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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市生態平衡角度下的都市綠地選址之研究 

丁志堅1、黃書偉2、劉招峻3 

摘要 

過往都市地區綠地規劃的考量重點著重於休憩功能，將綠地視為服務人類的公共設施，本研

究的主要目的是以生態平衡的角度進行竹北市的都市綠地選址。運用景觀生態學理論歸納都市綠

地選址的評估因子；以層級分析法整合相關領域專家的意見，計算各評估因子的權重；利用地理

資訊系統結合遙測影像與實地調查資料，計算候選綠地中各評估因子的得分；最後再以權重加總

方式求得候選綠地的生態分數，並探討這些候選綠地設置為公園後，對竹北市整體生態功能的影

響。 

研究結果顯示，植物種類較多與接近綠網系統兩項評估因子的權重值最高。生態分數較高的

五個綠地候選區設置為公園後，雖提昇生態功能指數中的面積及與水體距離，但卻減低形狀、與

公園距離及與綠網系統距離指數，主因是竹北市行政區狹長形狀的限制。不過整體而言，設置後

將使竹北市整體綠地資源提高，在維持都市環境生態平衡的同時，提供一個更宜人居的環境。 

關鍵字：生態平衡、景觀生態學、地理資訊系統、層級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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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isure functions of green space are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s of urban planning in the 

past. It means the green space, been a public facility, plays a role in serving humanity.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elect the suitable sites of green spa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ecological balance in Jhubei. The theories of landscape ecology were used to summarized 

assessment factor. The AHP procedures were used to integrate the opinions of experts in related 

fields. The GIS functions, combined with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field survey data, we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scores of each assessment factors for every candidate site of green space. Finally, 

weighted summation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ecological score of each candidate site, then exploring 

the impacts of ecological functions in Jhubei if these candidate sites are set to pa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wo factors including ‘more plant species’ and ‘closer to ecological 

network’ have the highest weights. If the five candidate sites with higher ecological score become 

parks, two indexes of ecological function including ‘area’ and 'distance to water’ will enhance, but 

three ones including ‘shape’, ‘distance to park’ and ‘distance to ecological network' will decrease, 

mainly due to Jhubei administrative belongs elongated shape. Overall, this scenario will increas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in maintaining the ecological balance of the urban as well as providing a 

more livable environment. 

Keywords: ecological balance, landscape ecology, GIS, 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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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都市是個高度人造的環境，在都市興起之初，所考量的多為商業或工業的區位因素，極少從

生態的角度來進行都市規劃，而近年來由於科技的快速發展，都市的規模急遽擴大，使得都市中

的自然生態問題更加嚴重，廢棄物大量累積，生態淨化能力下降（王勤田1995），導致都市環境

越來越不利於生物棲息，過度的都市開發，在自然環境中刻下了難以癒合的瘡疤，人類體認到都

市不該僅由人工建物所構成，都市計畫中開始加入供人類休閒遊憩的公園綠地。 

都市計畫是以人為主體來思考，考量的重點是希望能使都市更適合人居住，對於都市自然生

態的問題，都市計畫法中雖然對於公園綠地總量有明確規範，但僅規定綠地面積須達都市總面積

的百分之十，或是依照人口的數量來推估所需的綠地面積，建置公園綠地時主要考量的區位因素

則是在範圍之內所能服務的人口數或是土地徵收的難易程度（黃昭雄2003；杜建宏等2007），將

綠地視為供人類使用、休閒、遊憩的公共設施（林峰田1997；Caceres et al. 2012），上述的考量，

都是為了使人們的生活更加的方便，使人類有更多的休閒遊憩場所，但卻忽略了讓都市中的生物

能夠棲息與繁衍，維持都市的生態平衡，也是人類能夠舒適生活的重要因素。 

隨著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國際自然資源保

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ure, IUCN）及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於1980年提出「永續發展」的概念後，都市綠地資源更加受到重視，但都

市空間有限，除保留綠地資源外，更應使綠地具有生態價值，以打造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

態城市」。都市綠地對人類而言，具有改善空氣品質、減低噪音污染、休閒遊憩的功能。都市計

畫中雖然對於綠地總量有明確規定，但都僅限於綠地所占百分比、覆蓋率（洪得娟1997；林晏州

2001；沈勝豐、陳明賢2009）、視覺滿足率（井手久登1993）等角度出發。1999年內政部所舉辦

的都市綠地會議中，提出了都市缺乏整合性綠地計畫，以致整體綠地規劃成效不彰，此外忽略水

域藍帶或綠帶，加上公園綠地轉用或多目標使用（劉雅宜2005；Van Leeuwen et al.2010），以致

生態功能降低。 

為提升都市綠地的生態功能，本研究擬提出一套都市綠地的規劃體系，以生態平衡的角度切

入，參酌景觀生態學相關理論，歸納都市綠地選址評估因子，透過多準則決策分析技術中的層級

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 AHP)，整合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的意見，給予各評估因子不同

