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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氣候變遷議題是 1992年地球高峰會的重要議程之一，會後開放各國簽署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簡稱為 UNFCCC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近幾年來，我們可以發現世界的氣候漸漸出現變化，

聖嬰與反聖嬰現象日趨頻繁，規模巨大的風暴出現，各地酷寒或酷熱的天數增

加。不只是酷寒或酷熱，人們和動物都能發現天氣正在漸漸變熱，冬天也越來越

暖和，2009 年 2 月，台灣的氣溫甚至直逼夏季，高溫達到 31 度；北極熊也發現

北冰洋的冰塊越來越少，使牠們在游泳渡海的旅途中無法找到棲息與覓食的場所

而導致死亡；以上種種跡象顯示地球的氣候結構正在改變。 

氣候變遷不只影響自然生物，也會影響地球上的人們。氣候變遷導致海平面

逐年上升，照現今的海平面上升幅度，下個世紀海平面將會上升 1~41
公尺，淹沒

大部分的人口密集區域。不只是人們的居住權受到影響，連填飽肚子的權利也受

到威脅，氣候變遷導致海水酸化，使得海洋生物的生長與繁殖受到影響；而糧食

作物也因不規則的氣候變化而減產或者被轉化成替代能源。以上種種都深深的危

害人類的生存權。 

    在“明天過後”這部電影中，相信大家對於紐約市被淹沒的印象特別深刻，

溫室氣體的超量排放造成氣候異常，引發大浪將紐約市淹沒，最後造成冰河期提

早到來。這給了人們一個警訊，不能繼續為所欲為，不然最後受懲罰的還是罪魁

禍首—人類。 

   為了生活便利，人類排出過多溫室氣體是造成氣候變遷的原因之一
2
。世界上

大概有 55%的人們住在都市，都市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大約占了全球排放量的

75%3，有效地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必須從都市做起。減少都市的溫室氣體排放

不只可以減緩氣候變遷的速度，也可避免都市被海水淹沒。但是在 PLANYC (Plan 

                                                      

1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2007). Working Group I Contribution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Technical Summary an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00 
2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2007). Working Group I Contribution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Technical Summary an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3. 
3 http://www.c40cities.org/climatechange.jsp (March 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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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city, PLANYC)4出現之前，全球並未有任一都市規劃完整的從土地使

用、交通運輸、公共設施、防治災害、水資源、氣候變遷等部門之改變來因應氣

候變遷的來臨。 

    紐約市在 2007年宣布了 PLANYC，這是美國第一個由都市所設計來對抗氣

候變遷的完整計畫。在此之前，美國的西雅圖市、洛杉磯市、丹佛市、密爾瓦基

市都有相對而言較不完整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計畫，這些計畫沒有精確的目標及

時程，內容也只包含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部門。而 PLANYC 不只有住宅、交通

政策，還包含公園綠地、綠建築、水資源、防災、濕地、能源使用效率等子計畫，

可提供國內外各都市做為借鏡，共同為抗暖化而努力。 

    我國行政院在 2008年公布永續能源政策綱領，立法院已通過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公司購置節約能源或淨潔能源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溫室氣體查

證實施辦法，環保署、國科會、農委會等單位已開始進行氣候變遷減量與調適相

關研究與政策研擬，但中央政府執行氣候變遷相關政策的效果有限，人均碳排仍

持續攀升。國內的台北縣市、台南市、高雄市
5
已加入 ICLEI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ICLEI)成為會員。台北縣市、高雄市近年已在

住商部門、交通部門、工業部門進行減排措施，但尚未見到較為突出的成效。 

    現在已有許多永續都市的相關文章，但將氣候變遷與都市連結的文章較為少

見。筆者願以本研究拋磚引玉，導引出分析更為透徹，結構更加完整的相關研究。 

 

 

 

 

 

 

 

 

 

                                                      

4
 PLANYC (Plan New York city)：紐約市的溫室氣體排放減量計畫，目標是 2030 年時的溫室氣體

排放量少於 2005 年時的 30%。 

5 http://www.iclei.org/index.php?id=772 (Dec. 1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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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問題、研究目的與個案選擇 

    一、研究問題 

    本文之研究問題是氣候變遷如何影響都市計畫的計畫內容與政策方向。國家

行為者沒有提出具體減碳目標或有實際作為時，都市必須有所行動，因為都市與

地方政府通常是面對重大災難與海水上漲的第一線。國家行為者無法保護都市遠

離越來越劇烈的天然災害威脅時，都市與地方政府為了自身的利益與安全必須採

取行動來自保。本研究重點在於都市對於環境建制的態度，如何參與其中，以及

都市對於減緩氣候變遷的策略與計畫。 

 二、研究目的 

都市跨過國家層級直接參與全球層次的議題，以一股由下而上的力量驅使

國家不得不注重氣候變遷議題。像是美東賓州、紐約等州的減碳政策及加州的嚴

格環保法案都影響了美國聯邦政府的政策與新法案，2009 年美國國會重新修訂

汽車排放相關法案就是以最嚴格的加州標準為規範。在德國則有弗萊堡市

（Freiburg）的例子，弗萊堡市在 1980年代就朝向太陽能之都而發展，在市區內

建立了太陽能的研究機構，並且吸引太陽能相關產業進駐。發展至今，太陽能已

成為弗萊堡市的都市意象。在簽訂京都議定書後，德國開始邁向替代能源產業，

弗萊堡市也在此時帶動德國綠能產業的發展，成功促成德國的產業轉型。希望未

來有更多都市開始規劃完整的減碳計畫，藉此推動其中央政府制定政策達到國際

條約的減碳目標，最後能由國家影響國家，讓減碳成為全球一致的目標。 

我國身處國際社會的一員，對於減碳當然不能置身事外。雖然我國國情特

殊導致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目前並無減排的義務，但是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天災

卻會讓屬於海島型國家的台灣受到重大影響，政府應該制定完善的因應政策。可

是馬蕭政府的減排政策大多在規劃層面，籌組了永續發展委員會，通過數項法

案，要求農委會、經建會等各部會提出調適計畫，因應氣候變遷的政策仍在擬定

過程中，尚未大規模執行減排政策。台北縣市、高雄市雖有制訂減排計畫，從土

地使用、交通、能源等部門進行減排，但減排尚未成為各大都市的施政主軸。本

研究將指出 PLANYC 的創新與成效供地方政府做參考，推動並執行完整的減排

計畫，進而影響國家的政策，除了維護本國的國土安全外，也可以保護島國友邦

的國土安全。 

 三、個案選擇 

    氣候變遷屬於永續發展的一環，在 21世紀之後漸漸受到各都市的規劃單位

所重視，以下是對於減緩氣候變遷表現較為傑出的都市與紐約市比較。英國的

Newcastle曾經被歐盟視作地方政府減緩氣候變遷的象徵，接受過歐盟的表揚並

且獲得歐盟補助；Cambridgeshire的地位如同美國的矽谷，在產業發展的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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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Leicester則是著名的重工業城，在工業革命時就

是個重工業聚集的城市，空氣汙染也相當嚴重；London則在 2006年提出了減少

碳排放計畫，此計畫涵蓋範圍相當廣泛，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英國的碳排放減

量的功效卓越可說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相輔相成的一個例子。當美國與澳洲不

願簽屬京都議定書時，但其轄下的地方政府的觀念卻較中央政府先進，紛紛進行

減少碳排放的規劃。美國 Denver在 1980 年代就開始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計

畫；Milwaukee則是美國第一座加入 CCP (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programme, 

CCP)的城市；澳洲的 Newcastle是澳洲第一個重視氣候變遷並有所行動的都市。

Mexico City是現今人口最多的城市，本市在 C406
的協助下也提出了減碳計畫；

下表 1-1參照 C40 會員國提出的減排計畫與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書中所列

的研究個案列出上述各都市在哪些都市計劃所進行的部門改革。 

 

表 1-1：各都市實行減碳部門比較表 

 土地 

使用 

交通 

運輸 

水資源 能源 空氣 

品質 

公民 

教育 

氣候 

變遷 

Newcastle (英) ˇ ˇ  ˇ    

Cambridgeshire  ˇ  ˇ    

Leicester    ˇ    

Denver  ˇ  ˇ    

Milwaukee ˇ ˇ      

Newcastle (澳) ˇ   ˇ    

London ˇ ˇ  ˇ    

Mexico City  ˇ ˇ ˇ    

New York ˇ ˇ ˇ ˇ ˇ ˇ 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分析比較 

 

    由上表 1-1可知，都市對於減少碳排放的努力多集中在土地使用、交通運輸

與能源使用效率這三個部門。對於水資源、空氣品質、氣候變遷卻沒有著墨，紐

約市的 PLANYC 可說是跨時代的一個龐大計畫，囊括都市規劃的各大部門，未

來勢必成為全球各都市的楷模。 

根據 Saskia Sassen的論點，紐約市是 global city7，不只因為紐約市擁有八百

萬人口，而且還是全球數一數二的經濟、金融重鎮以及聯合國總部所在地，使得

                                                      

6
 C40:由全球數十個大都市所組成之都市減碳聯盟 

7
 Sassen, S. (1995). The global city: Place, Production and the New Centrality, Proceedings / ACRL 

7th national conference, Pitts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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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與影響力。紐約除了政經層面的影響力外，其碳排量

與挪威或愛爾蘭等國家行為者相較之下也是不遑多讓，見下圖 1-1。紐約市的行

動可以讓地球上許多市長改變思考的方向，既然國家不積極面對全球暖化，都市

必須為了自保而制定減排計畫。本文將以紐約市為個案研究對象，論述紐約如何

從都市規劃角度來因應氣候變遷。 

 

 

圖 1-1：紐約市與國家之溫室氣體排放比較圖 

資料來源：PLANYC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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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文獻評述 

 一、氣候變遷與跨國行為者 

Oran Young在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 

stateless society 8888一書提到治理的概念，國際上的治理有以下四點要素：一、由中

央權威來執行管理工作；二、要能分享資源，最好可以成立建制來妥善管理與分

配資源；三、跨國外部性的存在，國際世界中會有以鄰為壑的鄰國存在；四、議

題連結，例如 FTA(Free Trade Agreement, FTA)與環境議題的連結，議題越多，連

結越複雜，而這些連結也會帶來治理難以處理的矛盾。接著 Oran Young提到在

環境建制中最能實踐治理的概念。他以氣候變遷建制為例，氣候變遷談判符合了

治理的一些要素。不同類型的國家參與氣候變遷，像是新興工業國、歐盟國家、

開發中國家、已開發國家都會有不同的立場。國家參與了氣候變遷談判，不是要

在談判桌上爭輸贏，而是各國對於氣候變遷有了共識並互相分享資源、訊息來面

對氣候變遷議題。此外，氣候變遷議題也與其他議題連結，例如氣候變遷與南北

問題、氣候變遷與世代間正義以及氣候變遷與土地使用的關聯性。各國對氣候變

遷有了共識之後就開始真正的談判程序。 

在氣候變遷建制的談判中，現實主義學者利用權力、利益、知識解析氣候變

遷談判。權力是解決問題的力量，大國會要求各國加入談判，並且提供公共財；

利益是討價還價的結果，各國都有其預設目標；知識則是提到科學家對於問題提

出的想法並不能成為建制，必須透過政策執行者為問題找到解決方法。但 Oran 

Young不認同以上說法，權力的說法太強調霸權；而支持利益的學者們未將利益

與其他部分連結；在知識方面則是沒有學者提出分析模式。此外，權力在氣候變

遷談判過程中不一定有用，大國不能影響馬來西亞、巴西等擁有大面積雨林的雨

林政策。 

Oran Young提出另一套的談判模式：Institutional Bargaining，此模式不用仰

賴幾個主要國家，各國參加談判是為了要解決問題。在此模式下，會有共同的議

事規則讓各國遵守，各國在談判中的地位平等，會有顯著但簡單的解決問題方

法，還有可信賴的解決問題機制，但是要讓 Institutional Bargaining成功的要素

則是立場持中的談判主席。在書中，作者提出了國際捕鯨委員會與保護臭氧層維

也納公約，這兩個建制的成功不在於大國的行為，關鍵在於各國在建制中行為的

一致。 

 Oran Young的另一本書 Global Governance9999則是論文的合輯。第二章為 Olav 

                                                      

8
 Young, O.R. (1994).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 stateless socie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9Young, O.R. (ed.) (1995). Global Governance: drawing insight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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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am stokke所著“Regimes as Governance systems”，指出治理意味著社會制

度的建立與運作，而社會制度則是用來治理沒有中央政府的國際關係。他認為建

制可以用來共享自然資源與解決跨境污染，而建制的產生至少證明了各國對於該

議題有了基本的共識。第三章是 Paul Wapner所著之“Governance in global civil 

society”，資本主義私有財的觀念、教育的普及、全球化是公民社會興起的原因。

國家是公民社會的延伸，國家間對於利益的要求產生了經濟建制，緊密的國際貿

易使各國更為注意其他國家與其人民的行為。另一個全球公民社會的實現則是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而 NGO成功的要素是要將其關心

的議題與經濟連結，如此才會引起國家行為者的關注。本章作者強調國際社會的

行為者不只限於國家或政府，還有其他的非國家行為者。 

 本書的下一個部分是提到國際組織與建制。第四章由 Helmut Breitmeier寫作

之“International Oraganizations and the Cre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imes”。作

者在書中引述 Ruggie10的話，研究社群與建制較國際組織更能帶動集體行動。功

能主義學者認為國際組織的最基本作用在於議題設定與談判，菁英才能參與國際

組織，功能主義學者沒有探討國際組織對於全球治理的影響。現今世界中，國際

建制與國際組織有許多的互動，國際組織提供國際建制資訊來源、談判會場、宣

言與規範，因此國際組織對於國際建制的影響是正面的。最後 Oran Young在書

中提到國家是國際世界中主要的行為者，今日的國際建制研究過於偏重以國家為

中心，未來我們必須有系統的整理非國家行為者對於國際建制的影響。 

   Michelle M. Betsill在 The Global Environment11111111書中的第六章提到全球面對氣

候變遷的政策。氣候變遷是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其影響範圍是跨國界的且會影響

所有生物的生存。作者在本章節中主要是說明氣候變遷建制的發展並聚焦在議程

設定與談判過程。首先，當氣候變遷不再是個科學上的議題，而轉變成政治議題

時，需要各國政府在談判桌上討論此議題，並尋求解決此議題的共識。各國對於

氣候變遷的共識體現於 UNFCCC與京都議定書。依其規定，附件一國家在第一

承諾期(2008-2012)有減排義務，但大部分國家都是執行不力。此外仍有碳排放大

國沒有參與附件一的減量計畫，像是美國、南韓這些碳排放大國居然不用負擔減

碳的義務。美國國會沒有批准京都議定書；南韓則是個美麗的錯誤，經濟上屬於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成員國，卻是非附件一國家，目前並無減排義務。當全球各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Press. 
10.Kratochwil, F. and Ruggie, J. G. (198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State of the Art on an Art of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4): 753-775,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Press. P761. 
11Axelrod, R., Dowine, D. and Norman, V. (2005).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s, Law, and 

Policy, Washington: CQ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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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碳排放國承擔起減排義務才是氣候變遷建制成功的開始。 

    由 Karin Backstrand 所 著 之 “ Accountability of Networked Climate 

Governance: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limate Partnership”12。作者認為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是全球治理的一個新途徑，而PPP也為治理帶來

了效率與合法性。但氣候變遷中的私人行為者通常只有宣揚理念與提供資訊的功

能，國家不願將議題設定與建立規則的權力賦與私人行為者分享。在京都議定書

生效之後，非國家行為者有新的途徑參與氣候變遷建制，他們可以透過清潔發展

機制CD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碳排放的監督來參與氣候變遷

議題。作者最後提到非國家行為者參與國際事務時不應威脅或取代國家的主權，

而國家行為者通常會樂見不會干涉他們參與國際事務。 

 二、都市與氣候變遷 

    Harriet Bulkeley和 Michelle Betsill合著了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13。首先

書中點出溫室氣體與都市規劃的關係，接著提到了關於氣候變遷從全球環境治理

到個別國家政治至地方層次的演進。在全球環境治理方面，有地球高峰會、

UNFCCC、京都議定書等幾個主要議題；個別國家政策方面，各國都有不同的政

策方向，美國與西歐先進國家對於氣候變遷的政策方向有所不同；在地方層次

上，世界上有超過半數的人住在都市中，作者認為地方政府是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最有力的推動者，因為市政府握有土地使用規劃以及污染管理的權威，還可以制

