌電車，康城輕軌電車於2019年 7月27日

開始運營，並取代了2017年12月停駛的康城導引輕電車(橡膠輪胎)。康城輕軌

電車(法語:Twisto，乃康城公共運輸的商業名稱)由 Keolis CaenMobilités公

司承攬營運，運營商Keolis CaenMobilités是 Keolis集團的子公司，Keolis 

CaenMobilités與康城市政府簽訂為期六年的合約，管理康城交通網絡，自

2018年 1月 1日至2023年12月 31日。Keolis CaenMobilités的職責範圍包括

從 2019年夏季開始的 3條電車線路的運營和維護。

    首先，康城輕軌電車初始合同訂購 23列最後追加3列，目前共有 26列輕

軌電車執行營運(營運的最大容量負荷可以以達到33列輕軌電車)。現今每日有

22列輕軌列車在行駛；每日安排 4輛輕軌列車進維修中心廠保養、維修、待命。

每列列車有五節車廂共 33公尺長，每列列車最多可以容納 210位乘客。

    康城境內目前有三條輕軌路線在行駛營運，總長度共 16.2公里，康城境內

總共有37座輕軌電車月台，康城輕軌列車每日可以載運6萬4,000人次的乘客，

尖峰時間平均每3分 20秒發車，康城輕軌列車市區行駛速度平均 50公里/小時，

最高速限不能超過70公里/小時。

    康城輕軌電車維修中心建蓋共歷時 1萬3,225小時完成，使用了 474公噸

鋼骨建材及使用255塊水泥預鑄板，約 5,000立方公尺水泥，另維修中心內外

廠共鋪設9,270公尺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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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康城輕軌電車維修廠內只有六名技術員進行康城輕軌列車的保養與

維修，經過多次確定就是只有六名技術員，這是多麼令人讚嘆的工作效率與精

簡的人力編制，值得我們未來學習效法。

    綜上說明，康城輕軌電車在耗時約 1年 7個月就完成建造並開始營運，如

此成功和快速的案例，在法國是奇蹟，也給基隆預計將建造輕軌列車帶來無比

的信心與希望，相信基隆輕軌列車的規劃設計、建造、營運、與後續的維修絕對

不是問題，基隆輕軌列車是值得期待與可行的，相信一定能為基隆帶來滿滿的

遊客和提升觀光產業競爭力、更能促進整個城市的進步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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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參訪康城輕軌電車維修中心，並由 Keolis CaenMobilités公司安排兩

位維修廠人員介紹康城輕軌電車維修中心現況(要求進入廠房區內一律穿著反

光背心)。

圖 42 康城輕軌電車維修中心內部資源

回收物及垃圾收集區(環境教育宣導資

源回收物分類做得很好)。

圖 43參觀康城輕軌電車營運監控之中央系統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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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參觀康城輕軌電車維修中心。

圖 45 參觀康城輕軌電車維修中心，最新車廂內部構造及操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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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康城輕軌電車維修廠區內，救援輕軌之拖車及清掃輕軌之掃街車。

圖 47感謝Keolis CaenMobilités公司

安排人員介紹康城輕軌電車維修中心

現況，會後由本市產發處處長贈送本

市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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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訪利哈佛港口中心(Le Havre Port Center)

    利哈佛港是海港，也是河港，位於歐洲西北方的入口，在200公里範圍內

可以服務2,500萬人，透過塞納河(Seine)聯結巴黎市，有道路運輸、每週 60班

次的鐵路運輸及每週 40班次的河道運輸，具有四通八達的運輸能力。利哈佛港

口中心機構誕生於2013年12月 9日，為了讓民眾能夠了解工業港口在世界上

的發展潛力，推動港口的發展並增強利哈佛作為國際海上大都市的形象。

    本次拜會利哈佛港口中心(Le Havre Port Center）機構，由利哈佛港口中

心主任 Greta Marini女士接待並說明此機構於2013成立，主要由

AiVP(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Ville Port)港口城市協會推動組成，本機