的權重，進一步利用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分析候選綠地各項指標

的數值，以權重加總(weighted summation)方式計算候選綠地的生態分數，找出最具生態價值的區

塊，並探討這些區塊設置為公園綠地後，對竹北市整體生態功能的影響。 

竹北市位於台灣本島西北部，竹北市南面以前溪與新竹市為鄰，全市面積46.8平方公里，市

內除北面的鳳鼻尾山及東南部之小部份丘陵外，餘皆屬沖積平原，境內北有鳳山溪，南有頭前溪

由東向西流入台灣海峽。現包括有竹北、斗崙兩個主要計畫區及六家高鐵特定區計畫。由於新竹

科學園區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大量的就業人口的居住需求，使得新竹週邊鄉鎮的人口快速增

加，竹北鄰近新竹市，又是新竹縣政府所在地，加上具備全新竹縣市最完善交通建設(台灣高鐵、

台鐵、國道一號、國道三號、省道一號)，以及大專院校與研究機構的進駐計畫，近年來房地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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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熱絡，人口成長極為迅速，但相比發展已久的都市，竹北市還有許多未開發區可供發展或保留

為綠地，且計畫區內的土地利用資料較為完整，有利於以GIS進行空間分析。再從在都市生態中

扮演重角色的綠網系統來看，竹北市的都市計畫中，已將光明六路、復興六路、復興七路、六家

一路、六家七路等路段設定為綠園道用地，具備設置為綠廊道的良好條件，且以光明六路為主體，

配合遍布市區的渠道及河道等水體，提供竹北市建置生態廊道、串連現有的公園綠地與規劃中的

綠地候選區，有利於達成維繫都市生態平衡之目的。因此本研究以竹北市都市計畫區為探討個案。 

二、文獻探討 

(一)都市綠地角色的演進 

為維護都市的生態平衡，首先必須在都市中留存可供動植物棲息繁衍的空間，即所謂「綠

地」，依據1996年內政部舉辦之「全國公園綠地研討會」中定義：「綠地」泛指穩定維持植物生

長的土地或水域，可提供生態、景觀、防災、遊憩等功能的開放空間。而隨著時代與學術的演進，

都市綠地的角色也逐漸改變，在分析過往的相關研究文獻後，都市綠地的演進可分為3個階段： 

1.合乎法律的規定 

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五條中規定：「公園、體育場、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

密度及自然環境，做有系統之佈置，除特殊情形外，其佔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之百分

之十。」IUCN的永續發展指標也指出，每人應享有二十平方公尺的綠地資源。在本階段，都市

綠地的規劃通常只考量面積達標準，都市中雖然有綠地，但並未思考綠地空間的分佈，常造成綠

地資源的生態價值過低。 

2.將綠地視為供人類使用的公共設施 

Bach（1980）指出，都市綠地一般被視為輔助性的公共設施，因此規劃的重點主要在公平性

與效率性，在公平面追求個體空間及區位可及性平等，在效率面追求最小空間阻隔及系統整體區

位可及性最高，根據林峰田（1997）的研究，早期都市中公共設施的設置，是透過領域分析(territory 

analysis)的方法，以「領域」及「影響範圍」的概念，經由空間分析的方法來分析該設施在一定

範圍內的服務量；葉偉傑（2004）則對於都市層級中針對公園綠地的防災性、階段性緊急避難、

鄰里防災、逃生避難、阻隔火災、減緩水災等功能來做考量，並針對地震這項災害的特性，如：

災民收容、物資堆積等來做研究；衛萬明、林宏晉（2006）透過推估公園周邊未來人口數量與旅

行距離的概念，整理出符合現實且具公平與效率性的規劃準則。 

本階段將綠地視為服務人類的公共設施，考量的重點著重於綠地的遊憩功能，分析規劃時以

人類為出發點，重視人類使用綠地時的公平性，探討綠地所能服務的人數與服務的範圍，使都市

居民獲得最大效益。 

3.將綠地視為維持都市生態平衡的資源 

在生態平衡及永續發展的概念的日漸成熟後，學界開始以生態的角度來評估都市的公園綠地

設置，使這些散佈都市中的綠地資源能產生最大的效益，Pickett et al.（2008）即透過探討都市地

區的土壤、水文及生物棲息的情形，來為都市生態資源建立一個初步的評估框架；王智聖（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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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綠地可提供生物棲息為考量，以綠地的生物資源為著眼點，透過對台南市綠地鳥類棲息數量的

調查，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來探討綠地的空間格局；王小璘、曾詠宜（2003）透過公園綠地面積、