定交通運輸政策跟能源使用議題，以上種種都能有效管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地方

政府不只可以採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還能制定增加能源使用效率與替代

能源之政策。本書以英美都市為例，是世界其他洲的都市尚未制定減碳計畫，還

是作者沒注意到歐美以外國家的努力，這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 

    Clive Doucet 在的 Urban MeltdownUrban MeltdownUrban MeltdownUrban Meltdown14141414中提到都市地區溫室氣體排放占全球溫

室氣體排放量的 80%。Clive Doucet是加拿大人，對於加拿大不重視京都議定書

的內容提出反省。書中首先提出 50 年前 Jane Jacobs 出版了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15
 一書後，都市議題受到重視，但都市規劃卻未針對此議

題加以改革。即使知識上知道需要改革，但是制度面卻跟不上知識進步的腳步，

                                                      

12
 Backstrand, K. (2008). Accountability of Networked Climate Governance: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limate Partnership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8(3): 74-102,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Press. 
13

 Bulkeley, H. and Betsill, M. (2003).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urban sustainabilit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ew York: Routledge. 
14
 Doucet, C. (2007) Urban Meltdown：cities, climate change and politics as usual, Gabriola Island: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5 Jacobs, J. (1961).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Michigan: Vintag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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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規劃仍然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作者認為現在的科技加上環境思維可以解決

許多問題，希望各地方的市政府可以加以改革。本書作者認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主要是從交通運輸部門這方面加以改革，要減少高速公路與普通道路的興建，增

加人行道與自行車道。但是他忽略了其他方面。以紐約市為例，交通部門的碳排

放只占都市碳排放的 20%，而建築物的能源使用效率與棕地政策(工業區政策)，

才是都市溫室氣體排放的大宗，約占了 70%，只注意交通部門是不夠的，應該要

完整的檢視整個都市規畫。而紐約市成功做到這點，不只注意到占碳排 90%的部

門，也為 10%的相關部門擬定了減排計畫。 

    在Stuart.M.Farthing所編的Evaluating Local Environmental Policy16161616的第七章

有提到 LA21 (Local Agenda21, LA21)，Local Agenda21是 Agenda21的第 28章。

各國都市漸漸注意到永續發展的重要性，尤其是英國，各地方政府相當重視 LA21

的理念，而且將此理念納入市政規劃中。書中並提出都市達成 LA21 的六個步驟： 

 1.管理與促進個別地方政府的環境政策表現 

 2.將永續發展納入地方發展策略 

 3.成長管理與教育 

 4.諮詢並納入公眾意見 

 5.尋找夥伴城市 

 6.確認、監督、申報都市邁向永續的過程 

    本書與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相同，並未提及歐美以外國家的例子，是

不是當作者在寫作時，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都市策略仍是以經濟發展為

主，讓作者察覺不到開發中國家針對 LA21 的作為。 

    傳統都市計畫的內容在林英彥、劉小蘭、邊泰明及賴宗裕等人合著的都市計都市計都市計都市計

劃與行政劃與行政劃與行政劃與行政17171717一書中有詳細說明。書中首先是定義都市，各國對於都市有不同定義，

可是都會將定義明確寫在相關法規中，例如台灣的都市定義就明定在區域計畫法

的第 12 條中。除了定義都市之外，書中接著討論都市區域內硬體設施的分配；

並且詳述都市建設與都市發展的策略工具，使都市成為人口密集但不會太過擁擠

的地區；最後則提到都市更新、新市鎮計畫、上下位計畫等都市規劃的相關理論。

本書的重點在於比較紐約市的「PLANYC」等新型態都市規劃與傳統都市規劃不

同之處，而且點出「PLANYC」與傳統都市規畫的不足之處。 

    由James Yienger、Lizbeth,Brown與 Nancy Skinner三人合著之 “Experiences 

of ICLEI's 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Campaign (CCP):A focus on Asia18
”提到

                                                      

16
 Farthing, S. M. (1997). Evaluating Local Environmental Policy, London: Avebury 

17
林英彥、劉小蘭、邊泰明、賴宗裕(1998)，「都市計畫與行政」，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18
 Yienger, J., Brown, L. and Skinner, N. (2002). Experiences of ICLEI's 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Campaign (CCP): A focus on Asia, Proceedings of IGES/APN Mega-City Project, Kitakyu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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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都市在抗暖化行動中的重要性。認為都市的重要性在於，一、都市大量使用電

力；二、都市所製造的廢棄物會產生大量溫室氣體；三、都市是汽車與各種設備

的重要市場；四、市政府能控制土地使用類型；五、都市能控制市區的運輸模式；

六、都市內建築物的能源使用效率；七、都市可以控制市區的停車費與汽車相關

稅率來控制私家轎車的旅次；八、都市可以控制電力來源並且收購私人部門的電

力。其中第五六八點是都市可以立即施行的改變，其他則需要市政府長期的規劃

與變計畫變更。 

    ICLEI出版之U.S. MAYORS’CLIMATE PROTECTION AGREEMENT19書中

提到減緩氣候變遷的行動也能為都市帶來以下優點，1.根據CCP計畫推估，全美

都市每年可以減少相當於六億美元的能源消耗；2.當氣候變遷議題提倡程度越

高，越能增加市民在氣候變遷相關產業的就業機會；3.減少碳排放的計畫能帶來

較佳的空氣品質促使市民能有更好的生活環境品質；4.減少碳排放不只是為了我

們這一代人的利益，最終目標則是與”永續發展”相同，要留給未來子孫一個美

好的地球。 

    Saskia Sassen所著之“The Global City: Place, Production and the New 

Centrality”20
從利益面的角度分析都市在環境建制中的重要性。要成為 global 

city，Sassen認為要有以下幾點要件：一、全球的指揮中心，全球型都市提供良

好的通訊讓各種訊息能快速且無阻礙的傳達；二、全球型都市是全球化的重要節

點，並且也能提供各種產業所需的服務；三、全球性都市能提供高階管理使其成

為產業的指揮中心，高度知識性的服務，同時也是全球資金匯集的市場，由以上

要素可知，全球型都市是世界上的經濟與金融重鎮。如果以這個定義來分析全球

都市，Sassen認為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香港是全球型都市，許多跨國企業

的總部設在上述這些大城市，而這些大城市不只是全球交通與資訊的節點，也是

全球資金流通的必經之路。 

    Carlo Aall、Kyrre Groven與Gard Lindseth合著之“TTTThe Scope of Action for 

Local Climate Policy: The Case of Norway”21
提到地方政府的職責。地方政府有權

管理轄下的能源使用計畫、能源的生產與使用、土地使用、交通運輸、工業區政

策等部門。溫室氣體排放來自於地方，最先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是地方，而且在

                                                      

19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ICLEI). (2007). U.S. Mayors’ Climate 

Protection Agreement, Oakland: ICLEI. 
20

 Richard, A. (1995). Continuity & transformation: the promise of confluence : The seventh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Pittsburgh. 

 
21

 Aall,C., Groven, K. and Lindseth, G. (2007). The Scope of Action for Local Climate Policy: The 
Case of Norway,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7(2): 83-101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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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議程中有將權力下放至地方。因此地方有權管理溫室氣體的排放，而地方

加入溫室氣體減量的機制可以促進減量的效率，也可增加減量的正當性。在挪威

的經驗中，減量政策的效力取決於地方政府的態度，所以作者認為國家與地方政

府在氣候變遷議題中的互動會一定程度影響抗暖化成效。 

    Kristine Kern 與Harriet Bulheley合著之“Cities, Europeanization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 Governing Climate Change through Transnational 

Municipal Networks”22
。本文用跨國自治網絡TMN (Transnational Municipal 

Networks)來解釋都市聯盟，ICLEI、C40兩個跨國界都市聯盟都有類似的結構
23
，

這些網絡中有三個主要的行為者： 

 1.一個國際性的秘書處以及各國的分部 

 2.一個主席、論壇、大會 

 3.會員都市 

 

 
圖 1-2：跨國界網絡結構圖 

資料來源：Kern, K. and Bulkeley, H. (2009). Cities, Europeanization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 Governing Climate Change through Transnational 

Municipal Network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7(2): 309–332, 

London: The University Association for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2
 Kern, K. and Bulkeley, H. (2009). Cities, Europeanization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 Governing 

Climate Change through Transnational Municipal Network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7(2): 
309–332, London: The University Association for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 

 

    在上述的結構中，都市的跨國界網絡通常有一個祕書處、一個主席、多個副

主席、負責政策選擇的大會、地位不同的會員城市。本網絡的治理模式是由會員

自治，沒有上位機構，因此任何政策都是由會員在大會中進行決策。加入這個跨

國界網絡成為會員城市帶來了下列優點：1.都市可以在網絡中交換意見，互相觀

摩；2.都市可以透過參與跨國界網絡得到跨國界的資金援助。有了加入的動機，

該網絡將會越來越壯大。 

三、PLANYC 評論 

    Tom Angotti撰寫之“Is New York’s Sustainability Plan Sustainable?24242424 

”提到 PLANYC 的幾點缺失。一、規畫過程是黑箱作業，由市政府與其顧問所

主導，民眾意見被採納的少；二、他認為本計畫是以發展為主，減少紐約市碳排

變成了次要目標；三、他認為紐約市要推動的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無法促進市民使用大眾運輸系統；四、紐約市正在規畫的大

西洋區無法達到預期的環保效益，反而會讓附近出現更多高耗能的建築物。最

後，他覺得 PLANYC 的規劃者應該由更宏觀的角度來進行紐約市的規畫。 

    Paige Cowett 所 著 “ New York’s Sustainability Plan: Trailblazer or 

Copycat?”25
，他在文中比較了紐約市與洛杉磯市減碳計畫的異同，紐約市與倫

敦市減碳計畫的異同處。在紐約與洛杉磯的比較中，洛杉磯計畫的重點在於解決

市區中的環境問題，而紐約市的計畫缺少解決環境問題的對策。倫敦市在引進人

口的同時也規畫了就業政策與發展綠色產業，紐約市只有規劃新移民的住宅問

題，沒有其他配套措施。作者在文中也再次批判紐約市的計畫缺少公民參與。 

    Donovan Finn在其文章“New York City’s PLANYC Initiative: Does Greener 

Really Mean Greater?”26
中指出紐約的幾點缺失： 

1. 計畫完成過程是黑箱 

2. 公民參與設計不良 

3. 與傳統都市計劃觀念不合 

4. 計畫移入100萬人難以達到生活生產生態，TOD造成人口過度集中 

5. 沒有考慮貧富差距 

    Donovan Finn在文末以表格指出 PLANYC 之優缺點，首先是表 1-2 關於紐

約市採續環境永續性規畫的優劣之處。 

                                                      

24
 Angotti, T. (2008).  Is New York’s sustainability plan sustainable? Presented to the joint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Planning and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Schools of Planning 
(ACSP/AESOP), Chicago. 
25 Cowett, P. (2008). New York’s Sustainability Plan: Trailblazer or Copycat?   
Sustainability Watch, http://maxweber.hunter.cuny.edu/urban/resources/ccpd/Working2.pdf. 
26

 Finn, D. (2008) New York City’s PlANYC Initiative: Does Greener Really Mean Greater? 
Proceeding at the joint ACSP/AESOP conference,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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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PLANYC 採永續性規劃的優缺點表 

規劃觀點 優點 缺點 

永續性規畫 讓紐約人的生活更綠色 只有商界人士感受到改

變 

 強化地方工作者與顧問

的影響力 

創新程度與紐約市的其

他領域比起來是不足的 

 顯現出美國最大城市的

野心 

該規劃不夠在地化 

  想法不夠先進 

  環境政策沒有完全整合

在都市行政中 

資料來源：Finn, D. (2008) New York City’s PLANYC Initiative: Does Greener 

Really Mean Greater? Proceeding at the joint ACSP/AESOP conference, Chicago. 

 

   除了從 PLANYC 的規劃方向來探討優缺點外，作者也從規畫過程來分析

PLANYC 的優劣之處，細節請見下表 1-3 

 

表 1-3：PLANYC 採用長期永續發展辦公室規劃案的優劣比較表 

規劃過程 優點 缺點 

 快速且有效率 規畫過程是黑箱作業 

 決策時有科學諮詢 不可知的方法論 

 納入專家意見 與民間的溝通只有由下

而上，不是上下互動 

  無法得知反對者的意見 

  只著重成長議題，規劃方

案不夠多元 

資料來源：Finn, D. (2008) New York City’s PLANYC Initiative: Does Greener 

Really Mean Greater? Proceeding at the joint ACSP/AESOP conference,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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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評論的最後提到了規劃中的公平性問題，她以下表1-4檢視PLANYC

是否注意到公平性。 

 

表 1-4：PLANYC 之公平性檢視表 

公平性 優點 缺點 

 PLANYC 在住宅方面讓

市民可以負擔房價 

沒有整治老舊、破敗社區

的計畫 

  沒有強調維持社會的多

元性 

  缺乏公共教育 

  不重視社會的社區(例如

不宣傳大眾運輸系統、文

宣以英文為主) 

  以金錢補貼老舊社區，而

非協助他們重建 

資料來源：Finn, D. (2008) New York City’s PlANYC Initiative: Does Greener Really 

Mean Greater? Proceeding at the joint ACSP/AESOP conference,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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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範圍及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就時間範圍而言，本研究以 2007年為起點，研究氣候變遷與都市規畫的關

聯性。個案分析中以紐約市為例，於 2007 年由市長彭博(Michael Rubens 

Bloomberg)提出了「PLANYC」計畫，這是一個創新的計畫，不同於紐約市以往

的都市規劃，該計畫致力於減少紐約市的碳排放量。因此本研究以 2007 年為起

點，研究紐約市如何以都市規劃的方式對抗全球暖化及紐約市的減排成效至

2010 年。 

    就議題範圍而言，氣候變遷與許多議題都有關連，例如氣候變遷與地球科

學、氣候變遷與林地政策、氣候變遷與產業、氣候變遷與國際關係、氣候變遷與

各類型生態等議題連結。筆者在本文將針對氣候變遷對於都市規畫的影響，以及

都市如何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改變來詳細說明。各都市的產業結構、地理環境、

功能性的不同也導致各都市的規畫方案有所不同，如果將不同類型都市放在一起

分析比較其都市計畫，將會使得文章雜亂無章，無法顯現出文章重點為何。因此

本文將目標對準紐約市，分析紐約市的都市規劃與氣候變化之相關性。 

 二、研究限制 

    世事難料，當未來再度出現全球金融危機或是強權捲入武裝衝突時，氣候變

遷所帶來的危害很有可能不會是國家的利益重心所在，此時國家很有可能因為政

治或經濟需求破壞其在氣候變遷建制中的承諾。除了國家對於減碳的立場有可能

改變之外，紐約市政府的立場也是關鍵。此計畫是由紐約市長彭博大力推動，但

彭博則會在 2013年任滿離職。本計畫是到 2030年，未來幾任的紐約市長會不會

繼續積極支持本計畫仍是個未知數。 

    本計畫與一般都市計劃大不相同，其原因有二。一、現代的都市規劃大多以

永續發展為目標，PLANYC 以減排為主要目標，並未提及紐約市的發展；二、

本計畫缺乏細部計畫的說明，只有 127個要點，因此有些學者
27
認為本計畫是議

定書而非都市計畫。 

    最後是資料收集的限制，有關氣候變遷的議題多如牛毛，且南北方國家的立

場不同也使得其專家學者的立場不同，本研究在資料收集上難以達到盡善盡美的

程度。將盡力自國家圖書館、政治大學圖書館、網路資源搜尋並閱讀這些不同國

家不同立場的書目文章所提供之意見與想法，最後將這些文章去蕪存菁與融會貫

通後內化成知識的一部分。 

                                                      

27 Finn, D. (2008) New York City’s PlANYC Initiative: Does Greener Really Mean Greater? 
Proceeding at the joint ACSP/AESOP conference,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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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研究方法 

    本文將以文獻回顧與個案分析作為研究方法，藉由文獻回顧歸納出學界對於

氣候變遷議題的發現、影響與發展；第二，回顧氣候變遷建制的形成與詳細內容；

第三，分析針對氣候變遷而產生的都市規劃與傳統都市規畫的不同之處；第四，

分析紐約市的「PLANYC」與其他數個都市減排計畫的不同之處，並藉此襯托出

「PLANYC」的長度與廣度。最後以此先例，研究都市如何影響中央政府施行全

國性的抗暖化政策。     

    本文將針對紐約市的抗暖化計畫「PLANYC」進行個案分析。首先針對此計

畫的成因進行回顧與分析；第二，分析該計畫在都市計劃各部門的細節；第三，

評論本計畫的的欠缺之處，如缺乏財務計畫與替選方案，這些將會影響本計畫未

來的施行成效；最後要指出本計畫針對都市計劃中碳排放量最大與第二大的土地

使用部門與交通運輸部門的欠缺之處，如本計畫在土地使用部門中減少建築物碳

排放量與交通運輸部門中減少旅次的政策不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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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分析架構圖、論文架構 