構最重要的任務是要讓大眾接受這個港口城市及其發展，而當初利哈佛港口中

心機構於2013年成立的時候與 AiVP港口城市協會簽約成立的市長正是現在的

法國總理。

    接下來由AiVP(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Ville Port)總經理Olivier 

Lemaire先生說明 AiVP組織，Lemaire先生說他曾在1999年來過美麗的台灣高

雄，期間有停留在基隆幾天。AiVP組織是一個全球性的世界組織，目前有五十

多個國家參加這組織，AiVP組織的總部在法國利哈佛城市附近，這個組織成立

三十多年，最重的目的要讓全球港口城市能永續發展，提供城市與城市間交流

的平臺，讓城市間彼此幫助並讓城市間一起分享經驗與合作。 如何讓一個港口

城市永續發展呢?最重要的是對話。這城市包括港口及市政府與大眾，要讓他們

知道永續城市如何做，對他們有什麼影響及對世界的好處。更重要的是目前全世

界的港口都面臨相同的挑戰與問題，如果參加這個組織，可以透過這網絡協會

了解別人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及分享別人的經驗，也希望未來基隆港有機會

參與。

    塞納河流域三個法國重要外貿港口利哈佛港、盧昂港、巴黎港2012年正式組

成港口聯盟 HAROPA(法國塞納河域大巴黎港口聯盟)，目的是為全球物流發展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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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嶄新的綠色動力，利哈佛港口長度27公里，寬 5公里，剛好位於巴黎和塞納

河的連接點上，這三個港口的總運貨量每年 412萬TEU，利哈佛港口佔全部運貨

量的60%，利哈佛港口最主要運貨量是貨櫃，貨櫃大概佔全法國的60%運量。第

二重要是有關石油能源的運輸，這個港口本身是工業港口，所以附近有些產業

有關石油及煉油的加工業，一些大的石油公司都在這附近，此港的石油運量佔

全法國的 35%。另郵輪產業也是這個港口有吸引力的重要因素，這邊的郵輪早上

停靠港口，晚上出港，方便讓遊客一整天在這個港口內旅遊，港口區內有一個

博物館是收藏很多印象派的作品，也因為美麗的城市風光及景色，吸引畫家們

居住在這裏，促進當地的消費與觀光產業，所以郵輪產業在利哈佛這邊發展得

很快速，經統計利哈佛港口每年有 140郵輪船次，45萬外國遊客進來利哈佛旅

遊；而塞納河沿岸和巴黎及利哈佛港口城市希望能達到一年100萬名郵輪旅客

到法國遊玩消費。

    接下來本參訪團很榮幸由當地任教 30多年的諾曼第私立管理學院教授

Roger SOULIEUX先生一起搭車子遊港口周邊環境設施並作導覽介紹說明利哈佛

港口城市。首先，介紹新建的 port2000船舶停靠港口，此港口必須向政府申請

符合環境保護的相關規定及限制才能使用，並與政府簽約 40-45年，之後要移

轉給政府。

    塞納河中有很多候鳥的棲息地，在塞納河道中，政府新建一座5公頃的人

工島，新建此島就是要讓候鳥有地方可以棲息及保護環境生態的多樣性。港區共

有3,000公頃的生態保護區，港口四周有很多天然資源及多樣性的生物。

    塞納河是在利哈佛的南方往東方延伸，對商業及城市發展是有利的，造就

一個得天獨厚的港口城市，新建的三個 port2000港口，每一個港口都有自己專

屬的通道運輸貨櫃，不會因為交通阻塞而影響他們各自的貨櫃運輸。port2000

港口的貨櫃車通道，人員及車輛都必須有允許證才能進入，並且有 135位安全

監控人員及側錄影機監控整個園區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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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哈佛港口一年有約 300萬TEU的貨櫃，其中 40萬TEU送往巴黎，約 70%