公園綠地形狀、公園綠地間距離、景觀獨特性、景觀連接度、周圍土地使用、棲地多樣性、棲地

破碎度、棲地生態戰略性、林相完整性、地形穩定性、植物種類多樣性的評估因子，來評估都市

綠地資源在生態方面的適宜性；Jim and Chen (2003)對中國南京市的研究，確立了都市中各種綠

色資源的需求與特性，綠廊道可連結綠地、綠楔可引入都市外圍自然資源、以及綠地形狀在生物

交流方面的重要性；Nakagoshi(2008)透過疊合水體、土地利用、古蹟、空氣污染分布圖，找出綠

地發展的最適宜區，並檢視河內市的都市計畫中之綠地分佈是否合宜，使都市中綠地能位於最適

地點並發揮最大生態價值。 

(二)景觀生態學的綠地指標系統 

Register(1987)提出生態都市(Eco-city)的概念之後，都市生態系統的建立開始受到重視，都市

的綠網系統就是將都市中所有的綠地資源，包含區塊、廊道、基質三者組成完整的系統聯結關係，

以便於生物遷徙、基因交流、物種繁殖及生物多樣性的維持。景觀生態學的空間格局理論即是將

地表景觀分為區塊(Patch或稱嵌塊體)、廊道(Corridor)、基質(Matrix)三者排列組合而成，藉由此分

類，地表上的任何一點都處於這三者之內，而這分類概念也使得景觀生態學和其他學科間的交流

變得較為容易(Forman ,1986)。 

1. 區塊 

一般在景觀生態學之中，較大型區塊所能提供的能量、養分總量、棲地面積都高於小型區塊，

因此大型區塊會比小型區塊更有價值，除面積之外，區塊形狀也應被考慮，複雜的形狀將使區塊

中生物較易與周圍交流，接近圓形的完整區塊會對區塊中生物有較高的保護功能，區塊在景觀中

主要有三種功能，包括提供生物適宜環境的棲地(habitat)、物種族群增加成為擴散的中心的源

(source)，以及由於環境適宜造成生物往該處聚集的匯(sink) (趙羿等2004)。 

2. 基質 

基質的判別標準有三要素，分別為在景觀中的相對面積、連接度和動態控制作用(趙羿等

2004)，相對面積指的是當某一種景觀元素在景觀中佔地最廣時，即被視為該地的基質，連接度的

意義為當該景觀元素完全連通並將其他的景觀元素包圍時，也被視為基質，而動態控制作用則是

指一地區的景觀由於廊道的連接而被另一地區的景觀(如植被)所影響，則兩地即被視為相同基

質，在景觀要素之中，基質所佔面積最大，連接度最強，對景觀的影響也最大。 

3. 廊道 

廊道是區塊的一種特殊形式，目前尚無一公定標準去區分廊道和區塊，一般而言，長寬比在

10~20%，且分割景觀，又連結區塊的線性區塊會被視為廊道(趙羿等2004)，廊道具有雙重性質，

一方面隔離了地景，另一方面則連結各區塊，透過廊道的連結，距離相近的數個小區塊將有可能

在某些功能性超越單一的大型區塊(Forman1986)。廊道的概念也影響了近年來關於都市綠地建置

與分析的研究，由於都市的空間狹小，因此利用都市中遺留的狹長空間來建置綠廊道，對於提升

都市的生態性大有助益，不僅可透過廊道來連結區塊，廊道本身也同時具有區塊的功能。 

景觀生態學強調在生態系中的空間尺度及空間格局下的生態效應，透過景觀生態學理論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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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與補充選址指標，將使都市綠地的位置的評估與分析更加合理與適宜。Jim & Chen (2003)結合

GIS景觀生態學理論，分析中國南京市的綠地分佈情形；林裕彬、吳振發、鄧東波（2004）應用

景觀生態指數與GIS，分析汐止地區的土地利用變遷情形；劉雅宜（2005）應用景觀生態學與GIS，

進行台中市多目標綠道系統的規劃，江友直（2006）以GIS為工具，運用景觀生態學理論探討都

市土地利用的合理性。 

都市生態需仰賴都市中少數的綠地空間及都市外圍的自然生態系統，致使都市成為一個不穩

定的生態體系，進而導致都市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間的物質、能量等交流無法平衡，因而現

今有許多永續發展及生態都市的理念被提出，如尊重物種多樣性、降低資源消耗、保存養分及水

資源、維持棲地品質等，唯有透過生態設計，才能同時滿足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需求，進而達到「永

續」的生存環境之理想境界（王小鄰、劉若瑜2001）；這些都市永續發展的理念，其共同的目的

皆是為了能使都市環境能夠如同自然環境一般，趨向穩定及平衡。 

(三)都市綠地選址 

多準則決策分析整合地理資訊系統技術應用在許多的研究當中，包括環境經營(Hessburg et al. 

2013)、交通管理(Alçada‐Almeida et al. 2009)、都市規劃(Plata-Rocha et al. 2011)以及天然災害分析

(Lai et al)等，因此Malczewski (2006)以及Malczewskiand Rinner(2015)提出多準則決策分析地理資

訊系統(GIS-MCDA)的研究取向，他認為GIS-MCDA是指一種整合地理資料以及決策群意見，透

過決策法則轉換成空間決策地圖的一套程序，而在多準則決策分析的技術當中，層級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是應用最為廣泛的方法之一(Saaty, 1980)，特別是在都市綠地選址