一、分析架構圖 

當國家行為者是現今國際世界中互動的主體，各種條約、議定書皆以國家的

名義簽署與批准。但各國普遍不在實際行為上配合氣候變遷議題的發展；NGO

的主要角色則是諮詢與知識提供，無法大規模影響國家行為者的政策方向；有能

力影響國際世界的個人大多是為了自身的權力或經濟利益，而非促使全球正視氣

候變遷議題。    

                當國家不重視氣候變遷議題時，但受到氣候變遷影響最大的卻是基層的地方

政府與市民。地方政府除了在國內層次影響國家的決策外，也可透過加入

ICLEI、C40等跨國的城市聯盟，由跨國城市聯盟在 UNFCCC建制中代為發言，

或是直接加入 UNFCCC的建制，在 COP (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COP)大會中

呼籲與會各國重視地方政府對於減緩氣候變遷的請求。 

 

 

圖 1-3：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UNFCCC (Kyoto protocol、Post Kyoto Framework) 

跨國都市聯盟 (ICLEI、C40) 

          都市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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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 1-3 將市民、都市、都市聯盟、UNFCCC依地位的不同分成四個層級。 

1.市民：市民是位於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的第一線，他們的感受是最直接也

最敏感的。紐約市政府提供市民以公民會議、社區會議、電子郵件作為市民向市

政府表達意見的管道，也讓市政府官員知道民眾的真正訴求。 

2.都市：都市計劃擬定後，還要經過公開聽證會定案才能實施後續的審議與發

布工作。紐約市政府則是在「PLANYC」的擬定過程中就採用市民提供之意見，

並將其納入「PLANYC」的計畫中。 

3.跨國都市聯盟：跨國都市聯盟如：ICLEI、C40 是由都市為會員的組織，這

些組織提供都市對話論壇，協助都市爭取 UNFCCC體制中的 CDM 計畫經費，都

市也能藉由都市聯盟在 UNFCCC中發聲，告訴與會的國家代表們都市正在受到

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嚴重影響。 

  4.UNFCCC：都市聯盟每年都會參加 UNFCCC每年舉辦的 COP28
大會，並且

有個獨立的議程，讓各會員都市能分享經驗。ICLEI 的主席有時會在大會開幕或

閉幕時大聲疾呼都市在抗暖化中的重要性與地位。除了都市聯盟外，倫敦、紐約、

波昂等都市的市長也會受邀在開幕式中致詞，宣揚都市在全球抗暖化的重要地位

與貢獻。 

 二、論文架構 

  第一章、緒論 

    本章第一節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第二節引出研究問題、研究目的與個案

選擇；第三節進行文獻回顧，整理過去相關文獻；第四節是研究範圍的設定和可

能遭遇的研究限制；第五節是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第六節是本研究的分析架構、

論文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從全球到都市的氣候變遷議題 

    本章是研究背景之介紹，第一節概述各層級行為者對於氣候變遷的回應，當

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不重視氣候變遷議題時，該由誰出面處理氣候變遷議題。第

二節則是說明為何是都市出面處理氣候變遷議題，都市的重要性以及都市在減緩

氣候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三節則是利用 ICLEI 與 C40的例子說明都市在處

理氣候變遷議題時，成為一個由下而上改變國家行為者行為的現況。 

 

                                                      

28 COP：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會員國大會，每年舉辦一次，2009 年的 COP15 在丹麥哥

本哈根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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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個案描述:PLANYC 

本章主要介紹紐約市之 PLANYC 之於傳統都市規劃之變革以及占了紐約市

碳排放量達 90%的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部門。第一節說明 PLANYC 的獨特與完

整之處，第二節介紹 PLANYC 在土地使用與建築物部門的變革策略。第三節則

是提到紐約市政府對於交通運輸部門的改革計畫。 

  第四章、PLANYC 在其他部門的修正 

    紐約市與其他都市的減排計畫的最大不同點在於完整性，除了最重要的土地

使用與交通部門外，紐約市還針對其他部門提出改革計畫，以下將分為四節介

紹。第一節提到紐約市的水資源、河道運輸與濕地政策。第二節是紐約市針對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提出的改革。第三節是紐約市對於空氣品質的改進計畫。第四節

則是紐約市政府針對氣候變遷思維的努力，例如民眾參與及公民教育，將氣候變

遷的概念植入市民心中。 

  第五章、結論 

    加州的汽車廢氣排放法案成為聯邦汽車廢氣排放法案的標準，紐約市的計畫

在小布希時代帶動了美國東部數州的抗暖化行動，地方政府的作為將會影響美國

聯邦政府的政策考量，也讓選民了解到氣候變遷的重要性。當紐約市、倫敦市、

西雅圖、東京、香港、墨西哥等大都市為了避免自身受到氣候變遷的威脅而規畫

了減碳方案，這些方案不只減緩自己被海水淹沒，也獲得中央政府的重視與贊同

後。未來除了大都市外，將會有許多中小型城市效尤，成為一股由下而上的力量

去改變各國政府對於氣候變遷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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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從全球到都市的氣候變遷議題 

 第一節、各層級行為者對於氣候變遷的回應 

    現今國際世界，國家是最主要的行為者，也是國際環境治理合法性與正當性

的來源。但國家受制於國際情勢與內部環境，氣候變遷的政策優先性往往落於國

家安全與經濟發展之後，此時，就需要將住意力放在非國家行為者上。非國家行

為者可分成 NGO與個人，非國家行為者的行動不受國界所束縛，也能提供國家

行為者知識與重要構想，並且推動氣候變遷的相關國際會議。本部分將分別介紹

國家行為者與非國家行為者。 

 一、國家行為者 

    國際環境建制
29
中主要行為者是國家行為者，因為國家行為者的加入才具有

合法性與正當性。國際關係現勢中，國家最注重的議題仍是傳統的安全與經濟議

題，因為國家必須追求自身的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在國際關係中有兩種含意：1.

作為分析外交政策目標與方針的工具。2.常被作為合法化特定政治選擇的理由
30
。此兩種概念都指出國家利益是指導國家對外關係的基本決定因素。 

    美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碳排放國，其人均排放量世界最大，因此以美國國家

利益為例，觀察環境保育是否存在於美國的國家利益中。美國的國家利益可分成

以下四種
31
： 

   1.緊要利益（vital interests）： 

    a.防止、嚇阻和減少核子武器、生化武器對美國本土及海外基地的威脅 

    b.確保盟友的生存和合作，以塑造一個可發展的國際體系 

    c.確保全球體系的生存和穩定，如貿易、金融市場、能源、環境 

    d.與美國利益一致，以及可能成為對手的國家（中共、俄國）建立有益的關     

係 

                                                      

29
 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tephen D. Krasner認為國際建制是：「在某個議題範疇

（issue-area）中，一套潛在或明示之原則（principles）、準則（norms）、規則（rules）、及決

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30Griffiths, M., O’Callaghan, T. and Roach, S.C. (2002).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202 
31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2005).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www.nixoncenter.org/publications/monographs/nationalinterests.pdf, 
(July 1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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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極端重要利益 (extreme important interests)： 

   a.強化與日本和歐洲的策略夥伴關係 

   b.避免核武或核原料遺失，限制生化武器的擴散 

   c.藉著前所未有的優勢，去塑造一個可促進和平、繁榮的 21世紀世界體系 

  3.重要利益 (important interests)： 

   a.反對外國嚴重違反人權 

   b.在國際資訊的分配上保持優勢，以確保美國價值持續影響外國文化 

   c.提倡國際環境政策以符合長期生態需求 

  4.較不重要或次要利益 (less important or secondary interests)： 

   a.平衡雙邊貿易赤字 

   b.盡力擴大民主到全球各地 

   c.保持其他國家的領土完整或特別政治結構 

    美國在緊要利益、重要利益都沒提到環境或氣候變遷相關議題，這兩個利益

的重點在於安全與經濟問題。以美國的立場而言，目前最重要的議題是反恐及重

建經濟秩序。近年來美國政府開始在氣候變遷議題有所做為，國會於 2007年提

高汽車的油耗標準，2009年重新修訂更先進的汽車排放法案，眾院及參院在 2009

年 6月及 11月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 (the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ACES Act, H.R. 2454)，清潔能源工作與美國能源法案 (the Clean 

Energy Jobs and American Power Act, S. 1733)，美國第一次有減排的目標與承諾
32
。 

    相較於美國聯邦政府的小規模行動，歐盟更加重視氣候變遷議題，不只國內

有較京都議定書更先進的減量目標，也有實際的做為，歐盟的積極性使其成為氣

候變遷議題的領導者。德國、英國藉著太陽能面板與研發製造節能裝置開啟了新

商機；荷蘭、丹麥成為風力發電產業的領導者，不只提供國內清潔的電力，也帶

來了龐大的外匯收入，氣候變遷是現代人類的危機，但歐洲國家將氣候變遷視為

產業轉型的契機，成功推動了產業轉型。 

    現今世界各國普遍將反恐及經濟議題置於政策優先性的最前方。2001 年的

911 攻擊事件與 2008年的金融風暴，我們可以看到各國的效率與團結。這兩件

事情發生後，各國迅速針對這些議題集會討論解決方法，會後就在國內實施相關

政策把傷害減到最低，並承諾將重建風暴後的國際秩序。當一個國際議題會帶來

廣大且立即的傷害時，國家就會被迫以高效率來面對這個議題來減少後續傷害。 

                                                      

32 http://www.pewclimate.org/what_s_being_done/in_the_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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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議題不會帶來立即的危害，在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的報告中仍不能確定現今的氣候異常與氣候變遷的關係
33
。因為沒有立即的危險，加上重視氣候變遷不會帶來更多選票以及各國國內高

汙染產業向國會的遊說工作，使得國家行為者在考慮外部及內部因素後，氣候變

遷議題的優先性仍然不會高過政治、安全、經濟、人權等議題。當國家行為者不

重視氣候變遷議題時，那積極推動氣候變遷建制的非國家行為者呢？NGO 與個

人對於國際氣候變遷建制的影響力如何? 

  二、非國家行為者：NGO、跨國倡議網絡、企業 

    既然國家行為者對於環境建制不感興趣，但國家行為者對於環境建制是相當

感興趣的，不管是 NGO、全球公民社會、跨國倡議網絡、個人都對環境治理相

當感興趣。他們在提供科學證據、界定議題、建構環境建制方面都有很大的貢獻
34
，他們讓環境建制不只是一個定期的談判機構，而是成為一個讓各方行為者討

論問題、建構利益的論壇。 

    環境 NGO的產生是因為國家行為者面對環境問題時缺乏效率，公民必須對

政府施壓讓政府重視環境問題
35
。NGO參與國際環境治理的程度越來越深，已經

成為環境建制的一個重要行為者，2002 年在約翰尼斯堡舉行的地球高峰會承認

NGO 與地球高峰會在永續發展方向是重要的夥伴關係。NGO 是獨立於政府之

外，不受政府管轄且致力於參加國際活動的團體。許多國際事務的領域都有 NGO

參與，氣候變遷領域也有大量的 NGO行動，NGO參與了京都議定書的減量目標

與時程、碳交易這兩個主要議題。在環境條約生效之後，NGO 也擔負著監督各

國執行條約的進展。 

    雖然 NGO參與環境建制的程度越來越高，他們負擔的工作越來越多。但是

NGO影響力仍是受限。原因如下： 

   1.國家是主要行為者：在全球環境建制中，各種條約、議定書的內文仍是由

國家制訂，根據 Two-Level Game的理論，國家在國際世界中的行為會受到國內

因素影響，這些國內因素通常希望國家不要簽定過於先進的環境條約，大國更是

真正影響條約簽訂與內容的主要角色。NGO 在環境建制中只能以間接的方式影

響國家行為。以捕鯨為例，Green Peace (綠色和平組織)無法藉由正式程序讓國

                                                      

33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2007). Working Group I Contribution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Technical Summary an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51 
34 Litfin, K. (1994). Ozone Discourses: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5
 Axelrod, R., Dowine, D. and Norman, V. (2005).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s, Law, and 

Policy, Washington: CQ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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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捕鯨委員會減少日本的捕鯨數目，只能由體制外的抗議行動阻止日本的捕鯨行

為。 

   2.NGO 缺乏共同的行動：NGO 與國家不同，國際世界中，聯合國可以在一

定程度整合各國的行動。對環境 NGO 而言，只有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勉強算是一個中央權威，但 UNEP 只是 UN (United 

Nations)的附屬單位，沒有大會與安理會的行政權力，也無法將其職權擴及至環

境領域之外，只有國家與 NGO利益相同時，UNEP才有置喙的地方。Lipschutz 

(1996)36及 Newwll (2000)37提到 NGO 要改變現況必須靠新的聯盟結構與更多元

化的方式進入環境談判。 

   3.NGO無法強制國家履行條約義務：在今日國際法體系中，沒有任何機構可

以強制國家履行條約義務或執行罰則。即使 NGO發現國家違反環境條約的規範

或未履行條約義務時，國際世界中沒有任何強制手段可供 NGO利用於改變國家

行為或是加以懲罰。 

    非國家行為者除了 NGO，還有私人企業，這些企業包含能源公司、林業公

司、顧問公司、製造業、金融業等各類型營利組織，以上企業有的是跨國公司，

有的是地方型產業，但唯一相同之處是他們為利益服務，成立的目的在於獲取最

大利益。能源公司與製造業可以使用節能裝置減少碳排，並可將減少的碳權出售

獲利；林業公司可以透過植林向 UNFCCC申請 CDM 計畫；顧問公司提供地方

或國家協助，幫助他們向 CDM 申請補助金；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2008年後，

全球每年的碳交易金額將超過 600億美元
38
，金融業分析碳交易帶來的商機，並

將其包裝成金融商品藉此獲利。 

    私人企業為利益服務，因此他們對於全球暖化的態度不一定是正面的。根據

香港明報
39
及 Green Peace40的資料，能源公司贊助質疑暖化論的保守智庫提出有

利於他們的科學證據，在 Green Peace提供的資料中，Exxon公司提供大量的資

金援助數百個組織與研究單位以取得對該公司有力的輿論。但有企業對於全球暖

化抱持正面態度，全球暖化為替代能源、太陽能面板、顧問公司、節能裝置製造

                                                      

36 Newell, P.J. (2000). Climate for Change: non-state actors and the global politics of the greenhou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64. 