的貨櫃由陸運送往其他的地方，大部分貨櫃由巴黎運來，故貨櫃車都有排班表

避免道路雍塞而影響運輸，所有的貨櫃車司機要進來的時間都會透過網路確認，

有秩序的進來載運及運輸貨櫃，以減少貨櫃車因交通阻塞而排放廢氣造成空氣

污染的問題，港口也會盡量安排貨櫃車在清晨或是傍晚進行運輸。另在這個港區

內每天有 1萬 2,000輛的貨車，還不包括其他的交通工具，同時也會透過監視

器來觀看交通運輸的狀況，為智慧港口城市之一大特色。

    利哈佛港口像是個工廠，但法國政府還是很重視環境景觀及環境綠美化，

所以有計畫性的在道路旁種植花草及樹木，而當地政府希望所有的運作是有秩

序有規劃的智慧港口。二戰後來重蓋的建築現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

產一部分，智慧港口也成為名符其實的文化城市。

    利哈佛港口也常有外國節目來拍攝取景，是多功能的港口，也有廢棄的咖

啡儲存倉庫現改為會議中心及產品展場(廢棄倉庫活化利用，環境管理)，在這

港區內有一個存放糖及儲存食物的倉庫，現在打算拆除並計畫蓋未來綠能產業

離岸風電的廠房，所以利哈佛港口正不斷的建設及進步中。利哈佛市區購物中心

內有商店及電影院，這些建築物都是十九世紀的房子到現在，港區內也有很多

老舊廢棄的建築物，現在政府正規劃為舉辦音樂會等活動的地點，就是讓地方

舊建築活化，帶動觀光產業。另利哈佛商業中心是模仿倫敦的建築而成，有規劃

停泊輕艇專區，在假日很多巴黎人會來這邊遊玩及駕駛輕艇出海。原始的利哈佛

港口是十六世紀創建，最近要慶祝創建五百周年，預計會迎來兩千多艘輕艇一

同慶祝，相當熱鬧，另利哈佛港區內也有規劃海上運動的休閒活動划船區。

    利哈佛港是歐洲少數幾個可以全天候接納 1萬4,000TEU 以上的貨櫃船，無

潮汐限制，也是進入歐洲第一個或離開歐洲最後一個掛靠的基本港，和全球各

大洲海運時間最短，因此吸引全球航商前往掛靠，同時連結大巴黎、法國和歐洲

市場，讓利哈佛、盧昂和巴黎三港聯合一海關電子窗口，成為一個極具競爭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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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系統，五分鐘內完成貨物出關申報，99％的貨物不需查驗，海關手續簡便

快速讓貨物運輸變得更加便利，也讓法國利哈佛港在眾多歐洲港口中再度脫穎

而出，連續三年榮獲「歐洲最佳港口」獎。

        HAROPA之利哈佛港口已成為環境船舶指數（ESI）的創始者，在環境保護

方面，第一，利哈佛港（Le Havre）也實行積極和鼓勵性的政策，以支持空氣品

質改善。近年來，HAROPA之利哈佛港簽署了「世界港口氣候倡議憲章」，並與

全球55個港口一起致力於應對氣候變化，通過經濟激勵措施，鼓勵航運公司使

用更清潔的船舶來限制向大氣的排放，並進行了年度溫室氣體排放審查。第二，

利哈佛港負責其領土上自然區域的管理和保護，在整個港區上採取自發行動，

以保護和維護每個物種內的棲息地、維持物種多樣性。因塞納河的河口有著異常

豐富的生態系統，具有超過700種植物分類群、觀察到300多種鳥類、不少於9

種兩棲動物。第三，利哈佛港口不僅控制海水品質，在監測水質方面，實施了有

關海水沉積物和生物多樣性的重要監測計劃，評估任何活動對水環境的影響，

每年5次監測代表水質的各種參數（溫度，溶氧，懸浮固體，硝酸鹽，磷酸鹽

等），目前由於該地區和社區的工廠數量減少，總體水質正在改善中。

    反觀基隆市於基隆港現有裝置污染監測站，未來也會持續針對港區異味或

噪音進行監測，目前基隆港已配置了低壓岸電系統，港內國軍船艦、港務公司公

務船隻、海巡署的船艦目前都有使用岸電，新式船隻遵循國際海事組織(IMO)相

關規範使用污染防制系統，然而未來使用液化天然氣(LNG)乾淨燃料或加裝高壓

岸電系統來減少船舶所造成的污染，則是港口永續發展之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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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參訪利哈佛港口中心(Le Havre Port Center)機構，由利哈佛港口中心
主任 Greta Marini女士接待。