的研究。鄭紹材、李浩榕（2006）透過專家訪談與AHP分析，對河川水域生態工程的管理要項進

行研究；顏添明等（2006）應用模糊德爾菲法對國有林地的地籍管理、出租地管理及林地管理體

制的問題進行探討；林佩瑩、廖學誠（2008）透過專家問卷調查，應用模糊德爾菲法分析高雄愛

河綠廊道的功能；王智聖（2002）將都市綠地視為生物棲地，透過量化指標的建立並以AHP與給

予影響因子權重，調查台南市綠地鳥類棲息數量，以迴歸分析探討綠地的空間特性；王小璘與曾

詠宜（2003）透過模糊德爾菲法篩選景觀、環境、遊憩及教育等多面項的評估因子，並以FAHP

來給予因子權重，探討都市公園綠地設置實的考量重點，並做為未來規劃的參考依據；葉偉傑

（2004）透過模糊德爾菲法篩選評估因子(階段性緊急避難、鄰里防災、逃生避難、阻隔火災、減

緩水災等)，以FAHP來給予因子權重，並針對地震這項災害的特性(災民收容、物資堆積等)，評

估都市中公園綠地的防災性；Nakagoshi(2008)以景觀生態學選擇土地利用圖、水體圖與空氣污染

分布圖等，以AHP給予各圖層權重，利用疊圖來對越南河內的都市計畫進行評估，上述研究雖然

著重的指標及條件不同，但皆使用了階層式分析法整合專家意見，簡化複雜的層級評估因子，分

析都市公園綠地的功能與價值。 

從上述研究可知，都市中的綠地或其他設施的選址，多循著評估因子系統的建立，到給予指

標權重，一般多使用AHP整合專家意見，最後透過空間分析的步驟來操作；景觀生態學理論使學

者及規劃師能考量影響綠地價值的多種因子，AHP整合專家意見，依照重要性的不同，給予各指

標不同的權重，經由空間分析，找出發展條件最良好的區塊，使都市中綠地或其他設施的分布最

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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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目前有關都市綠地選址的文獻可知，隨著永續發展理念的提出，都市綠地的生態平衡概

念越來越受重視，綠地從原本只是合乎法律的規定，變成供人類使用的公共設施，最後成為維持

都市生態平衡的資源。在景觀生態學中，強調生態系內的空間尺度及空間格局下的生態效應，因

此對都市綠地選址能夠進行合理的評估，若能據此發展出都市綠地選址的規劃體系，找出最適合

發展為綠地的區塊，建立都市的生態系統，整理適宜的都市綠地選址指標，應能在進行都市規劃

時，透過選址指標優先考量這些地區，使都市綠地能位於最具生態效益的區塊，讓綠地資源趨近

生態平衡的都市環境能更宜人居。 

根據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發問： 

1. 融入生態平衡概念的都市綠地選址指標有哪些？ 

2. 專家學者對於都市綠地選址指標的看法為何？ 

3. 綠地選址結果對都市生態平衡的影響為何？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探討，以維護都市綠地資源的生態平衡為著眼點，嘗試歸納與擬定都市

綠地選址指標，經由「AHP多準則決策分析」統整相關領域專家的意見，確立指標因子的層級與

權重，並透過「實地調查」來取得候選區塊的指標現況資料，接著利用「GIS空間分析」對都市

綠地的候選區塊進行評析，並將分布情況以地圖的方式呈現，藉此了解各候選區塊的生態分數，

做為評估都市綠地生態平衡的重要資訊來源。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AHP 多準則決策分析 

都市規劃及綠地選址是一項專業且複雜的工作，AHP透過專家問卷的施測，整合專家的意見

給予各評估因子適當的權重，每一區塊的得點加權之後，進行統計分析，找出得點較高的區塊做

為都市綠地設置時的參考。 

首先是羅列評估因子，對於可能影響問題的因子，盡可能納入問題中。同時建立規劃群，以

界定問題的範圍，本研究回顧過往的相關研究後，整理出對於都市整體生態功能提升最有助益的

指標，做為都市綠地選址時的評估因子。接著建立層級結構，將複雜的決策問題簡化為幾個簡潔

扼要的層級，處理複雜問題時，利用層級結構加以分解有利於系統化的了解。接著建立成對比較

矩陣，透由數值分析中常用的特徵值（Eigenvalue）解法，找出特徵向量值，進而求出各層級要

素的權重。由於成對比較矩陣內之數值，為決策者依主觀所下之判斷值，但由於判斷層級與因素

眾多，使得決策者在兩兩比較的判斷下，較難達成前的一致性。因此需對該數值進行一致性檢定，

並作成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檢查決策者回答所構成的成對比對矩陣，是否為為

一致性矩陣。最後本研究將權重值與指標分數的加權總合做為綠地候選區的生態分數。 

本研究問卷施測對象為各大專院校相關學系專家學者，以景觀規劃、都市計畫及土地管理相

關科系為主，共發放問卷89份，回收25份，回收率為28%。在綠地選址評估因子方面，則是以王

智聖（2002）、王小璘、曾詠宜（2003）、以Nakagoshi(2008)的相關研究所使用的評估因子為基

礎，給予每項評估因子一至四級，最低一分最高四分的得點分數。透過專家問卷的發放及AHP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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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來確立各因子的權重值，專家對象定義如下： 

1. 對都市開發、規劃或對都市綠地選址有研究之專家學者。 

2. 具有都市規劃專業知識或對景觀生態學有研究之專家學者。 

3. 從事都市規劃與景觀設計相關行業之專業人士。 

(二)實地調查 

由於研究區的植物豐富度與植物群落結構兩項指標數據皆無法取得，本研究採取實地調查的

方式，以空照圖配合地圖導航並規劃路線後，實際前往各研究區塊並拍攝較高解析度相片，進行

研究區植物豐富度與群落複雜度之分析，做為綠地選址的評估因子。 

另外，本研究的評估因子來自於整理及歸納過往的相關研究，因此在野外實查的同時，也可

觀察綠地候選區塊的各項條件，評估所歸納的評估因子是否適合本研究區，此外，本研究所使用

的土地利用資料為2006年的調查結果，而竹北市正處於快速發展階段，變化快速，許多調查結果

以不敷使用，因此在進行野外實查時，也對這些變遷的地區做記錄，並透過GIS進行資料修正。 

(三)GIS 空間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分別為民國九十五年全國土地利用分區調查的資料以及民國一百年九月