 
37

 Lipschutz, R.D. and Mayer, J. (1996). 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Politics of nature from place to planet,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58,P162 
38Capoor, K. and Ambrosi, P. (2009). The World Bank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9, 

Washington: World Bank,P19 

39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12/1/1/1421922/1.html 
40 http://www.exxonsecrets.org/map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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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等產業帶來商機與正面的綠色形象，因此他們相當重視此一議題，並藉此獲利。 

    NGO 積極參與環境建制，但相關條約的結果仍是由國家行為者決定，現代

NGO參與國際環境建制的角色仍是以知識來源、提供諮詢與公民教育為主。NGO

也能監督各國對於環境條約的執行成果，但也僅止於監督，並沒有足以強制國家

改變政策的權力。對於企業而言，當氣候變遷議題有利可圖，他們會支持並生產

相關產品；但如果氣候變遷議題成為阻力時，他們會透過遊說及反暖化輿論影響

國家政策與立法，真正讓企業改變的是利益而非暖化。 

  三、其他非國家行為者：個人行為者 

    非國家行為者中，除了 NGO、企業是影響世界的力量外，個人行為者也是

股影響世界的重要力量。個人是現今國際世界中不可欠缺的一環，國家領導人的

想法可以影響國家的決策，進而影響國際局勢。個人也是 NGO、跨國倡議網絡、

全球公民社會的發起者，個人利用他們在各領域的知識與權力來採取行動，改變

國際關係結構以達到其理想中的世界。全球化讓越來越多的個人可以從不同的領

域提出倡議，塑造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現在有越來越多人倡議環境議題，希

望人們重視環境的被破壞，倡導人類與環境和諧相處，但他們對世界的影響程度

有多大？ 

    從歐洲開始殖民世界以來，個人的行為開始影響世界秩序。重建世界秩序的

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國家領導人發動；在冷戰時代，美蘇領導人的行為，甚至是

發言都牽動著世界的和平，只有他們有能力改變世界秩序；冷戰結束後，越來越

多的個人成了一股跨越國界影響世界的力量，例如賓拉登的恐怖攻擊造成了全球

恐慌，高爾的環球演講讓世界知道全球暖化的威脅，小布希攻打伊拉克讓全球油

價飆漲。 

    有能力影響世界的個人大多是在政治及經濟領域，以下統計出時代雜誌在

2004年~2009年各年度選出的百大人物。由下表 2-1可以看出從環境領域影響世

界的並不多，在環境領域有影響力的個人大多是思想家或科學家，提供人們新的

思潮與知識，讓大家重新看待自己居住的世界，他們的影響力也僅止於此。而大

部分有能力影響世界的個人仍是傳統國際關係所注重的政治及經濟領域，他們大

多握有國家工具且他們的行為可以真正改變世界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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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時代雜誌2004年~2009年百大人物分類表 

 政治 經濟 環境議題
41
 全球暖化

42
 

2004 32 24 1 0 

2005 28 26 1 0 

2006 23 22 1 3 

2007 20 22 0 1 

2008 19 27 0 2 

2009 24 27 0 1 

小計 146 148 3 7 

資料來源：時代雜誌；作者自行整理 

 

  四、由上而下不可行 改成由下而上 

    Peters及 Pierre43提到現代國家的權利正在被轉移，這股轉移的目標有朝上與

朝下，朝上是國家將權力交給區域組織，如歐盟與東協；朝下則是地方政府與非

國家行為者。但是權力的移轉不代表國家行為者的弱化，在環境治理中 NGO與

個人的角色主要是提供知識、成為國際談判或會議諮詢的對象。在這股轉移中，

國家行為者仍是國際世界中影響力最大的行為者。國際條約的內文仍是由國家制

定，聯合國的主角依舊是國家。這股移轉只是國家行為者重組其權力結構的過程。 

    國家在轉移權力的浪潮中並沒有弱化，因此現代的世界秩序仍是由國家行為

者主導與維持，NGO、跨國倡議網絡、公民社會、科學家社群等非國家行為者

的影響力遠遠低於國家行為者。非國家行為者主要是給予資訊、提供諮詢的輔助

角色，無法成為一股改變世界的主要力量。但是環境議題對於國家行為者而言不

是優先的議題，環境議題要由誰來提倡才能影響真正國際社會？ 

 

 

                                                      

41
 環境議題各年度獲選者：Bjorn Lomborg (2004)、Wangari Maathai (2005)、Ma Jun (2006)、Connie 

Hedegaard (2009) 
42
 全球暖化議題各年度獲選者：Kerry Emanuel (2006)、Al Gore (2006、2007)、Jim Hansen (2006)、

Isaac Berzin(2008)、Michael Rubens Bloomberg (2008)、Van Jones (2009) 

43
 Pierre, J. and Peters, B. G. (2001). Governance, Politics and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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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都市的角色 

一、都市為什麼要減少碳排 

    地球上約 33億人生活在世界各地的都市中
44
，大約占了現今世界 6745

億人口

的 50%。這些都市人口排放的溫室氣體遠超過非都市地區的排放量，根據 C40

的統計
46
，都市人口用了約 75%的能源，並產生了超過 75%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某

些單一都市的碳排可能超過一個中等強國的碳排，表 2-2將紐約市納入國家行為

者的碳排量排名，可排至第 50 名。紐約市的碳排相當於芬蘭、哥倫比亞、智利

等國家行為者的碳排，由此可見大都市的碳排並不遜於國家行為者。 

 

表 2-2：紐約市、倫敦市與 2006年世界各國碳排放量比較表 

 排名 國別  碳排放量（千公噸） 占全球排放量比例（％） 

-  全球 284,317,41     100 

1  中國 6,103,493     21.5 

2  美國 5,752,289     20.2 

3 俄羅斯 1,564,669     13.8 

48  芬蘭 66,693     0.2 

49 哥倫比亞 63,422     0.2 

50 紐約市 61,500     0.2 

51  智利 60,100     0.2 

52 葡萄牙 60,001     0.2 

60 摩洛哥 45,316     0.2 

61 倫敦市
47
 44,000     0.2 

62 愛爾蘭 43,806     0.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世界上超過半數的人類居住在距海岸60公里之內，超過6億人住在海拔10m

                                                      

   
44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ICLEI). (2007). U.S. Mayors’ Climate 

Protection Agreement, Oakland: ICLEI, P13. 
45
 人口鐘：http://www.census.gov/ipc/www/popclockworld.html 

46 C40: http://www.c40cities.org/climatechange.jsp 
47
 London 的減溫室氣體減量計畫：The Mayor's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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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這 6 億人中，有 3.6億人住在都市內。在海岸地區活動的人們有 80%住在

都市內，世界上 2/3 的大都市位於海岸邊
48
，全球前 19 大都市有 14 個是海港都

市，亞洲有 26%的都市海拔低於 10 公尺。大部分居住於海邊的人們都是處於面

對颶風所帶來的破壞以及未來海平面上升威脅的第一線。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氣候

異常會減少都市的綠覆率、增加能源使用量
49
、危害都市的糧食供給、水資源供

應，而環境難民的遷徙至都市中將會使以上現象更為嚴重，根據亞洲銀行提出的

報告
50
，氣候變遷帶來的缺糧、能源危機與天災會導致大量亞洲農民遷徙至都市

中。 

    我們可以用唇亡齒寒的道理作為都市為什麼要減排的解答，當氣候變遷越來

越劇烈，導致氣候異常，極端氣候增加，位於世界各地的都市無法置身事外。氣

候變遷為都市居民帶來以下的威脅，都市熱島效應加劇、熱浪、酷寒、暴雨、傳

染病、乾旱、缺糧、環境難民等威脅
51
。氣溫上升使得都市區域熱島效應更加嚴

重，增加都市建築物的能源使用量；熱浪危害都市居民的健康，加重都市醫療體

系的負擔，熱浪也會和都市熱島效應交互作用，使得都市的能源使用量提升，增

加都市碳排，導致氣候變遷與熱島效應、熱浪成為一股氣溫上升的惡性循環；酷

寒會危害市民的生命，也會將低都市的生產效率；風災水災直接帶來生命財產的

損失，過量的地表逕流會破壞都市的公共設施與交通建設，天災過後通常會伴隨

著傳染病爆發、食物飲用水短缺，颶風洪水頻仍會使以上狀況更嚴重；天氣炎熱

刺激病媒蚊與其他傳染病原體大量活動，威脅人類的健康安全。 

    都市地區發生乾旱會增加都市供水系統的負擔，傳染病也會因缺水而蠢蠢欲

動，伺機危害都市居民的健康；暴雨、乾旱或熱浪會影響糧食作物的生產，減少

都市糧食的供應量；極端氣候、缺糧與能源危機會導致許多農村居民成為環境難

民，這些人將湧進較易找工作的都市，增加都市公共設施與基礎維生建設的服務

水準。如果都市未能及時規劃人口政策，將難以容納過多的外來人口，造成都市

生活環境品質下降。都市碳排占全球碳排的 75%，氣候變遷也會為都市帶來各式

各樣的威脅，當全球缺乏積極減排的有力行為者時，都市必須成為一個有能力的

積極減排行為者之一。 

    都市面臨氣候變遷帶來的威脅，京都議定書之後，國家行為者沒有制訂減排

                                                      

48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2010). Climate Change The Role of Cities: 

involvement、influence、implementation, UNEP, 
http://www.unep.org/urban_environment/PDFs/Brochure_Climatechange.pdf, 
(Feb. 25, 2010) 
49
 Guzmán, J.M., Martine, G., McGranahan,G., Schensul,D. and Tacoli,C.eds (2009)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Climate Chang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50
  中央社(2009)，亞銀：氣候變遷將導致窮人大量湧入都市，「天空新聞」，

http://n.yam.com/cna/international/200910/20091003171515.html，(2010年 3月 3日)。 
51
 根據 UNHabitat的統計，都市中空調系統的能源使用量占總體使用量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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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政策或實際作為。都市的崛起挑戰舊有治理型式造成了“去中心化”的現

象
52
，都市有實際的權力從國家內部處理減排議題。都市是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

災害的第一線，因此都市必須正視全球暖化並且要有實際的作為；去中心化也意

涵著都市可以跨過國家階級，直接在國際世界中參與國際環境建制。O’Riordan53

也有類似想法，當國家行為者不願意在氣候變遷的威脅下有所改變時，都市可以

挺身而出，因為被氣候變遷影響的不只是國家層級，而是全球、區域、國家、地

方。 

    全球大部分的碳排來自都市，但都市是非國家行為者，並沒有任何國際規範

可以強制他們減少碳排；各國內部法規大多給予都市政府充分的自治權，使都市

可以自行規劃未來發展方向。都市是國家機構下最基本的行為者，可以贊成或反

對中央政府在其都市計劃範圍內的政策。國家在都市內部的開發計畫，都要透過

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審核；也就是說，市政府可以決定是否在其都市計劃範圍內接

受國家提出的開發計畫。各都市政府握有土地使用規劃以及汙染管理的權威，還

可以制定交通運輸政策跟能源使用議題，以上種種都能效管制溫室氣體的排放。

地方政府不只能採取減排政策，還能制定增加能源使用效率與使用替代能源之政

策。 

    Global city 54(Sassen 1994)從利益面的角度分析都市在環境建制中的重要

性。首先是 global city的定義，Sassen認為 global city是複雜的組織，提供特殊

的服務，這些服務主要是財金項目，例如會計、投資、法務等高專業知識服務。

如果以此定義分析全球都市，Sassen指出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香港是 global 

city，許多公司的總部設在這些大城市，這些大城市也是全球交通與資訊的節點，

未來碳交易市場啟動之後，大都市將會成為主要的碳交易市場，這些大都市在氣

候變遷的影響力將較現在廣泛。因此都市的影響力可能會擴及全球，應當成為減

緩氣候變遷的行為者。 

    減緩氣候變遷的行動能為都市帶來以下優點，1.根據 CCP計畫推估，全美

都市每年可以減少相當於 6 億美元的能源消耗；2.當氣候變遷議題提倡程度越

高，越能增加市民在氣候變遷相關產業的就業機會；3.減少碳排放的計畫能帶來

較佳的空氣品質讓市民有更好的生活環境品質；4.減少碳排放不只是為了我們這

一代人的利益，還能留給未來子孫一個美好的地球。 

                                                      

52
 Backstrand, K. (2008). Accountability of Networked Climate Governance: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limate Partnership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8(3): 74-102,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Press. 
53 O’Riordan, T. (2001). Globalism, Localism and Identity: fresh perspectives on transition to 
sustainability, London: Earthscan. 
54 Sassen, S. (1995). The global city: Place, Production and the New Centrality, Proceedings / ACRL 
7th national conference, Pittsburgh.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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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減緩氣候變遷除了內部原因外，外部原因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地球宣

言的第 28 章
55
中提到都市是永續發展的重要行為者。Gilbert56認為里約會議的結

果為都市帶來的特別的地位： 1.UNCE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注意到都市處理環境議題的潛在地位；2.會議結果

也證明了都市和環境議題、國際合作有了直接的連結。 

    都市是減緩氣候變遷的重要行為者。都市人口的比例超過全球人口的 50%，

消耗了 75%的能源，而且都市要直接面對氣候變遷帶來的災害。當都市有能力減

緩氣候變遷，減少災害並創造利益時，都市必須站出來正視問題並著手解決問

題。21 世紀議程提升都市在國際中的地位，也增加都市參與減緩氣候變遷行動

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二、從全球到地方：都市聯盟(ICLEI、CCP、LA21)的地位與作為 

    美國雖然未批准京都議定書，但是國內卻有一股由地方政府發起的改革力

量，希望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影響聯邦政府及參眾兩院的決策。美國許多州政府或

地方政府都在自身的權力範圍內決意遵守京都議定書的減量目標與時程，有些地

方政府甚至制定較京都議定書更先進的減排整體計畫。紐約市及加州制定了最完

整的減排計畫書。 

    除了都市或州政府的各自努力外，美國各州及各都市也結成聯盟，將各個地

方政府的訴求結合起來。美國與加拿大東部11個州與省設立短程目標，要在2010 

年回到 1990 年排放水準，本地區的長程目標是 2050 年的碳排較 1990 年減少

25% ~ 35%，除了區域性的聯盟外。美國每年都會有市長會議舉行，各城市的市

長會集合在一起針對都市政策目標與國家發展方向來進行討論。 

    除了國境內的都市聯盟外，現在也有都市跨國界的都市網絡，聯盟的會員越

多，影響力就越大。里約會議時，IULA（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及 UTO (Untied Towns Organization)有參加會議的紀錄，為地球高峰會帶了地方

的觀點。在里約會議之後，都市正式成為永續發展的行為者之一，許多跨國界的

都市聯盟也孕育而生。ICLEI、C40皆是這波浪潮下的產物。 

 

 

                                                      

55
 21世紀議程 CH28. 因為《21 世紀議程》探討的問題和解決辦法之中有許多都起源於地方活

動,因此地方當局的參加和合作將是實現其目標的決定因素。地方當局建造、操作和維修經濟、

社會及環境基本設施,監督規劃進程,制定當地環境政策和規章,並協助執行國家和次國家環境政

策。由於它是最接近人民的政府一級,因此它們在教育、調動和響應群眾推動可持續發展方面起

著重要的作用。 
56
 Gilbert, R., Stevenson, D., Girardet, H. and Stren, R. E. (1996). Making cities Work: the role of local 

authorities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London: Earth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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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用TMN來解釋都市聯盟，ICLEI、C40等跨國界都市聯盟都有類似

的結構
57
，這些網絡中有三個主要的行為者： 

1.一個國際性的秘書處以及各國的分部 

2.一個主席、論壇、大會 

3.會員都市 

 

圖 2-1：跨國界網絡結構圖 

資料來源：Kern, K. and Bulkeley, H. (2009). Cities, Europeanization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 Governing Climate Change through Transnational Municipal Network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7(2): 309–332, London: The University 

Association for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圖2-1的都市跨國網絡圖中有一個祕書處、一位主席、多名副主席、負責決

策的大會、地位不同的會員城市。本網絡的治理模式是由會員自治，沒有上位機

構，因此任何政策都是由會員在大會中進行決策。加入這個跨國網絡成為會員城

市帶來了下列優點：1.都市可以在網絡中交換意見，互相觀摩；2.都市可以與藉

由參與跨國界網絡得到跨國資金援助。有了加入的動機，該網絡將會越來越壯

                                                      

57
 Kern, K. and Bulkeley, H. (2009). Cities, Europeanization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 

Governing Climate Change through Transnational Municipal Network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7(2): 309–332, London: The University Association for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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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跨國都市網絡最早出現於中古歐洲，當時波羅的海周圍的都市為了商業利益

成立了漢撒同盟。以下會說明現代為了永續發展而成立的都市聯盟：ICLEI、C40

的實際情形。 

  ICLEI是各都市為了永續發展而成立的國際機構，只有地方政府才能成為會

員，ICLEI現在有1100個會員，包含都市、城鎮及郡。ICLEI的主要工作是提供

技術、知識、訓練等服務幫助會員建立並施行永續發展計畫。ICLEI主要利用兩

個計畫達到協助會員邁向永續發展，分別是LA21、CCP。 

  LA21 在 21世紀議程中第一次被提及，21 世紀議程的第 28 章中提到地方政

府最接近人民，該章要求所有地方政府與他們的社區協商、開發和實施一個長期

的地方計劃「LA21」。LA21 是一個地方層級實施永續發展的計畫，LA21 將改善

地方政府的現有計畫與策略達到經濟、社會、與環境的整合。相較於 LA21 是長

期性計畫，CCP是較短期的計畫，因為 CCP乃專門為減排而成立，減排成果能

在較短時間內被觀測出來。CCP由 ICLEI 提供資金協助會員制訂減排目標並監

督會員履行承諾，由此提升都市空氣品質、生活品質與永續性。本計畫自 1993

年提出後， CCP會員在 2001年的碳排較 1993年減少 8%58，成效高於京都議定

書，可見其成功性。CCP的目標在加入 COP為都市抗暖發聲，尋求一種由下而

上的方式，期待跨國都市網絡在氣候變遷議題中有更大的影響力。由於 CCP位

於 ICLEI 的框架之下，不管 ICLEI 的會員有沒有參加 LA21 或 CCP計畫，這些

會員都能在 ICLEI 交換訊息並獲得其他會員實踐的相關經驗，讓未參加 CCP計

畫的 ICLEI 會員持續連結永續發展。 

   跨國都市網絡除了 ICLEI 的實踐外，還有另一個針對氣候變遷而成立的跨國

都市網絡 －Ｃ40。Ｃ40是倫敦等 18個領導性的都市在 2005年成立。紐約、倫

敦、巴黎、羅馬等都市以減緩氣候變遷的先驅者自居，因此他們在 C40 創立之

初即提出減排計畫，預期能領導全球其他都市成為減排的成員之一。C40與 CCI

（Clinton Climate Initiative）合作，CCI提供資金讓 C40會員能夠實踐減排。由

於 C40 的會員多是大城市，具有指標性的作用，如果這些都市的減排取得成功

而且獲得實質上利益，這將吸引全球許多城市加入減排行列。 

  當都市聯盟成為跨國網絡時，我們可從下圖 2-2 得知都市網絡如何發揮影響

力。TMN 與非國家行為者互動的同時，提供非國家行為者情報並得到非國家行

為者給予的相關知識來做為決策的參考；TMN 的決策與行動會影響政府間國際

組織的行動與決策；TMN 會提供資金或其他援助讓會員接受組織的領導與決

策。當跨國都市聯盟達到以上三個目標，就能一定程度的影響國際社會。 

                                                      