圖 49 於利哈佛港口中心(Le Havre Port Center)機構內，互相交流討論港區

開發建設與環境管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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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本市參訪人員與利哈佛港口中心
機構及 AiVP協會人員於港口中心機構
旁貨櫃裝置藝術前合影。

圖 51 利哈佛港口郵輪停泊處及郵輪旅客中心，此港口停泊處規劃每日最多可
以同時停靠四艘大型郵輪。

圖 52 利哈佛港區道路，掃街車進行沿線道路清掃作業。

圖 53 興建完成的新 port2000港口分
別由三個不同海運船舶公司向政府承
租 45-50年的契約，並進行興建該港
口與相關營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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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廢棄的咖啡儲存倉庫現改為會議中心及產品展場(廢棄倉庫活化利用，

環境管理)。老舊廢棄的建築物現由政府規劃舉辦音樂會等活動的地點，讓地方

舊建築物活化並帶動觀光產業。

圖 55 利哈佛港區內之沼澤生態保留區及政府鼓勵港區內工廠認養周邊道路旁

空地進行綠美化及植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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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利哈佛港區內規劃有划船運動休閒區供遊客租借遊玩及駕駛輕艇出海之
輕艇停泊區。

圖 57感謝利哈佛港口中心(Le Havre Port Center)機構安排導覽，會後由本

市產發處處長贈送本市伴手禮。

36



八、考察巴黎市克里奇-巴蒂諾爾(Clichy-Batignolles)生態友善區

    巴黎市克里奇-巴蒂諾爾(Clichy-Batignolles)位於法國巴黎市第十七區，

而克里奇-巴蒂諾爾(Clichy-Batignolles)生態友善區位於舊園區(法國鐵路局

物流園區內)開發案，整體開發計畫總面積54公頃，並規劃 10公頃生態公園，

公園內設有生態池、人工濕地等，讓原生鳥類、昆蟲等能在公園棲息，使公園充

滿多樣動植物及豐富的生態。該社區擁有7,500名居民和 1萬 2,700個工作崗位

兩條地鐵線提供優質公共交通服務。

    巴黎市政府希望 Clichy-Batignolles 生態友善區能成為永續發展城市的典範，

尤其在承諾具體的項目中，已真實實現了其承諾的功能和社會多樣性，節約能

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維持生物多樣性的生態。另生態友善區的能源目標：1.

將供暖氣需求降低到 15 kWh /m2  /年。2.每棟建築物每年一次性的能源消耗在 50 

kWh / m 2以下。3.太陽能板總發電量約 4,500 MWH /年，相當於 450萬度電，在

我國可以提供約 1,284戶全年用電量(107年度我國每戶每月平均用電292度電)。

    本次參訪由巴黎貝爾維爾國立建築學院建築學博士生 Marina Rotolo女士

講解介紹克里奇-巴蒂諾爾生態區的狀況。首先從克里奇-巴蒂諾爾地區地圖開始

介紹，克里奇-巴蒂諾爾生態友善區的計畫從 2001年開始到 2020年結束，約二

十年的時間。克里奇-巴蒂諾爾位於巴黎 17區，巴黎 17區基本上是人口稠密的

地區也緊鄰巴黎郊區，此計畫有個重點是希望連結巴黎市郊區及市區，就是與

巴黎市新凱旋門區與巴黎市11區(大體育館周邊)形成三角區域(都市計畫)。

    最原先的克里奇-巴蒂諾爾區域內具有一些特色。例如，有高階社會人士住

宅區，有普羅大眾住宅社區，也有具有歷史古蹟的點。生態友善區開發案最主要

的目的是將這些住宅區串聯起來並做整體規劃開發建設，基於這些考量，第一

件事情就是要蓋公園，因為在公園內不管社會階層如何，每個人都可以來公園

一起運動、一起休閒，如此便能促進族群融合，打破社會階級的藩籬，所以就有

馬丁·路德·金公園（Martin Luther King Park）的建案。另此區域有一個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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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這火車站在1835年就存在，此生態友善區整體設計規劃就是要維持原先的