的福衛2號衛星影像，座標系統皆為TWD97平面座標系統，透過ArcGIS9.3的空間分析功能，將竹

北都市計畫區的範圍分割出來，並且配合由縣政府網站下載的都市計畫圖檔，以人工判識的方式

進行數化與修正，選出竹北都市計畫範圍中分類為01「農業使用土地」、02「森林使用土地」以

及09「其他使用土地」，作為研究範圍，由於這三類土地少有建築物分佈，最適宜規劃為綠地資

源使用，如將05「建築使用土地」納入研究範圍，即使該區塊具有極高之生態價值，在規劃為綠

地時將面臨拆除既有建築、大幅修改都市計畫及影響民眾產權等相關問題，因此研究區塊以上述

三種人類使用程度較低之區塊為主，研究區土地資料已經被道路分割為一個個獨立的街廓，在之

後的空間資料與指標因子分析時，一個街廓即為一個研究單元，接著配合民國一百年九月的福衛

2號衛星影像，刪除現今已存在大量人工建物以及被新增的都市道路系統切割，導致形狀過於破

碎的區塊或是面積過小，低於門檻值的區塊，以及經實地考查，發現已轉為其他用途的區塊，共

獲得26個研究單元，做為綠地設置的候選區塊。 

綠覆率亦為本研究對於綠地候選區塊的評估因子，而在綠覆率這項指標的取得方面，福衛2

號衛星影像的解析度已能夠直接判識出植被，將衛星影像和研究區的圖層疊合後，透過ArcGIS9.3

的數化功能，可直接在研究區塊中數化出植被的範圍，與該區塊總面積進行計算後，即可得該區

塊的綠覆率。 

在空間生態功能的因子方面，外圍形狀這項指標因子，可由研究區塊屬性資料表中的面積及

周長數據，利用公式計算後，即可得形狀系數，在其他評估因子方面，由於都市計畫圖中已包含

公園，本研究將使用分區為公園、水體的區塊獨立出來，另將研究區內路寬大於30公尺以及都市

計畫圖中已設定為園道的路段數化為線資料，透過ArcGIS9.3的空間分析功能，即可獲得各研究區

塊與現有公園綠地、水體以及綠網系統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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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結果 

(一)融入生態平衡概念的都市綠指標架構 

若以生態的觀點來看，都市的公園綠地應考量生物遷徙與生物多樣性(Goddard et al. 2010)。

因此本研究將都市綠地選址的指標，分為著重該區塊自身所具備的生態條件的「環境生態功能指

標」，與著重和週遭地區互動影響的「空間生態功能指標」如圖1。其中，本研究歸納出常被使

用的「環境生態功能指標」如下： 

1. 面積： 

景觀生態學基本原理中明確指出，面積大綠地優於面積較小的，王智聖（2002）對於台南市

公園鳥類分部的研究指出，1公頃以下的公園綠地可能無法提供生物安全棲息的空間，王小璘與

曾詠宜（2003）的研究指出大部分公園綠地面積為10 公頃以下。 

2. 植物豐富度： 

植物的豐富度約高，越能展現出該區的生物多樣性，生態平衡更不易被破壞，本研究對於植

物豐富度的評估準是根據陳彥良（2002）對於台中市綠網系統的研究，與實地調查結果來訂定。 

3. 綠地植生群落結構 

根據王小璘與曾詠宜（2003）的研究，包括多層次的植物結構及多種類的植群，多層次的植

物社會有助於防止降水對地表的直接沖刷及攔截因風所揚起富含礦物質養分的表土，陳彥良

（2002）指出，植物群落結構係指環境區域內植物生長結構的狀況，即林冠層、樹幹層、灌叢層

及雜草層等各冠層植栽之組成。 

4. 綠覆率： 

綠覆率係表示該區塊植栽垂直投影面積與區塊總面積的百分比，也是建築基地綠化程度指標

之一種，計算方式是基地範圍內所有由綠色植被所覆蓋部分的面積與基地面積百分比值。綠覆率

檢討的意義與目的，與綠化面積檢討的意義相同，都是為了都市內自然生態的涵養與保育；但是

兩者檢討的方式並不一樣，綠覆率在計算時並不以鋪面面積計算，而是以綠植栽覆蓋面積範圍來

計算，例如在硬鋪面上以樹穴或花台植樹，並非計算樹穴及花台的面積，而是以樹冠幅員所覆蓋

的範圍來計算綠覆面積。本研究依據劉保廷（2004）對於台中市都市道路生態評估的規劃相關研

究訂定綠覆率評估準則。 

此外本研究歸納之「空間生態功能指標」如下： 

1. 綠地形狀： 

根據目地的不同，綠地形狀的完整與複雜各有其意義，完整的形狀有利於該地資源的保護，

複雜的形狀有助於和周遭的交互作用與生物的流動， Jim & Chen (2003)指出，都市中的綠地外圍

最好呈複雜的曲線，黃書偉、陳昱伶（2003）的研究顯示，公園綠地較高的形狀係數可和周圍產

生較高的空間關聯，陳彥良（2002），Cook(2002) ，王小璘與曾詠宜（2003）同樣也使用綠地形

狀做為評估因子。由於都市地區著重各綠地間的物種交流，本研究給予形狀較不完整、形狀系數

較高的綠地較高的評價。形狀系數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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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L
D   