58Bulkeley, H. and Betsill, M. (2003).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urban sustainabilit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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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TMN 與國家行為者、非國家行為者、會員的互動圖 

資料來源：Kern, K. and Bulkeley, H. (2009). Cities, Europeanization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 Governing Climate Change through Transnational Municipal Network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7(2): 309–332, London: The University 

Association for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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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都市的改革 

    本節由規劃面向著手，每個都市的發展都是依循都市計畫。傳統的都市規劃

以發展為主，「二十一世紀宣言」發表之後，都市規劃的目標開始轉向發展與保

育並重，強調生活、生產、生態的平衡。ICLEI 開始 CCP計畫之後，都市規劃

有了新的變革，在定期性通盤檢討計畫
59
時漸漸納入減排的意涵與計畫。減排逐

漸成為都市計畫的主要目標。 

    都市計畫主要可分成土地使用及建築物、交通運輸、環境品質等部門。碳排

放主要集中在土地使用與建築物部門及交通運輸部門，這兩個部門的碳排約占都

市總碳排的 80%以上，見下圖四、圖五。而能源使用效率則是一個新興的規劃部

門，現在每個都市計畫都有增加能源使用計劃的策略。增加能源使用效率可在不

改變都市計劃架構與不影響市民生活的便利等前提下，進行都市減排。 

    圖 2-3、圖 2-4 分別是紐約市以及倫敦市的碳排分配圖，紐約市的碳排主要

來自建築物部門，占總排放量 64%，約 243萬噸；交通部門的碳排占總排放量

21%，約 79萬噸；下水道與供水產生的碳排占總排放量 15%，約 57萬噸。倫敦

市碳排最大宗來自住宅部門，占總排放量 38%，約 167萬噸；商業與公共設施部

門排放占總量的 33%，約158萬噸；交通部門的碳排占總排的 22%，約 105萬噸；

工業部門的碳排占總排 7%，約 33萬噸。由紐約市及倫敦市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

建築物部門與交通部門碳排是都市碳排的大宗。 

             

圖 2-3：2006年紐約市的碳排放（以部門別區分） 

資料來源：PLANYC（2007） 

                                                      

59
 定期通盤檢討：都市計劃每五年會定期檢討一次，才能使都市計劃都市實際情況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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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007年倫敦市的碳排放（以部門別區分） 

資料來源：http://www.london.gov.uk（2009） 

 

一、建築物與土地使用分區的規劃 

    利用土地使用分區減排的方式有減少旅次
60
、消除都市計劃工業區、增加開

放空間與綠地、防止都市蔓延、綠建築等方法。減少旅次是最重要的策略，透過

土地使用分區的改變來減少市民使用交通工具的次數與乘車里程；抹消都市計劃

區內的工業區也是減排計畫的重要措施，第二級產業產生的碳排遠高於其他產

業；開放空間與綠地的增加，不只改善都市景觀，樹木也會吸收都市的碳排，減

緩都市的熱島效應；防止都市蔓延則是透過都市計畫阻止都市向郊外無章法的擴

張，市政府無法提供足夠的大眾運輸，造成郊區民眾需要大量依賴私家車輛代

步；綠建築則是結合節能建材與能源使用效率的建築物，不只可以減排，也能減

少水電相關費用。 

  減少旅次的方式主要從土地使用分區的改變開始，傳統歐美城市的分區規劃

是採取同心圓方式，圓心周遭是市中心區屬於商業區，而住宅區是圍繞著商業區

所劃之大圓，這種規劃方式可以讓市民有良好的居住品質，但是市民每天需要長

途跋涉到市中心購物或工作，會帶來大量的旅次。以國內為例，台北市的二期重

劃區是純住宅區，重劃區內無任何公司行號與商家，居民必須搭乘車輛才能抵達

商店，採取混合使用分區能避免上述情形。 

                                                      

60
 旅次：一個人為某種目的，在兩點之間(起迄點)使用某種運具的單一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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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土地使用分區方式有二：1.土地分區混合使用。2.TOD。混合使用分區

的意思是打破商業區與住宅區界限，也就是市政府允許人民在商業區中興建住

宅，反之亦然，讓建築物的使用效率更高，也能減少旅次。土地分區的混合使用

的例子主要在亞洲國家都市，在台北與香港可以見到建築物的低樓層做商業使

用，高樓層做住宅使用。這樣子可以讓居民藉由步行或騎自行車完成購物或工作

需求，減少各類型車輛的使用次數。 

  減少旅次的第二種方式是採取 TOD，就是大眾運輸系統的沿線開發，都市

地區的開發主軸將沿著大眾運輸系統，在每個捷運或地鐵站的半徑 400~800公尺

做開發。新加坡、聖地牙哥、舊金山等都市是實施 TOD 的案例，都市規劃當局

引導人口進駐車站周遭，增加車站周遭的使用密度，興建完整的人行步道與自行

車道系統。除了捷運或地鐵車站周遭地區外，這些車站也可以做為混合使用，車

站位於地下或是低樓層，其他樓層則可當作商業、住宅或公部門使用。 

  為了減少工業區產生的碳排，紐約市及倫敦市未來會在都市計畫中變更工業

區用地。市政府可以將都市計劃區內的工業區用地變更或重劃為商業區或住宅

區，利用重劃後取得的資金作為對抗氣候變遷的基金。除了變更工業區土地外，

也可以讓既存工業區產業結構朝向低耗能高產值的產業，例如文化創意產業、軟

體開發、通訊產業，藉此減少工業區的碳排。都市政府也可以採取獎勵的方法吸

引各產業將營運總部設立在都市計劃工業區內，漸漸淘汰工業區內高耗能高污染

的廠房。變更或再開發工業區的案例可見於北市的京華城或是內湖科學園區，京

華城原址是唐榮鐵工廠，透過土地變更成商業區用地；內湖科學園區由原本低度

利用的工業區再發展全台產值最高的科學園區。除了變更既有的工業區，都市也

可以利用自治權阻止國家在都市計畫範圍內規劃新的工業區開發案。因為位於都

市中的開發案通常必須通過國家與市政府的雙重同意才能進行開發，例如高雄市

曾在日前反對中油在其都市計畫區內興建煉油廠。 

  市政府可以利用法規工具，透過市地重劃或容積獎勵取得綠地，以上兩者都

是市政府無償取得開放空間的方式。市政府透過市地重劃、區段徵收取得抵費地

與抵價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而容積獎勵則是政府提供獎勵讓建商興起建築線後

退的動機或是讓建商主動在建築基地上劃出一塊開放空間用地供政府運用。另一

種獎勵方式則是鼓勵捐地，都市計劃中會有許多土地因政府缺乏資金徵收而成為

公共設施保留地，政府通常用減稅吸引民間將公共設施保留地捐給政府。 

    都市蔓延是都市急速發展，其郊外地區之市街地蠶食性的擴大現象，也是一

種無秩序的發展型態，讓政府無法及時興建公共設施
61
。防止都市蔓延的幾種方

法如下：TOD、成長管理、緊密都市、分期分區等方法。成長管理是「政府利用

                                                      

61
黃世孟(1991)，「都市計畫專業用語之解說及彙編」，台北：營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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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技術、工具、計畫與方案企圖指導地方上的土地使用型態，包含土地開發的

態度、區位、速度及性質」
62
。緊密都市跟分期分區發展可與成長管制線結合

63
，

在計劃區範圍內劃出數條同心圓狀的成長管制線，根據人口的需求再一一開發成

長管制線所畫定的區域，達到分期分區的目標。至於緊密都市則是在成長管制中

利用成長管制線畫定的可開發區域中進行連續性的土地開發型態。成長管制線以

及緊密都市的概念都在波特蘭市得到了實踐，波特蘭的土地利用政策非常先進，

1979 年波特蘭設立了一個城市發展邊界來保護農業田地。而且由於波特蘭的城

市地區非常緊密，波特蘭市中心建築密集，街道狹窄。平行的街道之間的距離為

60米（相比之下西雅圖為 70至 100米，曼哈頓的東西走向的街道之間的距離為

180 至 240 米）。使其公共交通的效率高於其他相同規模的城市。防止都市蔓延

可以避免人們居住到開發不成熟且缺乏大眾運輸設施的地區減少無謂的車輛使

用里程。 

    最後一個方式是綠建築，綠建築基本含意是希望建築物從規劃設計到施工使

用的過程都能夠達到"節能減碳、永續生態、減少廢棄物、健康生活"的目標。在

各先進國家皆有不同的規範做為綠建築的參考依據，例如美國能源之星方案、日

本環境共生住宅評估法、加拿大 C-2000 商業建築方案、德國「綠色門牌」評估

準則。綠建築是將各種節能方式結合在一座建築物內，實際的綠建築會採用低耗

能建材興建加上使用再生能源達到減排效果。可惜綠建築的設計費用與造價昂

貴，使得私人多半不願在興建大樓時採用「綠建築」。政府必須積極推動綠建築，

例如規範新建的公共工程採取「綠建築」工法，再加上補助民間採用綠建築的建

案，讓新型態的綠建築漸漸淘汰舊式耗能建築。 

    土地使用與建築物部門的碳排占了城市碳排的五成以上。要減少此部門的碳

排可以透過活用既存法規，不需要太多資金就能達到減碳的效果，從土地使用與

建築物部門的改革減排可說是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向。 

 二、交通運輸部門 

    根據倫敦及紐約的統計資料，交通運輸部門的碳排約占都市碳排的 20%，因

此減少交通運輸部門的碳排也是個重要課題。都市內私有車輛的碳排是交通運輸

部門碳排的最大來源。紐約市的統計資料中，詳細統計資料請見下圖 2-5。私有

車輛的碳排約占交通運輸部門八成，約 62萬噸，但是使用私有車輛的旅次只占

都市總旅次 55%。大眾運輸系統方面，大眾運輸系統乘載了都市總旅次的四成左

右，可是其碳排遠較私有車輛少，只占交通運輸部門碳排的 11%，約 8萬噸。因

此要減少交通運輸部門的碳排放量的重點在於減少私家車輛的旅次。 

                                                      

62
 Godschalk, D, R.(1977), Constitution Issue of Growth Management, Planners Press 

63
林英彥、劉小蘭、邊泰明、賴宗裕(1998)，「都市計畫與行政」，台北：國立空中大學，P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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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交通運輸部門的碳排放來源 

資料來源：PLANYC（2007） 

 

    減少交通運輸部門的排放量可用以下方式：鼓勵搭乘大眾運輸、鼓勵利用自

行車通勤、管制車輛進城的數量、減少私人汽車的碳排放（淘汰舊車、購買小車、

替代能源車）等方法。以紐約市為例，大眾運輸承擔了 40%的旅次，但其碳排放

量只占紐約市交通部門碳排放量的 11%，相對於私人運具則是承擔 55%的旅次

卻占了了近八成的碳排，由此可見大眾運輸系統的效率遠高於私人運具。使用自

行車通勤不會產生碳排，減少市民搭乘會產生碳排的車輛。管制進城的車輛可以

間接鼓勵進城民眾搭乘大眾運輸系統，減少都市內的交通擁塞。獎勵駕駛小型

車、替代能源車可減少私家轎車所產生的碳排。 

    首先是鼓勵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大眾運輸系統要提供足夠的誘因才能吸引市

民放棄原本方便的私家車輛。這些誘因包含：方便、便宜、迅速，以上誘因必須

靠綿密的捷運或公車路網加上密集的班次才能達成。波特蘭市是大眾運輸系統的

模範城市。 

    波特蘭市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加上良好的都市景觀，使其被選為全美最舒

適的城市
64
。俄勒岡州政府強調在其城市發展邊界內進行前瞻性的土地規劃及發

展以公共交通為基礎的商住區，提供通勤人士多種通勤選擇。據 2005年統計資

                                                      

64
 波特蘭是 2008 在全美市長會議被票選為全美最舒適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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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所顯示
65
，波特蘭地區內巴士、輕軌和有軌電車的乘客占總通勤人口約 13%。

MAX (Trimet Metropolitan Area Express, MAX)為波特蘭地區提供多條連接市中

心和市郊的輕軌鐵路系統，每年搭載 2200萬人次的旅客，預估可減少 26,400噸

的碳排，而且以 1990年為基準年，2008年大眾運輸系統的承載量較 1990年高

了 75%。但是大眾運輸系統有其侷限性，旅客不能藉著大眾運輸系統到達都市內

各地，無碳排的自行車就可彌補大眾運輸系統的不足。 

    自行車是無碳排的短程交通工具，可用於搭配大眾運輸系統，將旅客帶到城

市各角落。波特蘭市跟西雅圖市有完整的自行車政策與配套措施。波特蘭因擁有

幅員廣大的自行車專用車道，且波特蘭地區內利用自行車通勤的人口占總通勤人

口約 3.5%66
，因而被評選為 2008年全美第一的自行車城市。西雅圖市也是個大

量使用自行車的城市，36%的居民以騎乘腳踏車做為休閒遊憩之用，約 4%的人

口利用腳踏車做為平日通勤的交通工具。西雅圖最創新的地方不在於有長距離的

腳踏車專用道，而是西雅圖市政府有個腳踏車部門，本部門不只專責管理自行

車，還要有自行車政策的整體規劃。自行車是無碳排的交通工具，但要有合適的

配套措施才能讓自行車發揮最大效用，而不是讓腳踏車與道路上的機動車輛爭道

造成城市交通的混亂。 

    當一個都市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與自行車車道系統，市政府可著手減少市

區的汽車數目，減少市區的汽車數目可以採取以價制量的方式。例如以進城管

制、高額停車費用等方法減少人們開車進城的動機。英國倫敦與新加坡都有實施

進城管制，英國倫敦收取高額的進城稅減少進入倫敦的車潮；而新加坡錯開單雙

數車牌車輛的進城日期。另一種減少市區車輛的就是讓市區內的停車位數量少且

費用高昂，新加坡、香港、東京、大阪、舊金山等大都市的市中心沒有路邊停車

格及停車塔。開車進城越不便，民眾利用大眾運輸系統的動機就越高。 

    減少交通運輸部門最完美的方式是完全禁止在都市中使用私有車輛，但都市

無法完全禁止車輛進城，此時只能從減少進城車輛的碳排著手，例如訂定嚴格的

排放標準、鼓勵市民利用油電混合車、替代能源車、排氣量小的車輛、增加市區

交通的效率等方式。替代能源車與油電混合車的碳排皆較一般以石油為燃料的車

輛少，但前者的燃料較為昂貴，後者的售價更遠遠超過同樣排氣量的一般車輛，

政府必須提供誘因吸引民眾購買替代能源車或油電混合車。市區的車輛油耗量在

時速 50KM 的時候最省油，如果市政府能消除市區中的交通瓶頸點，減少車輛

怠速等待的時間就可減少碳排。  

 

                                                      

65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ICLEI). (2007). U.S. Mayors’ Climate 

Protection Agreement, Oakland: ICLEI 
66
 http://www.bikeleague.org/media/press/042406_pres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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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能源使用效率與替代能源部門 

    都市增加能源使用效率與使用替代能源的範圍廣及都市規劃各大部門，因此

本部分將這些計畫整合在一起說明。都市增加能源使用效率與使用替代能源可分

成公部門領域與私部門領域。公領域方面，藉著市政府的領導角色，規範新建公

共設施符合綠建築法規、公家單位採用節能裝置、安裝能源管理系統、減少點亮

路燈時間、LED 路燈取代傳統路燈、更有效率的跑馬燈系統。替代能源方面，

除了傳統的發電方式外，市政府也能要求電力部門增加替代能源發電的比例，例

如負責西雅圖城市供電的西雅圖電力公司 (Seattle City Light)自 1990年之後就就

完全仰賴水力發電
67
，波特蘭也提出了在 2010年時的全市 100%的電力來源使用

替代能源發電的計畫
68
，到 2005 年，波特蘭市的電力來源有 11%是來自替代能

源。ICLEI 發起的 CCP計畫能提供資金補助提出計畫的會員城市，CCP在能源

使用效率的部門中相當重要，不只提供資金，還提供會員交換經驗的論壇，因此

許多都市在增加能源使用效率的部門都能見到 CCP的影子。 

    市政府要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除了在公部門利用經費採購節能裝置外。也

能在私領域部分有所發揮，透過公民教育改變市民日常習慣、更先進的能源使用

規範、獎勵私人購買節能產品等政策。紐約市的PLANYC中有舉辦市民講座的策

略，讓市民了解到都市與氣候變遷的關係，氣候變遷帶來之危害以及防止氣候變

遷如何從市民做起；倫敦市未來將會制定更為嚴格的環保法規，讓不符合能源使

用效率的產品無法上市。除此之外，倫敦市計劃透過公民教育，讓市民改變其生

活習慣及模式，市民行為模式的改變將會帶來碳排的大幅減少，據倫敦市的估

計，約可減少15%的碳排
69
；在獎勵採購節能產品方面，芝加哥市民採購能源之

星(Energy Star)標章商品可以申請市政府的補助，西雅圖市政府成立了ESCO 

(Energy Services Company, ESCO)提出各種計畫協助市民利用各種節能方式減少

其繳納的電費。都市的公部門在節能方面的成功能引起私部門效尤，當都市的公

私部門能合作，也代表該都市訂定的減排目標很有可能被達成。 

    C40會員城市中，每個發表完整減排計畫的都市都有提到藉由能源使用效率

與使用替代能源來減少碳排，這些城市分別是紐約市、休士頓、香港、巴黎、倫

敦、費城、芝加哥、墨西哥市、洛杉磯、馬德里、羅馬、雪梨、東京、多倫多、

墨爾本，總計 15個城市。這些都市提出的計畫中，增加能源使用效率與使用替

                                                      

67
廖桂賢(2009)，「好城市，怎樣都要住下來!: 讓你健康有魅力的城市設計」，台北：野人文化 

68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ICLEI). (2007). U.S. Mayors’ Climate 

Protection Agreement, Oakland: ICLEI, P15. 