鐵路軌道，並銜接新設計的車站，但會依現況作局部些微調整。

    從克里奇-巴蒂諾爾區生態友善區縮小版模型中，內有藍色辦公區、白色住

宅區、橘色公共設施、學校、健身房或是青年活動中心、紅色商業區及住商混合區

另外有一些特別的建築物，如巴黎的司法大樓、司法警察大樓，還有垃圾收集分

類中心，所以這是一個多元且多功能開發案。此區域內有很多住宅，其中50%是

社會住宅。此開發案的土地最早是國鐵公司土地，之後賣給巴黎市政府，但巴黎

市府計畫做開發計畫，所以巴黎市府把住宅用地賣給開發商，開發商再賣給私

人，演變成私人用地，另外本區域內也有中央政府用地，例如巴黎司法大樓。因

社會住宅具有多元性，一些給老人居住；一些給年輕世代居住，社會住宅是依

據居民不同的年收入分價格等級而租賃，此處的社會住宅，提供給各地方來的

公民，不只是提供原來當地的居民居住，更開放給各地來的公民。

    特別提到在巴黎建築物高度是有限制的，總高度不能超過37公尺，但此生

態友善區特別放寬到建築物高度50公尺，因為這區域建築物類型屬比較多元性

質及比較混合型的性質且建築物密度很高，這就是此區域的特色，為了讓公園

空間增加所特別訂的放寬限制。

    到目前為止，在克里奇-巴蒂諾爾區生態友善區有兩萬人在此居住及工作，

交通的便利性是一個很重要且須解決的問題，設計上增加地鐵及輕軌路線，是

這個計劃的配套措施，目前正在規劃延長地鐵 14號，因為巴黎市政府希望大家

盡量不要開車進入市區，鼓勵大家盡量使用大眾捷運運輸系統進入市區。此生態

友善區原先的計畫就是盡量不要再去建築道路，但實際上，在開發的過程中只

開發一條道路，其他的道路都是原本存在的道路。此區域的停車場，都建築在公

園及大樓的地底下，尤其馬丁·路德·金公園底下有 600個停車位可以供 7,500

位住民停靠。另外每一棟大樓地下室都有獨立停車位，但巴黎市政府還是希望居

民盡量不要開車，鼓勵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避免交通壅擠及做好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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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奇-巴蒂諾爾生態友善區內有一個工作坊，供作為每個建案的討論平台，