其中D為形狀系數，L為區塊周長，A為區塊面積，D值越高代表該區塊形狀越有利於生物資

源的流動。 

2. 與現有公園綠地距離： 

在景觀生態學理論中，綠地距離越近，對於彼此間物種的遷徙、繁衍與交流越有助益，陳彥

良（2002），王小璘與曾詠宜（2003），林向斌（2005）對於都市綠地的研究中，即使用綠地間

距離做為評估因子。都市中的綠地間距離越近，越有利於彼此間物種的交流，也降低了建置廊道

的難度，因此從都市綠地整體空間分佈的角度來看，都市中綠地候選區與現有公園綠地之間的距

離越近，對於提升都市生態功能的貢獻也越大。 

3. 與水體距離： 

水體在都市中常被視為廊道（藍帶），具有連結各區塊的功能，劉雅宜（2005）的研究中指

出，具有生態功能的綠道，大部分會沿著河流設置，由於本研究區包含北有鳳山溪，南至頭前溪，

其間尚有豆子埔溪及許多灌溉渠道穿越，可謂水體眾多，而Nakagoshi(2008)的研究區河內，也是

水體眾多的區域，其研究也給予離水體較近的綠地較高的評分。水體除了具備廊道的功能之外，

河岸經常成為動植物的最佳棲地，甚至更進一步透過綠網系統的連結，將河濱生態資源引入都市

之中。 

4. 與綠網系統距離 

竹北市的都市計畫中，已將光明六路、復興六路、復興七路、六家一路、六家七路等路段設

定為園道用地，但這些園道多為平行分佈，無法構成完善的都市綠網系統，因此本研究將中山高

速公路、光明六路、莊敬南北路、自強南北路及嘉豐南路設置為綠網系統，上述道路路寬皆大於

30公尺，且安全島及人行道接有植被分佈，中山公速公路雖然車速較高，不利於動物穿越，但竹

北路段兩側皆有寬廣的綠地分佈，且縱貫竹北都市計畫區，正好能和光明六路交錯，成為綠網系

統的骨幹。 
 

 

圖 1 都市綠地選址層級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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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HP 多準則決策分析結果 

本研究共回收25份問卷，使用Expert Choice 2000進行統計分析與檢定，去除無法通過一致性

檢定的4份問卷後，整合21位專家對各項評估因子的成對比較結果，計算出各評估因子的相對權

重，進一步結合各因子的權重值及其在各綠地候選區塊的原始分數，轉化成結合專家意見與現況

分數的總分，以進行各區塊間的比較，優先萃選出分數最高的區塊來進行綠地的設置。 

在第一層級「環境生態功能」與「空間生態功能」兩個因子的比較，「環境生態功能」的權

重值為0.567，「空間生態功能」則為0.433，如表1所示，雖無顯著差異，但可見專家學者在都市

綠地選址時，較重視該區塊自身所具備的條件，而在第二層因子的比較中，權重最高的因子為「環

境生態功能」中「植物豐富度較高」這項因子，顯示植物的種類豐富與否，對於綠地的選址有其

重要性，次高的因子則為「空間生態功能」中的「接近綠網系統」，除了「接近綠網系統」這項

因子之外，「環境生態功能」中的所有因子皆高於「空間生態功能」由此可知，在「空間生態功

能」中，最受專家學者重視的因子為「接近綠網系統」。 

表 1 都市綠地選址評估因子權重 

層級一 權重 層級二 權重 整體權重 順序 

環境生態

功能 
0.567 

面積較大 0.246 0.140 3 

植物豐富度較高 0.293 0.166 1 

植物群落較複雜 0.225 0.127 5 

綠覆率較高 0.236 0.134 4 

空間生態

功能 
0.433 

形狀複雜 0.123 0.053 8 

接近公園綠地 0.231 0.100 7 

接近水體 0.277 0.120 6 

接近綠網系統 0.369 0.159 2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三)綠地選址結果對都市生態平衡的影響 

王小璘與曾詠宜（2003）的研究中，採計了綠地面積大小、公園綠地形狀、邊緣係數指數、

公園綠地間距離、景觀獨特性、周圍土地使用等多項指標，將其分為四級並給予2-8分之參數植，

陳彥良（2002）對於台中市綠網系統的研究中，將綠地面積、綠地形狀、綠地間距離植物種類多

樣性等指標分為四級，劉保廷（2004）對於台中市都市道路生態評估的規劃相關研究中，將綠地

面積、植物種類多樣性及綠覆率等指標分為四級；綜合上述相關文獻，並參照竹北市現有的環境

及空間條件，本研究將各項評估因子的計分分成四個等級，為兼顧各等級內變異最小，等級間變

異最大的資料分類準則，進一步以GIS資料分類的臨界值法(natural break)求取各評估因子的組距

範圍，計算得出各評估因子的計分表(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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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綠地選址的評估因子計分表 