 
69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City Hall (2007). Action today to protect tomorrow：The mayor’s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executive summary, London: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City Hall,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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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能源能為都市減少 10%以上的碳排放量。因此本文特別就此部分提出說明，各

城市的利用增加能源使用效率與使用替代能源的詳細數據詳見下表 2-3。 

     

表 2-3：都市藉由增加能源使用效率與使用替代能源的減排量與比例表 

都市 能源部門碳排減少量
70
     (10萬噸) 占總減排比例(%) 

紐約 2030 年前減少 270(十萬噸) 55 

休士頓 2010 年前減少 3.317(十萬噸) 19 

倫敦 2025 前減少 134 (十萬噸) 16 

墨西哥市 4.3(十萬噸)/每年 10 

洛杉磯 2.37(十萬噸)/每年 35 

墨爾本 2010年前減少 2900頓的二氧化碳排放 40 

西雅圖 2012年前減少 5.166(十萬噸) 7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3的各都市減排年期與人口不同，因此無法直接比較減少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製作本表的用意是利用增加能源使用效率的減排占都市總減排的比例，說

明都市透過能源部門的減排可以大幅度減少碳排。紐約市、洛杉磯市、墨爾本市、

西雅圖市四個城市的減排目標有超過 1/3 透過增加能源使用效率達成；休士頓

市、倫敦市透過能源部門的減排量約占總減排量的 20%；墨西哥市由於沒有推動

綠建築，也未鼓勵使用節能設施，所以能源部門的減排量只占減排目標的 10%

左右，但能源部門的減排量仍是僅次於建築物、交通部門後減排量第三大的部門。 

    讀者除了可從以表 2-3了解大城市的減碳目標，還可以觀察到 C40的會員都

市中，開發中國家都市有整體減排計畫的只有墨西哥市。是否因為實施一個整體

的減排計畫需要大量的經費與有效的都市行政工作，而發展中國家無法滿足這些

要件或發展中國家的都市重發展輕保育，都是可以再深究之處。但礙於篇幅，本

文無法詳加分析此現象。 

四、典範都市 

    美國雖然未批准京都議定書，但是國內卻有一股由地方政府發起的改革力

量，希望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影響聯邦政府及參眾兩院的決策。美國許多州政府或

地方政府都在自身的權力範圍內決意遵守京都議定書的減量目標與時程，有些地

                                                      

70
 由於各城市的計畫年期及人口不同，數據無法直接用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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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甚至訂定較京都議定書更為先進的減少碳排放之整體計畫。紐約市及加州

訂定了最完整的減碳計畫書。 

    加州在 2006年通過了 Global Warming Solutions Act，本計畫主要是從交通

運輸、工業及發電部門來減少碳排放。這是全美最有企圖心的目標：要在 2010

年降低溫室氣體濃度至 2000年標準，2020年降至 1990年標準，2050年低於 1990 

年標準 80%。 

    紐約市在 2007年開始施行 PLANYC，紐約市的 PLANYC 可說是跨時代的

一個龐大計畫，囊括都市規劃的各大部門，本計畫擁有自己的科學研究社群，研

究出氣候變遷會對紐約市造成多大的影響。PLANYC 的計畫內容包含六大部

門，127個子計畫，包含土地、水資源、運輸、能源、空氣、氣候變遷，可說是

最完整的都市減碳計畫。因此本計畫在哈佛大學 John F. Keneedy學院所做的都

市評比中贏得八個獎項，同時紐約市也是全美得獎最多的城市。 

    另一個傑出的案例則是西雅圖市，當美國不批准京都議定書的同時，西雅圖

在 2002年完成了「碳排放清冊」，西雅圖市長 Greg Nickel串連全美 141個城市

簽署與京都議定書一樣內容的「全美市長氣候保護協議「U.S. Mayors Climate 

Protection Agreement」。西雅圖市的特色在於提供本市的西雅圖電力公司自 1990

年後的電力來源皆是水力發電，西雅圖的另一個特色則是利用公民教育培養市民

的自發行動。到了 2008年時，西雅圖進度超前京都議定書的目標，CO2排放量

較 1990年少 8%。 

    2005 年，包括洛杉磯、西雅圖、鹽湖城、紐約、紐奧良、夏威夷的毛伊郡

等地的市長簽署了「The US Mayor's Climate Protection Agreement」。到了 2009

年已有超過 600個市長簽署此協定。這是份聯合聲明，除了約定承諾各自在自已

的轄區進行管制工作，並以京都議定書的要求為目標要求聯邦政府批准京都議定

書，與世界各國共同負擔減量目標，並提出以下幾點要求： 

1. 利用替代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的使用，並且增加能源的使用效

率。 

2. 促請國會通過減少排放溫室氣體，法案包含實際的減量目標及時程；還要

通過以市場機制為主的碳交易制度。 

3. 市長們將會採取幾項實際政策，讓自己領導的都市能達到京都議定書的減

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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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小結 

    加州的汽車廢氣排放法案成為聯邦汽車廢氣排放法案的標準，紐約市的減排

計畫在小布希時代帶動了美國東部數州的抗暖化行動，西雅圖的減排成果更是超

前了京都議定書的規範。地方政府的作為將會影響美國聯邦政府的政策考量，也

讓選民了解到氣候變遷的重要性。當紐約市、倫敦市、西雅圖、東京、香港、墨

西哥等大都市為了避免自身受到氣候變遷的威脅而規劃了減排方案，這些方案不

只減緩自己被海水淹沒，也獲得中央政府的重視與贊同後。未來除了大都市外，

將會有許多中小型城市效尤，成為一股由下而上的力量去改變各國政府對於氣候

變遷的態度。 

    對都市而言，減排能減少都市的公部門與私部門花費於能源的金錢，降低都

市的熱島效應，減緩海平面上升對沿海都市的威脅，爭取未來碳交易市場啟動後

的商機。都市有權力自行擬訂減排計畫，並使其成為法定計畫，維持此計畫的延

續性與一致性。都市的減排可從土地使用部門、交通運輸部門、能源部門這幾個

都市的主要碳排來源著手，推動土地混合使用、避免都市蔓延、推廣腳踏車、採

購節能設備、興建綠建築等政策進行都市減排。 

    國外許多都市已開始減排計畫，國內的現狀是如何？國內的台北縣市、台中

市、台南市、高雄市已加入 ICLEI 成為會員，但這些都市並未如 C40會員都市

提出減緩氣候變遷的整體計畫，台北市政府目前只舉辦無車日、獎勵示範性綠建

築、鼓勵騎乘自行車等零星之政策，台北縣則是成立一個低碳中心進行交通部門

的改革，當國外都市進行減碳的整體計畫進而影響了中央政府決策的同時，國內

的大城市應該跟上其他國際大城的腳步，加速進行都市減排整體計畫的擬定與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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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個案描述：PLANYC 

第一節、PLANYC 

一、PLANYC 的動機與特色 

    學生以紐約市做為個案研究的對象，因為紐約市有足夠的影響力與科學證

據，加上 PLANYC 的完整性。PLANYC 提出後即成為全球其他都市關注與效法

的對象，根據 Saskia Sassen的理論，紐約市是 global city，這也代表著紐約市有

著龐大的影響力。要達到 global city必須符合幾個條件：一、global city是全球

化的重要節點；二、提供各種產業所需的服務；三、global city能提供高階管理

使其成為產業的指揮中心，同時也是全球資金匯集的市場。 

    Taedong Lee71根據 Saskia Sassen的想法，評等全球的大都市，紐約、倫敦、

巴黎、東京、香港、新加坡等都市是 global city第一級的都市，紐約與倫敦的股

市匯集了大量的資金，未來這些都市也會成為碳交易的主要市場，都市中的經濟

與學術研究機構也會提供許多關於碳市場的研究成果，並且提出具體的減排計畫

供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做為參考。因此紐約市的大動作減排會吸引其他都市的注

目與模仿。 

    以下是全球幾個大都市與紐約市比較。Sao Paulo市是巴西最大的城市，屬

於 global city第二級城市；Mexico City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屬於 global city

第二級城市，本市在 C40的協助下提出了減排計畫；London是全球最重要的金

融重鎮之一，每天有大量的人口與資金流通，重要性與紐約相當，被歸類為 global 

city 第一級城市。London於 2006 年提出了減排計畫，此計畫涵蓋範圍相當廣泛，

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英國的減排成果卓越可說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相輔相成

的一個例子。 

    當美國不願簽屬京都議定書時，但其轄下的地方政府的觀念卻較中央政府先

進，紛紛進行減少減排的規劃。Chicago臨近密西根湖，是美國第三大城市，五

大湖地區最大工業中心，屬於 global city第一級城市；Houston是美國東南部最

大城市之一，全美最大的石油工業中心和第三大港，被歸類為 global city第三級

都市；Los Angels是美國西岸重要的經濟中心，也是西岸最大的都市，被歸類於

global city第一級城市；紐約市是美國東岸最重要的都市，在 global city的評比

中得到最高分，有全球市值最大的股市，與倫敦並列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他們現在也希望成為都市減排的模範生。下表 3-1 根據上述各都市提交給 C40

                                                      

71 http://www.csss.washington.edu/StudentSem/TaedongLe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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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減排計畫書與倫敦等都市市長在 2009 年市長會議所發表的都市減排成效，列

出倫敦等都市有進行減排規劃並執行減排政策的部門。 

 

表 3-1：大都市實行減碳之各部門比較表 

 土地 

使用 

交通 

運輸 

水資

源 

能源 空氣 

品質 

調適 廢棄物 

管理 

Sao Paulo ˇ ˇ  ˇ   ˇ 

Mexico City  ˇ ˇ ˇ  ˇ ˇ 

Tokyo ˇ ˇ ˇ ˇ    

London ˇ ˇ  ˇ    

Chicago ˇ ˇ  ˇ    

Hoston ˇ ˇ ˇ    ˇ 

Los Angels  ˇ ˇ ˇ  ˇ ˇ 

New York ˇ ˇ ˇ ˇ ˇ 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分析比較 

 

    由上表 3-1可知，都市對於減排的努力多集中在土地使用、交通運輸與能源

使用效率這三個部門。很少著墨於水資源、空氣品質、氣候變遷等部門，紐約市

的 PLANYC 可說是跨時代的一個龐大計畫，囊括都市規劃的各大部門，未來勢

必成為全球各都市的楷模。 

紐約市屬於 global city，不只因為紐約市擁有 800萬人口，而且還是全球數

一數二的經濟、金融重鎮以及聯合國總部所在地，使得紐約市在政治與經濟面有

舉足輕重的重要性與影響力，紐約市也能將這股影響力轉移至都市規劃上。紐約

除了政經層面的影響力外，其碳排放量與國家行為者相較之下不遑多讓。紐約市

的行動可以讓地球上許多市長改變思考的方向，既然國家不積極面對全球暖化，

都市為了自保必須制訂並執行減排計畫。本文將以紐約市為個案研究對象，論述

紐約如何從都市規劃角度來因應氣候變遷。 

     PLANYC 計畫由紐約市長 Michael Bloomberg在 2007年的世界自由日
72
公

佈，本計畫包含 127個子計畫，紐約市目標在 2030年前將減排 30%。PLANYC

方案嘗試改善市區 950,000棟建築能源使用效率、整頓大眾捷運系統、城市開闢

自行車專用道、行人步道廣場、擴大中央公園占地面積與施行抗暖化的因應措

施…等，最終，綠色計畫引領紐約市持續成長，紐約若要成為全美頂尖城市，需

                                                      

72 PLANYC 於 2007 年 4 月 22 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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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永續經營與節能效能來帶動成長。PLANYC 一發佈即受全球矚目，PLANY

C 的成功可以成為從德黑蘭到東京全球超大都會的減排典範。 

    紐約公共建設－擁擠的地下鐵、車滿為患的街道與老舊的自來水管，已經超

過可容忍的上限。紐約市都市計畫書推估紐約市的人口成長幅度，到西元 2030

年，人口將額外增加 90萬人。若人口成長無法有效管理與配置，結果將會導致

環境與經濟大混亂。市府長期規劃及永續經營辨公室總監羅希．阿格瓦拉說：「我

們不可能建造更多電廠，更不能讓成長溢滿為患。」這個難題的解答是 PLANY

C 計畫。 

    除了要平衡發展與抗暖，氣候變遷正在威脅紐約市的安全。氣候變遷會替紐

約市帶來溫度上升、海平面上升、暴雨、暴風雪與其他極端氣候。表 3-2是紐約

市氣溫、雨量、海平面預估表，由此表可看出紐約市氣溫、海平面、雨量都是呈

現上升的趨勢。1900年代，曼哈頓島周遭的海平面每 10年上升 1.2英吋，到了

現代，海平面則是每 10年上漲 1.5英吋
73
。除了氣候變遷直接導致的海平面上升

外，暖化造成冰山溶解也會讓海平面上升，到了 2020年紐約市海平面會因此上

升 19~29英吋。 

 

表 3-2：紐約市氣溫、雨量、海平面預估表 

 

資料來源：Climate Risk Information (2009) 

 

                                                      

73
 New York city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NPCC) (2009). Climate Risk Information,   

New York: Mayor’s Office Long-Term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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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是暴風雨侵襲紐約市的影響範圍圖，由美國陸軍工兵團在 1995年所

繪。當颶風的影響來到第三級以上，淹水地區由黃橙紅三色所涵蓋，也就是海水

淹到 25呎高時，紐約所有的隧道入口及甘迺迪國際機場會被海水淹沒。極端氣

候除了颶風外，紐約市還面對著熱浪的威脅，1970~2000年間，每年平均有 14

天氣溫超過 90℉，但2002年有 33天超過 90℉。2004年超過 90℉的天數更是 2

002年的兩倍。前十名氣溫超過 90℉天數的年份，有 7年是在 1980年之後
74
。 

 

 

圖 3-1：各階段暴風雨侵襲紐約市的影響範圍圖 

資料來源：PLANYC (2007) 

 

    除了圖 3-1之外，表 3-3利用數據說明紐約市現在與未來的極端氣候情況，

極端氣候的頻率與變動越來越大。未來熱浪的次數與天數增加為 2 倍，超過 90

℉的天數也增加近 3 倍。乾旱來臨的頻率也越來越高，從 1970年代的每百年一

次乾旱到 2050年時可能每八年就有一次乾旱。氣溫上升使得暴風雨的頻率與強

度也跟著上升，2050年時暴風雨帶來的雨量將較 1970年多 1呎，暴風雨的侵襲

的機會也越來越多，原本百年一次的暴風雨變成每 15~35年侵襲一次。唯一能解

決氣候變遷所帶來危機的方法就是進行減排，藉此減少極端氣候產生的機會。為

了兼顧紐約市的發展與安全，因此推行 PLANYC 是有其必要性。 

 

 

 

 

 

 

 

                                                      

74
 New York city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NPCC) (2009). Climate Risk Information,   

New York: Mayor’s Office Long-Term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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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極端氣候預估表 

 

資料來源：Climate Risk Information (2009) 

 