有關此區的土地開發商，經由投標得到開發的機會時，每個星期就得跟市府各

單位(及相鄰土地的建商)不斷的開會討論建築相關細節方案，例如建築物高度

是否會擋到隔壁棟的太陽能板及建物是否影響光線等等，直到多方達成共識後

才能動工，其中巴黎市長也會參與討論細節，足見此生態園區的每一個建案都

是巴黎市的重點建案。

    此生態區內大樓的建築設計觀念，需符合耗能標準，每平方米不能超過

50W的耗能。這就須考量到整棟大樓的能量(熱能)設計，保持夏天通風，冬天保

暖的設計，以符合節能減碳的觀念，因整個生態友善區內的大樓都沒有裝設冷

氣空調設備，故此生態友善區全部大樓建築物之外圍設計，皆需考量陽光日照

量及通風概念，目的就是為了節省能源，減少浪費電力(也就是建築時需考量建

築物坐落方向及陽台日照角度和日照量等等因素)，首先要有減碳的設計，再使

用再生能源，就是使用太陽能板產生的熱能。例如：此生態區內的司法大樓，有

3萬 5,000個太陽能板，40%的用電量由太陽板供應，其中供應司法大樓屬於智

慧大樓，其公用電燈及電梯用電皆是由再生能源供應。

    在克里奇-巴蒂諾爾生態友善區內地底下600公尺處發現有地熱水常溫

28°C。工程師們利用幫浦汲取地熱水並加熱，以熱轉換機制產生熱能(暖氣)，以

供應全生態友善區內的熱水及暖氣。地熱水抽取機制，是採取汲取及加壓返回的

循環機制，此機制不會造成水資源浪費的問題，其中地熱水的熱轉換機制能供

給 85%的全生態友善區內大樓建築物的暖氣系統。其中全生態友善區的暖氣供應

系統建置費用約 1,100萬歐元，並設置智慧電表，可以計算大樓各自住戶的用

電花費。

    克里奇-巴蒂諾爾生態友善區值得一提的創新作為：在每一棟大樓對於住戶

生活垃圾及資源回收物的收取，是由兩個不同管線的收集口，經由氣動裝置進

行收運及回收的工作，最後到達本區的垃圾回收物收集分類廠(中間處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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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垃圾及回收物的細分類收集工作。氣動裝置的管線入口處有規定垃圾袋的容

量大小及放置數量，以避免阻塞影響氣動裝置收運。另住戶的大型傢俱收運，則

是規定每個月兩次由當地的清潔隊進行定點收運，關於此垃圾收集氣動裝置系

統建置費用約 1,976萬 5千歐元。

    克里奇-巴蒂諾爾區生態友善區的公園對於抵抗全球氣候變遷扮演者重要的

示範角色，亦對城市的熱島效有降低的作用，並指出此公園對於市區溫度可有

效降低攝氏 10°C左右。另此生態區的雨水地表滲透率，經計算統計這生態友善

區共有 12%的雨水無法滲透到底下水層而消失，所以建築師們設計的原則盡量

不要再建造道路，並在此區設計一個地底下雨水收集系統，將雨水收集過濾，

再利用於澆灌公園的花草樹木，達到水資源循環再利用。

    以上非常感謝巴黎貝爾維爾國立建築學院建築學博士生 Marina Rotolo女

士，為本市參訪團做這麼詳細的介紹與說明。另此生態友善區的建築物設計概念

與環保節能減碳實際做為，非常值得本市未來都市更新之建築物規劃設計參考，

且對於本市環境保護局正在推動的節能減碳、低碳城市與對抗全球氣候變遷、預

防地球暖化的實際作為具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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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克里奇-巴蒂諾爾(Clichy-Batignolles) 生態友善區開發前、後的空拍

照。

圖 59 前往克里奇-巴蒂諾爾(Clichy-Batignolles)生態友善區建築設計規劃
公司聽取巴黎貝爾維爾國立建築學院建築學博士生 Marina Rotolo女士簡報
說明生態友善區開發現況並互相討論城市發展及都市更新及環境保護等相關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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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克里奇-巴蒂諾爾(Clichy-Batignolles)生態友善區開發案的規畫設計
圖面與規劃設計完成後之實際縮小版模型。

圖 61 克里奇-巴蒂諾爾(Clichy-Batignolles)生態友善區大樓內收取住戶生
活垃圾及資源回收物之兩個不同管線的收集桶，經由氣動裝置收運。

圖 62 克里奇-巴蒂諾爾(Clichy-Batignolles)生態友善區馬丁·路德·金公園
外之路邊垃圾收集桶(創意裝置)及公園內之垃圾與資源回收物收集箱。(以上兩
處由當地清潔隊人員收運垃圾及回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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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本參訪團實際走進克里奇-巴蒂諾爾(Clichy-Batignolles)生態友善區
內之馬丁·路德·金公園並聽取說明。

圖 64 參觀馬丁·路德·金公園內提供給
當地居民種植花草、蔬果之場所。(類似
台灣的開心農場)