環境生態功能評估因子 

綠地選址的評估因子 第一級(1 分) 第二級(2 分) 第三級(3 分) 第四級(4 分) 

面積較大 1 ~3 公頃 3～7 公頃 7～10 公頃 >10 公頃 

植物豐富度較高 <4 種植物 5~6 種植物 7~8 種植物 >9 種植物 

植物群落較複雜 
群落結構不明

顯 

群落具有階層化

植生結構 

群落具良好階層化

植生結構 

群落結構接近

自然環境 

綠覆率較高 15% 15~30% 30~60% >60% 

空間生態功能評估因子 

綠地選址的評估因子 第一級(1 分) 第二級(2 分) 第三級(3 分) 第四級(4 分) 

形狀複雜 1~1.5 1.5~2 2~2.5 >2.5 

接近公園綠地 >300m 200～300m 100~200m」 <100m 

接近水體 >300m 200~300m 100~200m <100m 

接近綠網系統 >300m 200~300m 100~200m <100m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結果顯示，綠地選址的各項因子對於研究區塊有著不同的影響，空間上的分佈也不盡相同，

得分最高的五個區塊也各有其優渥條件，分佈於研究區外圍接近鄉村的區塊，通常具有較大面積

與較高的植物豐富度及植物群落複雜度，而位在都市中的區塊則在接近綠網系統及公園這項因子

獲得較高的得分。 

得分最高的五個候選區依序為： 

表 3 綠地候選區總得分前五名排序 

編碼 
面積

較大 

植物

豐富

度較

高 

植物

群落

較複

雜 

綠覆

率較

高 

形狀

複雜 

接近

公園

綠地 

接近

水體 

接近

綠網

系統 

加權 

總分 
排序 

11 1 3 3 4 1 4 4 3 2.965 1 

10 1 2 2 4 1 4 4 4 2.831 2 

7 1 3 2 4 4 3 1 3 2.537 3 

24 3 2 2 4 4 1 4 1 2.493 4 

5 1 3 4 4 1 1 4 1 2.474 5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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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綠地候選區生態分數分布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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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11區塊-總得分2.905： 

位於新竹高鐵二通計畫區，嘉政七街、六家五路、嘉豐十一路與隘口六街圍繞，位處住宅區

中，靠近公園及綠網系統，因未開發而具有有較高的植物豐富度與植物群落複雜度，且緊鄰水體。 

  

第 11 區塊 01 

資料來源: 本研究實地拍攝 

第 11 區塊 02 

資料來源: 本研究實地拍攝 

2. 第10區塊-總得分2.538： 

位於新竹高鐵二通計畫區，嘉豐六路、復興三路、嘉豐七街與復興六路及七路圍繞，位處住

宅區中，靠近公園及綠網系統，且緊鄰水體，但植物豐富度與群落複雜度稍低。 

  

第 10 區塊 01 

資料來源: 本研究實地拍攝 

第 10 區塊 02 

資料來源: 本研究實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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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7區塊-總得分2.537： 

位於新竹高鐵二通計畫區，由嘉興路、福興東路、嘉豐一街及嘉興路204巷圍繞，與第11區

塊同樣位處住宅區中，靠近公園及綠網系統，且因未開發而具有有較高的植物豐富度與植物群落

複雜度。 

  

第 7 區塊 01 

資料來源: 本研究實地拍攝 

第 7 區塊 02 

資料來源: 本研究實地拍攝 

4. 第24區塊-總得分2.493： 

位於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邊緣，中正西路旁，區塊北方有灌溉溝渠流經因位在都市

邊緣，面積較大且具有較高的植物豐富度與植物群落複雜度，緊鄰灌溉溝渠。 

  

第 24 區塊 01 

資料來源: 本研究實地拍攝 

第 24 區塊 02 

資料來源: 本研究實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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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5區塊-總得分2.474： 

位於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邊緣，光明十一路旁，緊鄰豆子埔溪，因位在都市邊緣，

具有較高的植物豐富度與植物群落複雜度，雖然面積明顯小於得分第六高的第15區塊，但因植物

豐富度較高且權重較高，使其得分能高於第15區塊。 

  

第 5 區塊 01 

資料來源: 本研究實地拍攝 

第 5 區塊 02 

資料來源: 本研究實地拍攝 

其中第7 、24區塊形狀係數得分明顯較高，但因形狀所佔的權重最低，僅為0.053，為所有權

重中唯一小於0.1者，故總得分並為明顯提高，五塊候選區的綠覆率皆高於60%，對於研究結果較

無影響。 

竹北都市計畫區內人口根據都市計畫書推估，至計畫目標年民國110年，應為177000人，根

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中所規定，都市人口5萬人以下者，每一千人需0.15公頃；5萬

-10萬人口者，超過5萬部分，每一千人需0.175公頃; 10萬-20萬人口者，超過10萬部分，每一千人

需0.2公頃公園綠地的公式計算後，共需公園綠地31.65公頃，而現今都市計畫共設置了12.84公頃

的公園綠地，應再設置18.81公頃的公園綠地，要達此標準，可優先考量本研究結果中得分最高的

第11、第7、第24、第5及第15區塊，合計約21.37公頃。 

將這五塊區塊設置為綠地後，竹北都市計畫區將有34.21公頃，略為超過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