    二、公民參與 

    美國的都市計劃是民間主導型，為了避免開發者壟斷利益，顧及弱勢居民的

權益，Paul Davidoff提出了辯護式規劃
75
，都市計畫要兼顧全體市民、開發者與

社區居民的權益。紐約市在 1975年時將審議式規劃明定於紐約市憲章，紐約市

也設置辯護員參予都市計畫的擬訂，公共辯護員居於中立的地位，當開發案侵害

到公民利益時可適時為公民權益發聲。 

    紐約市 PLANYC 的獨特之處不只是計畫的完整性，也包含了大量的公民參

與，這是其他都市減排計畫中前所未見的。紐約市政府發送了大量的問卷給市

民，舉辦數千小時的市民論壇，也在網路回收了大量的電子郵件，並依此歸納出

市民對於 PLANYC 的意見。在計畫實施之後，紐約市也開辦了部落格
76
發布新訊

息並與市民進行意見的交換。這些公民提供的意見可以依照部門區分，表 3-4~

表 3-9 是公民意見與 PLANYC 政策的比較表，檢視紐約市規劃當局在制定

PLANYC 是否充分參考公民意見 

                                                      

75
 Paul Davidoff認為都市計畫的影響相當廣泛，辯護制度讓規劃變成公開辯論、資訊公平告知，

保障弱勢團體的權益。 

76
 http://www.planny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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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4 是公民意見與 PLANYC 在土地使用部門的政策比較表，市民提出了

增加房屋供應、成立管理住宅相關業務的社會機構、協助購屋、減少建築物的

CO2 排放、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重新規劃工業區、清潔工業區土地、與鄰近社

區共同規劃工業區閒置土地開發、更先進的工業區管理辦法等許多意見，以上意

見都受到紐約市政府採納，成為 PLANYC 的一部分，唯獨綠建築並未被紐約市

政府採納。 

 

表 3-4：公民意見與PLANYC 政策比較表(土地使用) 

 公民會議 社區領袖意見 網民意見 PLANYC 是否符合 

土地使用：讓更多市民能負擔自有住宅與減少工業區汙染 

更多房屋供應 提供廉價房屋 更多房屋供應 更多房屋供應 O 

新的社會機構

(住宅相關) 

提升政府效能  新的社會機構

(住宅相關) 

O 

  協助購屋 協助購屋 O 

綠建築 綠建築   X 

減 少 建 築 物

CO2的產出 

減少其他部門

CO2的產出 

 減 少 建 築 物

CO2的產出 

O 

 Zoning (土地

使用分區管

制) 

 Zoning (土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O 

防止長期汙染 重新規劃工業

區土地 

重新規劃工業

區土地 

重新規劃工業

區土地 

O 

 更先進的管理 更先進的管理 更先進的管理 O 

清潔工業區土

地 

  清潔工業區土

地 

O 

 社區參與規劃

工業區土地 

 社區參與規劃 

工業區土地 

O 

資料來源：PLANYC(2007)，作者自行分析比較 

 

    表 3-5 是公民意見與 PLANYC 在交通部門的政策比較表，市民提出鼓勵使

用大眾運輸、更有效率的運輸模式、增建大眾運輸系統、減少使用私人運具、增

加道路使用效率、鼓勵走路或單車、增加道路維修之預算、增加相關部門效率等

意見被紐約市政府納入 PLANYC。更多停車位意味著鼓勵市民開車，與 PLANYC

的目標不符，因此未被紐約市政府採納。PLANYC 中未見到車輛重量規範，車

重與減少旅程時間並非正相關，因此也未被 PLANYC 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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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公民意見與PLANYC 政策比較表(交通改善政策) 

公民會議 社區領袖意見 網民意見 PLANYC 是否符合 

交通部門：減少旅程時間 
鼓勵使用大眾

運輸 

鼓勵使用大眾

運輸 

鼓勵使用大眾

運輸 

鼓勵使用大眾

運輸 

O 

更有效率的運

輸模式 

更有效率的運

輸模式 

更有效率的運

輸模式 

更有效率的運

輸模式 

O 

增建大眾運輸

系統 

增建大眾運輸

系統 

增建大眾運輸

系統 

增建大眾運輸

系統 

O 

減少使用私人

運具 

減少使用私人

運具 

減少使用私人

運具 

減少使用私人

運具 

O 

增加道路使用

效率 

增加道路使用

效率 

 增加道路使用

效率 

O 

鼓勵走路或單

車 

鼓勵走路或單

車 

 鼓勵走路或單

車 

O 

更多停車位 更多停車位 更多停車位  X 

更嚴厲的車輛

重量規範 

更嚴厲的車輛

重量規範 

  X 

增加道路維修

之預算 

增加道路維修

之預算 

增加道路維修

之預算 

增加道路維修

之預算 

O 

增加相關部門

效率 

增加相關部門

效率 

 增加相關部門

效率 

O 

資料來源：PLANYC (2007)，作者自行分析比較 

 

    表 3-6 是公民意見與 PLANYC 在水資源部門的政策比較表，被紐約市採納

的意見有：增加水資源基礎建設、保護水資源、永續利用水資源、開啟水路運輸、

洪水防範、濕地政策。增加水資源使用效率、污水處理有紐約市政府採用，但這

2 個項目在 PLANYC 中不是獨立的子計畫，而是被納入永續利用水資源的計畫

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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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公民意見與PLANYC 政策比較表(與河為善) 

公民會議 社區領袖意見 網民意見 PLANYC 是否符合 

水路連結：用長遠觀點規劃水資源 
增加基礎建設 增加基礎建設 不重視 增加基礎建設 O 

保護水資源 保護水資源 保護水資源 保護水資源 O 

永續利用水資

源 

永續利用水資

源 

 永續利用水資

源 

O 

增加水資源的

利用效率 

增加水資源的

利用效率 

  X 

 開啟水路運輸 開啟水路運輸 開啟水路運輸 O 

 洪水防範 洪水防範 洪水防範 O 

 汙水處理 汙水處理  X 

  濕地政策 濕地政策 O 

資料來源：PLANYC (2007)，作者自行分析比較 

 

    表 3-7 是公民意見與 PLANYC 在能源部門的政策比較表，紐約市政府採納

了公民提出的使用替代能源、增加能源使用效率、改善現有電力供應政策，在能

源部門，市政府與公民的看法是較無歧異的。 

 

表 3-7：公民意見與PLANYC 政策比較表(能源部門) 

公民會議 社區領袖意見 網民意見 PLANYC 是否符合 

能源部門：升級能源設施，提供更乾淨的能源 

使用替代能源 使用替代能源 使用替代能源 使用替代能源 O 

增加能源使用

效率 

增加能源使用

效率 

增加能源使用

效率 

增加能源使用

效率 

O 

 改善既存發電

政策 

 改善既存發電

政策 

O 

資料來源：PLANYC (2007)，作者自行分析比較 

 

    表 3-8是公民意見與 PLANYC 在氣候變遷目標的政策比較表，PLANYC 要

在 2030年達到減排的目標，需要市政府與民間通力合作，除了市政府的規畫與

教育市民外，也要市民配合與市政府的政策。全市性的減排計畫和公民教育都與

市民息息相關，因此當公民提出建議後，即被市政府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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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公民意見與PLANYC 政策比較表(氣候變遷) 

公民會議 社區領袖意見 網民意見 PLANYC 是否符合 

氣候變遷：減少 30%的溫室氣體排放 

減少汽車排放 減少汽車排放 減少交通部門

的排放 

發起全市性減

排計畫 

O 

重複使用資源

與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 O 

 與其他政府單

位合作 

  X 

資料來源：PLANYC (2007)，作者自行分析比較 

 

    表 3-9 是公民意見與 PLANYC 在空氣品質的政策比較表，紐約市政府與市

民都想擁有更好的空氣品質，因此市民提出減少交通工具廢氣、種樹與保護開放

空間都被紐約市政府納入 PLANYC 的子計畫當中。 

 

表 3-9：公民意見與PLANYC 政策比較表(空氣品質) 

公民會議 社區領袖意見 網民意見 PLANYC 是否符合 

空氣品質：成為全美空氣品質最佳的大都市 

減少交通工具

廢氣 

減少交通工具

廢氣 

減少交通工具

廢氣 

減少交通工具

廢氣 

O 

種樹與保護開

放空間 

種樹 種樹 種樹與保護開

放空間 

O 

資料來源：PLANYC (2007)、作者自行分析比較 

 

    從以上各表可知紐約市政府對於公民意見是從善如流，有助於減排與調適的

建議幾乎都被納入 PLANYC 中，公民意見被採納的比例高達 81%77
。但 PLANYC

的公民參與不只在計畫的擬訂過程，計畫的實施過程也能見到公民參與，在土地

使用部門的平價住宅政策、開放空間政策、工業區開發政策與氣候變遷部門能見

到公民參與的實踐。PLANYC 在土地使用、交通、水資源、空氣品質、氣候變

遷各部門中也有以環境敏感或公共設施缺乏社區為主體的相關計畫。 

 

 

                                                      

77
29 /3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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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PLANYC 在土地使用部門的變革 

     根據 PLANYC 的統計
78
，土地使用部門的碳排占紐約市的 75%。紐約市在

土地使用部門的減排主要是增加綠地，減少工業區的汙染。紐約市在土地使用部

門也擬訂的其他計畫，未來紐約市要推動 TOD、興建平價住宅、重新開發工業

區、製造開放空間、改造老舊建物等子計畫讓紐約市能在 2030 年容納百萬外來

人口並且達到 30%的減排目標。 

     土地使用部門可以細分為 3個政策面向、11個標的、30個子計畫。3個政

策面向方別是住宅政策：人人有屋住、開放空間：建設足夠的開放空間、工業區

政策：清潔所有工業區土地。以上三個政策是讓紐約市民有足夠的居住以及休閒

空間。詳細的子計畫表請見下表 3-10、3-11、3-13。 

 

表 3-10：住宅政策子計畫表 

部門別  政策 標的 子計畫 

土地使用與

住宅部門 

住宅政策：人人

有屋住 

以公共利益為

前提的重劃分

區 

Pursue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Reclaim underutilized waterfronts 

Increase transit options to spur 

development 

老屋新用 Expand co-locations with 

government agencies 

Adapt outdated buildings to new 

uses 

協助低都發展

地區發展尋找

發展契機 

Develop underused areas to knit 

neighborhoods together 

Capture the potential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Deck over railyards, rail lines, and 

highways 

人人能負擔自

用住宅 

Develop new financing strategies 

Expand inclusionary zoning 

Encourage homeownership 

Preserve the existing stock of 

                                                      

78
 http://www.nyc.gov/html/planyc2030/downloads/pdf/greenhousegas_2009.pdf 根據 P6的表，紐約

市在 2008年產生了 533百萬噸的碳排，其中建築物部門就占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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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ordable housing throughout New 

York City 

資料來源：PLANYC (2007) 

 

    住宅政策方面，未來紐約市將額外容納近百萬人口
79
，紐約市的公私部門計

畫建造 5000個新建物，60%的建物做為平價住宅。本政策最主要的目標不只是

容納新住民的住宅政策，也要讓全市的中產階級都能負擔房價。紐約市中的廢棄

軍事基地與工業區將是這些建案的主要基地。遷走高碳排的工廠以容納新住民，

不只能達到減排的目標，也能維持紐約市的成長。以下是幾個與減排有關的子計

畫。 

    Pursue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進行 TOD發展。現在紐約市有近 70%80

的人口住在地鐵附近，紐約市會沿著大眾運輸系統的沿線進行開發，預計在 2030

年時有 95%的人住在地鐵沿線。紐約市長島區的 Jamaica是個 TOD 的例子，紐

約市的 J、Z、E線地鐵與機場地鐵在 Jamaica交會，每天有數萬旅客在此轉乘。

地鐵帶來的大量旅客為 Jamaica吸引房地產業者投資，也減少了這些旅客對於汽

車的依賴性。 

    紐約市計劃在曼哈頓哈德森廣場周遭進行地鐵線的延長與其他公共設施的

建設，分散部分曼哈頓市中心的居民與工作至此。這項地鐵路線的延長，預期為

哈德森廣場周遭地區帶來 10萬個工作機會，以及 10萬名居民，有效紓解曼哈頓

區過度擁擠的都市空間。 

    Reclaim underutilized waterfronts，重新開發低度利用的水岸地區。紐約市的

水岸地區有許多老舊工業區，這裡曾是熱鬧繁榮的工業區，但現在這些工業區大

多是低度發展或是空地。 

未來紐約市會將這些地方規劃成混合使用的土地，讓這些土地可以比作為工業區

使用更有效率。 

    2002年，紐約市重劃Greenpoint-Williamsburg地區的使用分區，將此分區中

的閒置工業區用地變更成為商業區、住宅區以及開放空間用地。未來在布魯克林

區的Gowanus Canal地區與皇后區的Astoria waterfront都會有類似的土地使用分

區變更計畫。土地使用計畫變更完成後，可以讓該地區的土地使用更有效率，也

                                                      

79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18. 

80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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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工廠重新進駐這些閒置工業區土地。 

    住宅政策的計畫內容主要是尋找空地，興建並提供市民更多的平價住宅。本

部份中，減排的篇幅不多，只有發展 TOD與重新規劃河岸的工業區用地具有減

排的效果。下一個部分是關於開放空間的子計畫，計畫目標在於為紐約市開拓出

更多的開放空間供市民使用。 

 

表 3-11：開放空間子計畫表 

部門別 政策 標的 子計畫 

土地使用與

住宅部門 

開放空間：建設

足夠的開放空

間 

開放既存空地 Open schoolyards across the city as 

public playgrounds 

Increase options for competitive 

athletics 

Complete underdeveloped 

destination parks 

充分使用市區

空地 

Provide more multi-purpose fields 

Install new lighting 

重建市民對市

容之印象 

Create or enhance a public plaza in 

every community 

Green the cityscape 

資料來源：PLANYC (2007) 

 

    過去五年，紐約市以推動既有計畫、開發河灘地、土地使用分區的變更三個

方法獲得 2700英畝的公園用地。今日紐約市相當缺乏公園綠地，以 East Flatbush

地區為例，每人平均僅能分配到 0.09 英畝的公園綠地，遠低於紐約市標準的 1.5

英畝。對於市民而言，公園是相當重要的公共設施，他們熱愛且渴望擁有公園，

因此 PLANYC 將要擴充開放空間與公園綠地面積。 

    PLANYC 希望在每個鄰里社區建設鄰里公園或是活動廣場，但是紐約市沒

有大量購置土地的財源，且現存空地不能全部做為開放空間使用，還要滿足住宅

用地與公共設施的用地需求。因此 PLANYC 在開放空間政策不只是增加更多開

放空間，另一個重點是更有效率地使用既有開放空間與綠地。 

    Complete underdeveloped destination parks，完成施工進度落後的公園。

PLANYC 要讓各次級行政區都有至少一個大型公園，因此未來要完成八個低度

開發的大型公園綠地，提供紐約市超過 500英畝的綠地。這些公園處於封閉中或

是缺乏公共設施造成使用效率低落。紐約市政府要整建這些公園，提供紐約客更

多公園綠地。以下是未來將要興建地八個大型公園綠地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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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開發中的大型公園綠地 

公園名稱 所屬行政區 面積(英畝) 

Dreier-Offerman Park 布魯克林 77 

Fort Washington Park 曼哈頓 160 

Highland Park 皇后 60 

McCarren Park 布魯克林 36 

Ocean Breeze Park Staten Island 110 

Soundview Park 布朗克斯 212 

High Bridge 曼哈頓&布朗克斯 36 

Rockaway Park, 皇后 44.5 

總計  735.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PLANYC (2007) 

 

    Green the cityscape，綠化都市。現在紐約市的街道的行道樹覆蓋率是 74%81
。

現代人的觀念中，樹木代表著景觀與環境良好，且樹木有節約能源、降低市區氣

溫、協助排洪、減少空氣汙染等功能，因此 PLANYC 計劃讓紐約市的行道樹覆

蓋率達到 100%。 

    為了要達到行道樹覆蓋率 100%的目標，紐約市計劃在 2030 年前種植 100 萬

棵樹木，也就是在每年都要種下 23000 棵樹木，這對紐約市規劃當局是個相當大

的挑戰。除了廣植行道樹，PLANYC 也計劃將低度使用或是閒置街道改建為綠

色開放空間。未來 10年內，紐約市要在每個植樹季節執行 40 個綠色街道計畫，

到了 2017年時，全紐約將執行 3000個綠色街道計畫。 

     Create or enhance a public plaza in every community，在每個社區興建社區廣

場。社區廣場提供居民休閒空間，也帶動鄰近商家的商機，全市總計 59個社區

看板中都有成立社區廣場的請求。2009年前，已經有 31個社區廣場計畫正在興

建或是規劃中，這些社區廣場主要是由 DOT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尋找低度使用的街道改建。未來 DOT 將會優先為開放空間較為不足的社區興建