圖 65 克里奇-巴蒂諾爾(Clichy-Batignolles)生態友善區內馬丁·路德·金公
園之公共廁所。(建築物外圍綠美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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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克里奇-巴蒂諾爾(Clichy-Batignolles)生態友善區內社會住宅及學生
住宅區。(建築物外圍特別重視自然通風及採光照明設計)

圖 67 馬丁·路德·金 公園入口處 指示民眾應遵守入園相關規定之圖示牌。

圖 68感謝巴黎貝爾維爾國立建築學院
建築學博士生 Marina Rotolo女士詳
細的解說導覽，會後本市贈送伴手禮
予以答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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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環保創意

圖 69 康城市區街道傍晚時清潔人員收運垃圾及回收物作業情形。

圖 70 康城市區街道上供民眾使用之收費腳踏車停放區及乾淨街道旁之回收、

垃圾桶。

圖 71 巴黎市中心街道路旁停車格設置電動汽車充電站，全市推廣電動汽車概
念借以改善空氣品質，降低汽車排放廢氣汙染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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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巴黎市聖心堂周邊露天咖啡廳之
屋頂，設計為可收放式之帆布屋頂，
白天捲起、雨天張開，讓光線照明充足
且自然通風以達到節約能源之目的。

圖 73 巴黎市聖心堂周邊火車造型之電動遊街車，以電動車代替柴油車推廣周
邊文化觀光產業並減少空氣污染的排放。

圖 74 巴黎市聖心堂周邊住宅及商店外圍石牆裝飾佈置，別出心裁的巧思增添
環境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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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巴黎市聖心堂周邊私人住宅建築物之外圍綠美化情形。

圖 76 巴黎市區公園內垃圾桶，採智慧設計用彈性束帶固定環保塑膠袋。

圖 77 巴黎市塞納河沿岸兩旁設置綠美化之公園供民眾休憩及寬敞的步道供民
眾運動、跑步及騎乘腳踏車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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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巴黎市區羅浮宮旁人行道上之動
態廣告物裝置(此裝置造型充滿藝術美
感目的用以遮掩地面突出的電信設備)
及造型充滿藝術質感之回收桶。以上兩
裝置的設計與體整周遭環境無違和
感，如此城市美學值得本市參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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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本次的參訪學習計畫，首先得感謝法國駐台辦事處的建議行程及我國駐法

辦事處的精心安排與協助，讓拜會與參訪的行程圓滿順利。對於南特、康城、利

哈佛港口城市在發展城市旅遊、開發建設(河)港區、執行城市規劃管理時都能同

時兼顧自然環境保護，讓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能夠相依共存永續發展，這些經

驗是非常值得我們參考學習：

    在歷史上，臺灣與法國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對於中法戰爭，法軍登陸基隆，

這場戰爭所留下法國公墓，基隆市政府已指定為市定古蹟，每年進行管理維護

之外，在基隆中元祭期間，特別邀請法國在台協會駐台代表一同在墓園進行追

思，另外在每年國際國殤日（11月 11日）法國在台協會帶領一些法國朋友及基

隆市政府都會在墓園進行國殤日的紀念儀式，由此可見基隆與法國的關係與情

感交流非常綿密。2019年後，包含在「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整合計畫」執行下的

法國公墓，將會有嶄新的歷史文化園區風貌，期待有幸邀請南特市長及市府團

隊ㄧ起見證，歷史風華再現。

    在南特市，拜訪當地市政府及參訪協助南特市政府發展觀光產業之南特之

旅機構，參訪中發現當地政府非常重視教育、文化及環境保護的議題。一個城市

要年輕化就需要有大學生，當地設置高等教育院校，吸引外縣市及外國年輕學

子來南特居住並就學，以注入城市發展的活力來源。要改變當地的產業就從文化

創新開始，以吸引大量的年輕人及遊客來當地觀光、停留駐足並消費，來促進當

地產業轉型發展讓城市再生。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地球村的人類不得不面對的嚴

肅課題，這攸關國家未來的生存發展。南特市政府洞察先機放眼未來的世界，訂

出前瞻的環境保護計畫目標，目的就是要讓這個城市永續發展下去。另此次拜會

南特市政府，更獲得南特市政府的首肯，願意與本市先從大專院校教育及文化

發展開始交流，對未來能否更進一步發展締結姊妹市種下了無限契機。

    康城這座二戰期間曾受損嚴重的城市，能從破損中快速建設並轉型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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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現代化智慧城市，這一切可歸功於法國政府的政策與當地政府團隊的打