討實施辦法所定下的標準，且加入這5塊區塊後，對於計畫區內的整體生態功能指數也產生影響，

形狀係數由2.77降為2.68，與公園的平均最短距離由80公尺略增為99公尺，與水體的平均最短距

離由251.6公尺降為233.8公尺，與綠網系統的平均最短距離由379公尺增為417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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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果與討論 

根據分析結果，一區塊要具備能設置為公園的優良生態條件，植物豐富度需達7~8種，且具

備良好的植生結構，面積需達2公頃以上，綠覆率達60%以上，距離現有公園、水體、綠網系統100

公尺以內，其中植物豐富度與距離綠網系統距離的權重明顯較高，區塊形狀由於權重過低，在研

究結果中不影響區塊的選擇，因此未來相關單位在進行公園綠地的設置時，可優先考量達上述標

準的區塊。 

由於竹北都市計畫區的現有公園大多呈狹長型，形狀係數平均值較高，加上綠地大多集中於

東南側的新竹高鐵二通計畫區，彼此平均距離短且接近綠網系統，相對於本研究選址結果的區

塊，大多形狀較完整且方正，且有2區塊位於計畫區西北側，因此造成現有公園加入本研究選址

結果前後的比較，在形狀係數、與公園的平均最短距離及與綠網系統的平均最短距離三項評估因

子產生較為負面的影響，但由於有3區塊緊鄰水體，因此在與水體的平均最短距離這項因子上，

影響是正面的，雖然部分指標的變化較為負面，但綠地的總面積增加之外，平均面積也由2.3公頃

大幅上升為7.1公頃，且如將這些區塊設置為綠地，將可使計畫區西半部也有公園綠地，綠地資源

的整體空間分佈將更為平均，在提升計畫區整體的生態效益的同時，達成維護都市的生態平衡，

使都市環境更宜人居的目的。 

此外，竹北都市計畫區的公園綠地明顯集中於新開發的東南部，西北部的舊城區少有公園的

設置，且由於舊城區街道狹小，不利於綠網系統的設置，在實地調查過程中也發現，計畫區內空

地雖大多有植物分佈，但多已為大花咸豐草、巴拉草、大黍等外來物種所佔據，較少見到新竹的

原生種植物，在未來對這些區塊進行公園綠地等生態層面的發展時，或許在考量美觀的同時，也

能思考種植新竹原生物種的可能性。 

竹北市不僅人口眾多，且近年來仍不斷增加中，加上本研究區日益增加的建案，以及受到政

治、經濟、交通、產業因素的考量，許多都市公園綠地並未位於最適宜的地區，因此本研究從生

態平衡的角度出發，配合景觀生態規劃的指標，對都市綠地資源進行選址，使這些綠色資源能位

於生態條件最充足的適宜區域，讓都市中綠地資源分布能最具效益，已完成的都市計畫也可用相

同的操作架構來檢測綠色資源的分佈是否合宜，以維持都市的生態平衡，打造人與自然共存共榮

的「生態都市」。 

本研究透過綜合專家意見與空間分析選址方法，在竹北都市計畫區中有潛力成為公園綠地的

低度使用空地中，從生態平衡的角度選出提升都市整體生態功能的候選區，優先設置為綠地，但

在操作上仍有改進的空間，對於未來的後續相關研究，本研究整理出以下建議： 

 (一)研究觀點限制： 

都市公園對人類而言，具有防災、避難、休閒及遊憩等功能，由於本研究希望能使都市達成

生態平衡，創建一個能貼近自然且適宜人居的都市環境，因此僅針對生態的角度考量，因此較著

重於生態功能，對於公園其他功能有所遺漏，未來在進行相關研究時，也可將這些功能一併納入，

在著重生態功能的同時，也考量人類的其他需求，使結果更貼近都市的真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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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區圖層資料蒐集： 

竹北都市計畫區由於人口快速增加，在數次的實地調查中發現，許多空地早已規劃為住宅

區，或已經高樓林立，這些問題皆由於土地調查資料老舊所造成，而都市計畫圖資也僅有PDF檔，

並無法在GIS地理資訊系統上直接分析，僅能透過野外實查配合衛星影像進行人工數化與修正，

但仍有所不足，而藉由網際網路的日益發達及開放式資料庫的引進，未來相關研究如能取得包含

的理資訊的土地使用分區資料，將可建構更多面向的數據指標，能使分析更為多元，結果也更為

精確且更具參考價值。 

(三)指標的改進： 

受限於時間與人力，本研究在評估研究區的物種豐富度時，僅對喬木及灌木進行分類，並未

觀察與分類草本植物，因此未來在進行後續相關研究時，尚可對研究區的動植物進行更詳細的觀

察與分類，而本研究在空間分析上，主要是以距離為評估因子，但有時兩區塊間距離雖短，卻可

能有建築物或地形上的阻隔，造成彼此生物流動的阻礙，此外，河道、灌溉渠道及蓄水池在生態

價值上應有高低之分，但由於相關數據的欠缺，本研究一律將其視為水體，因此未來相關研究可

加入阻礙程度與水體種類等相關評估因子，透過指標的精進，更能貼近都市環境的實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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