拼，目前康城也正積極招商歡迎相關高科技產業進駐並祭出很多吸引人才進駐

的誘因(福利)。

    從本次參訪中看到康城市對於城市生產力(productivity)的重視，因為城

市生產力是未來撐起城市興盛的關鍵(不是消費力)，這點值得本市參考學習。另

有關康城的輕軌電車成功案例，給基隆市預計興建輕軌案帶來無比的信心與希

望，相信基隆輕軌案的規劃設計、建造、營運、與後續的維修絕對不是問題，基

隆輕軌是值得期待與可行的，必定能為基隆市帶來滿滿的遊客和提升觀光產業

競爭力，更能帶動整個基隆市的進步與繁榮。

    本次參訪提供以下建議：

一、參訪利哈佛港口，此港口連續三年榮獲「歐洲最佳港口」獎，其中海關手續

簡便快速，讓貨物運輸變得更加便利(綠色動力)，究其原因：此港口採海

關電子窗口，五分鐘內完成貨物出關申報，99％的貨物不需查驗，讓此港

口榮獲極具競爭力的運輸系統，故智慧港口美名絕非浪得虛名，值得本市

基隆港學習。目前基隆港已逐漸轉型為郵輪母港，基隆市政府在對郵輪船舶

空污管制上，輔導業者使用低硫油品，規定進港船舶減速，設置低壓岸電

及港區機具設備改為使用電力，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稽查船舶排煙情況

與油品含硫量，為基隆市民的空氣品質把關，提供市民美好的港灣景觀。

二、參訪巴黎市克里奇-巴蒂諾爾(Clichy-Batignolles)生態友善區，此生態友

善區的建築物設計概念與環保節能減碳實際作為，非常值得本市未來都市

更新之建築物規劃設計參考。推動節能減碳、低碳城市與對抗全球氣候變遷

預防地球暖化的政策，就從都市設計、區域開發及綠建築開始。

三、從此次參訪法國學習計畫中，深刻體認到一座城市建設與發展的重要性，

更重點的是要讓人民有感覺。台灣目前的現況是各地方政府財政窘迫，各項

建設發展須向中央政府提出計畫爭取補助款來進行建設，而基隆市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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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市長的努力帶領下，積極向中央提出計畫案以爭取各項補助款建設基隆，

相信在未來基隆市火車站圓環整建為國門廣場，基隆城際轉運站興建完成

後，將奠定都市轉型再生的重要里程碑。另基隆市政府與臺鐵局合作推動

「基隆火車站南側立體停車場促參案」、「山海城串聯再造計畫」，其效益將

帶動本市經濟發展，在環境保護建設方面有「田寮河、旭川河水質改善工

程」，文化建設上有「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整合計畫」，以基隆地區重大歷

史事件為剖面，串聯基隆跨越 400年發展的故事場景，建構與現代社會連

結之價值及具有歷史的環境教育讀本，賦予基隆歷史文化新的生命力。

    從「市港合作」、建立「市港平台」到「基隆市港再生標竿計畫」，市政團

隊讓所有市民從西岸到東岸的濱海長廊，看到了微笑港灣新願景，重新認

識這個新城市—基隆市。林市長強調，基隆市與基隆港不需要模仿其它城市

而是營造基隆特色，可以參考法國南特市河岸景觀設計及港口再造等成功

案例，營造水岸空間景觀，賦予文化生命力，就像法國南特市一樣，吸引

年輕人進駐，發揮文化巧思，創造基隆再繁榮。綜上所述，基隆市正持續不

斷的發展建設，翻轉基隆，讓大家有目共睹，基隆未來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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