社區廣場，在街道改建的過程中，DOT 也會納入鄰近社區提供的意見，為這些

社區打造最適宜的社區廣場。這個子計畫將會持續進行，以每年增加 4個社區廣

場的速度進行，直到每個社區都有一個社區廣場。 

    本政策的最主要目標是提供市民更多公園，讓每個市民在住家步行10分鐘範

圍內都有公園。對於紐約市民而言，公園意味著景觀、健康與休閒。對PLANYC

                                                      

81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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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公園綠地代表著減排、降溫與永續的意涵，因此增加公園綠地對於市民與

市政府是個雙贏的政策。 

 

表 3-13：工業區政策子計畫表 

部門別 政策 標的 子計畫 

土地使用與

住宅部門 

工業區政策：清

潔所有工業區

土地 

讓現有工業區

生產更有效率 

Adopt on-site testing to streamline 

the cleanup process 

Create remediation guidelines for 

New York City cleanups 

Establish a City office to promote 

brownfield planning and 

redevelopment 

讓工業區更乾

淨 

Exp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current 

State BCP (Brownfield Cleanup 

Program, BCP) 

Create a City program to oversee all 

additional cleanups 

Provide incentives to lower costs of 

remediation 

讓更多社區加

入工業區重建 

Encourage the State to release 

community-based redevelopment 

grants 

Provide incentives to participate in 

BOA (Brownfield Opportunity 

Area, BOA) planning 

Launch outreach effort to educate 

communities about brownfield 

redevelopment 

確認仍須清潔

的工廠舊址 

Create a database of historic uses 

across New York City to identify 

potential brownfields 

Limit liability of property owners 

who seek to redevelop brownfields 

資料來源：PLANYC (2007) 

 

    紐約市需要更多的開放空間，現有的工業區用地能變更為公園或是其他開放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7 

 

空間用地。現在紐約市的工業區面積約 7600英畝，相當於 8 個中央公園，變更

這些工業區土地可以減少紐約市的工業污染，也讓這些土地做更有效率的運用。

變更後的工業區用地將納入社區參與的元素，讓鄰近工業區的貧窮社區能依據自

身的需求來有效利用這些工業區用地。清潔並變更工業區用地使紐約市減排，也

使紐約市取得更多公園預定地，是紐約市規劃當局不會輕易忽視的一個政策。 

    Adopt on-site testing to streamline the cleanup process，檢驗工業區汙染程度與

加速工業區清潔。過去檢驗工業區是否有效率的分析方法曠日廢時，現在聯邦環

境保護機構 EP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與紐約市合作試驗

“Triad”82
做為新的檢驗方式減少檢驗過程所需的時間。如果此方法被廣泛運

用，紐約市就能盡速了解市區內工廠的廢棄物排放數目與能源使用效率，藉此制

定相關的工業區政策。 

    Establish a City office to promote brownfield planning and redevelopment，成立

新單位加速工業區的規劃與再開發。市政府將根據本計畫成立一個新單位處理工

業區重劃與再發展的業務。這個單位不只包含政府公務人員，也有規劃專家和公

共參與。該單位將是市政府中社區參與程度最高的單位，也是市政府與社區溝通

的管道，向下協助社區處理複雜的工業區用地變更問題，向上加速工業區變更的

審查進度。 

    Encourage the State to release community-based redevelopment grants，推動州

政府准許以社區為基礎的再發展計畫。本計畫要推動州政府提供工業區周遭的社

區補助。紐約州政府提出 BOA 計畫(Brownfield Opportunity Area program, BOA)

每年提供 800 萬美金的補助給工業區周遭社區，讓這些社區可以有足夠的資金援

助來重新使用這些工業區用地。但是紐約州政府提供的經費卻不足以讓每個社區

都能獲得重整並使用閒置工業區用地的補助，只有半數的社區可以獲得補助。紐

約市政府希望透過這個子計畫協助社區可以盡速收到足夠的重建工業區補助款。 

     Provide incentives to participate in Brownfields Opportunity Area (BOA) 

planning，補助工業區再開發者參與BOA計畫。少數工業區用地的所有人與規劃

者願意與社區合作，制訂相關的使用計畫。以社區為主要觀點的工業區重新開發

需要社區的參與，這樣工業區的重新開發才能滿足土地所有人與鄰近社區的需

求。工業區土地所有人通常認為社區參與會延誤開發時程，紐約市政府會建議紐

約州政府提供BOA計劃更多的財源支持，讓社區民眾在重新發展工業區用地時

更有影響力，使工業區的地主或是規劃者在擬定工業區的再開發計畫時能考量社

區居民的利益。 

                                                      

82
 讓工廠採樣、實驗室數據、分析成果三者所消耗時間更少的檢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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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nch outreach effort to educate communities about brownfield 

redevelopment，開始教育社區居民關於工業區再開發知識的相關課程。本計畫是

公民教育的一環，紐約市政府要教育社區居民、私人開發者與相關市政單位有關

工業區重新發展的相關知識，並提供技術上的協助。工業區土地變更與重新開發

是相當複雜的一件事，不只是參與人士複雜，環保人士、地主、規劃者、律師、

州政府等相關人士或單位，且經費龐大。PLANYC計劃透過資訊、技術公開與必

要的訓練協助觀念較為落後的開發者與社區居民可以更有效率的參與規劃與開

發。 

    Create a database of historic uses across New York City to identify potential 

brownfields，PLANYC會建立一個工業區的歷史用途資料庫。本資料庫可提供開

發者該土地可能潛藏的污染，在這資料庫中，市政府也會納入社區每年提出的需

求。工業區土地的擁有者或開發者重新發展工業區土地時，可以根據本資料庫的

資訊做出對自身與對社區最有利的決定。 

    許多都市的減排計畫有變更工業區或工業區再開發，但只有 PLANYC 的工

業區再開發政策納入社區參與，協助工業區周遭社區加入工業區再開發的擬訂與

審議程序。紐約市工業區用地的周遭大多是貧窮社區，這些社區並未從工業區得

到應得的利益，反而天天面對工業區產生的污染，PLANYC 根據環境的社會正

義，讓這些社區參與工業區變更與再發展的過程，讓這些社區在工業區再開發時

可以得到應有的利益。 

    PLANYC 的土地使用部門主要是尋找平民住宅、開放空間用地與工業區的

變更與再利用。在建築物政策方面，紐約市政府極力尋找空地或低度使用地興建

平民住宅，也有編列相關預算。在增加開放空間政策方面，紐約市政府沒有制訂

相關財務計畫，因此部分公園不能如期完工，原先預估在 2011 年完工的

Dreier-Offerman公園因缺乏 1300萬美元的經費而將完工期間推遲至 2015年。 

在工業區政策方面，紐約市延用既有計畫，如果市政府無法編列預算補助社區參

與工業區再開發，加強社區影響力。將來這些鄰近待開發工業區的貧窮社區在參

與工業區重建時難以影響開發者，環境不正義可能在紐約市持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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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交通運輸部門 

    紐約市的都市規劃各部門中，交通運輸部門有很大的減排潛能。紐約市永續

長程規劃辦公室認為要從交通運輸部門是達到 PLANYC 目標的最巨大單一障礙
83
。交通運輸部門是 PLANYC 的重點減排部門，交通運輸部門的碳排約占紐約市

總碳排的 20%，居於紐約市各部門碳排的第二位。未來紐約市的人口增加，紐約

市政府預估每天有 12小時是交通的尖峰時間，因此增加交通效率是 PLANYC 的

重點項目。 

    交通運輸部門有 2個政策面向、6個標的、16個子計畫。2個政策面向方別

是：避免交通阻塞、加強政府效率。以上兩個政策都是要鼓勵市民多搭乘大眾運

輸，讓交通更順暢，減少因交通堵塞而產生無謂的碳排。詳細的子計畫表請見下

表 3-14、3-15。 

 

表 3-14：減少交通阻塞政策子計畫表 

部門別 政策 標的 子計畫 

交通運輸部

門 

避免交通阻塞 增建交通建設 Increase capacity on key congested 

routes 

Provide new commuter rail access to 

Manhattan 

Expand transit access to underserved 

areas 

加強既有交通

服務 

Improve and expand bus service 

Improve local commuter rail service 

Improve access to existing transit 

Address congested areas around the city 

促進永續交通

模式 

Expand ferry service 

Promote cycling 

減少交通阻塞 Pilot congestion pricing 

Manage roads more efficiently 

Strengthen enforcement of traffic 

violations 

Facilitate freight movements 

資料來源：PLANYC (2007) 

                                                      

83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7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0 

 

    紐約市居民的通勤時間可說是全美最長
84
，皇后區、Staten Island、布朗克斯

與布魯克林位居全美通勤時間的前四名，每年因交通阻塞浪費了 1300億美金。

2030年時，紐約市將較 2007年增加百萬人口，每日通勤人口也會增加 75萬，

避免交通阻塞政策可透過鼓勵大眾運輸的使用與增加道路使用效率達成，興建與

改進大眾運輸系統能鼓勵市民使用大眾運輸系統；經由增加道路的使用效率，減

少道路的堵塞情形，減少無謂的時間、金錢與能源消耗。 

     Increase capacity on key congested routes，增加交通瓶頸點地區的大眾運輸系

統運量。紐約市要在五大交通瓶頸點建設新的交通設施，這五個交通設施分別為： 

  1.Second Avenue Subway：如果本地鐵能完成，將紓解曼哈頓東北方進城的人

潮與車潮。 

  2.Third track on the Long Island Rail Road (LIRR) Main Line：這項措               

施能增加 LIRR 的運量，現在每天有 27 萬人需要搭乘 LIRR 通勤，未來將有

更多人利用這條地鐵線通勤。 

  3.Access to the Region’s Core (ARC)：這項計畫要再打通一條哈德                  

森隧道，本建設的服務對象是紐澤西州的居民。 

  4.Moynihan Station Project，本計畫是服務進入西曼哈頓的紐澤西州居民，這

些居民搭乘地鐵進城時，就能在本車站轉乘其他線的地鐵。 

  5.Express Bus Lane：搭乘公車進城的紐澤西州居民較搭乘地鐵進城多，為了

增加紐約市公車服務的範圍，因此設置新的公車路線。 

    要完成以上計畫，需要大筆的經費支持，但是紐約市的自籌款以及聯邦的補

助款也彌補不了經費的缺口，因此以上幾項交通建設恐怕難以全數完成。 

    Provide new commuter rail access to Manhattan，新建進入曼哈頓的地下鐵系

統。紐約市的大眾運輸使用率遠較亞洲與西歐低
85
，紐約市政府要讓大眾運輸更

便利，吸引民眾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對於許多紐約市民而言，地鐵仍然不夠方便，

因為服務路線不夠充足，許多通勤人士需要大老遠到市中心轉車，有些社區仍然

沒有地鐵服務。 

    紐約市利用East Side Access、Metro North service to Penn Station、Lower 

Manhattan Rail Link服務皇后區與布朗克斯區的居民。居住在紐約市皇后區的居

                                                      

84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78. 

85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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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則可以利用Lower Manhattan Rail Link進行通勤，以上三條地鐵可以形成紐約

市的環狀線，讓往來於曼哈頓、布朗克斯與皇后區的旅客減少旅程時間。 

    Expand transit access to underserved areas，拓展大眾運輸系統至低度開發地

區。這個計畫提供新發展與急速發展地區大眾運輸系統，以下本計畫未來將提供

的交通建設： 

  1.Staten Island North Shore Alignment：長5.1英里，由廢棄鐵道改建而成，服

務Staten Island北部的居民。 

  2.10th Avenue Subway Station：本站是服務往返曼哈頓西部 West 41st    

Street街區的民眾。 

  3.Nassau County Hub：本計畫連結LIRR與Mineola、Hempstead與 Garden   

City地區，提供地區性質的大眾運輸服務。 

    在發展中地區興建大眾運輸，可以減少當地居民使用私人運具的次數。但是

興建大眾運輸應有整體計畫，利用大眾運輸完成 TOD 政策。沒有整體發展計畫

會造成都市蔓延，如此一來大眾運輸建設趕不上開發速度，造成無謂的財政負擔

與更高的私人運具使用率。 

   Improve and expand bus service，提升公車效率，拓展公車服務範圍。2002~2006

年間，紐約市內公車的平均時速減少了 4%86
。雖然紐約市公車擁擠、速度緩慢，

但公車行駛路線的彈性遠大於地鐵，且公車運輸的費用也遠低於地鐵，因此公車

是紐約市內大眾運輸重要的一環。 

    要提升公車服務效率的重點在於公車速度與可靠性，未來紐約市會增加公車

路線並設置公車優先的道路。除此之外，紐約市也要採用BRT (Bus Rapid Transit, 

BRT)策略，增加公車的路線、減少公車停靠並採用各種節省時間的技術。當這

套系統使用之後，可以提升公車的速度、可靠性與效率。 

    Improve local commuter rail service，興建地區性的輕軌系統。本計畫會增加

地鐵Metro-North、LIRR線的服務。這兩線的33個車站中，有15個車站在尖峰時

段的服務品質比郊區的地鐵車站低。市政府希望以公車與地鐵結合、新建East 

Side Access地鐵線，並且讓MTA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繼

續規劃更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 

    Improve access to existing transit，增加現有地鐵與公車路線的使用率。現在

                                                      

86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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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紐約的大眾運輸系統有三大難題：一、紐約地鐵站的人行道過於擁擠；二、

紐約市民必須在高架的地鐵線軌道下等公車；三、公車站牌周遭沒有良好的人行

步道系統。 

    紐約市會優先改善人行空間最不足的 24 個車站內部之人行徒步空間，這些

改善工程將在 2019年全部完工。在地鐵軌道下等公車的紐約市民必須到馬路中

查看公車抵達與否，紐約市政府會在這些地方興建 42個公車停等區，讓市民上

下公車更加方便。紐約市每年會在 15處公車站牌興建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公

車停靠區以及其他安全措施讓市民能安心且舒適地上下車。 

    Address congested areas around the city，進行紐約市交通瓶頸點的研究。以布

魯克林的 Church Avenue為例，這邊的路邊停車相當嚴重，使公車速度緩慢，進

而造成不耐久候公車的市民開車進入，導致 Church Avenue地區的交通越來越擁

塞，紐約市也列出幾個主要的交通瓶頸點，Fordham Road、White Plains Road、

Nostrand Avenue等地區都是主要的交通瓶頸點。 

    紐約市要針對這些交通瓶頸點擬訂解決方案，市政府會在未來兩年持續分析

以上交通瓶頸點的交通狀況，分析完成後再針對不同瓶頸點的特性擬訂最適宜的

解決方案。這些方案包含增加公車班次、鼓勵步行或騎乘單車、改變道路設計、

修改停車法規、修改交通號誌程式等方式減少交通堵塞。解決交通堵塞可增加空

氣品質、減少能源消耗、加強能源使用效率。以上計畫是較為傳統的改善交通方

法，以下幾個子計畫比較偏於永續交通模式。 

     Expand ferry service，擴大渡輪服務。紐約市的河岸有越來越多社區，例如：

Williamsburg、Greenpoint社區。紐約市仍然有 60 英里的河岸地區正在開發成新

社區，但是這些社區缺乏可以讓他們能永續成長的運輸工具，對社區居民而言，

地鐵和公車相當不便，因此紐約市政府計劃水上運輸工具協助這些居民通勤。 

    紐約市計劃以渡輪及水上計程車解決水岸居民的交通問題，紐約市的渡輪系

統初步透過東河連結曼哈頓、皇后區與布魯克林區，第二步則是構建南皇后區、

南 Staten Island與布朗克斯之間的航線。紐約市政府也設法增加渡輪的運輸效

率，渡輪可以和公車結合，紐約市規劃部門商請 MTA 合作規劃公車上渡輪的可

能性，紐約市政府也和渡輪公司商討付費方式，讓紐約市民能一卡多用。渡輪增

加紐約市大眾運輸的彈性，紐約市的陸地交通因故中斷時，渡輪也可充做緊急用

途。 

    Promote cycling，鼓勵騎乘腳踏車。許多國內外都市鼓勵市民騎乘腳踏車，

美國的波特蘭
87
、西雅圖

88
以完善的腳踏車道著稱，丹麥哥本哈根市民利用腳踏車

                                                      

87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ICLEI). (2007). U.S. Mayors’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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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的比率更是全球第一，達到 36%。
89
跟其他都市相較之下，紐約市仍有相當

大的進步空間，現在紐約市的通勤人口只有 1%利用腳踏車。 

    紐約市以巴黎市為範本，期望腳踏車使用率與巴黎市相當。PLANYC 計劃

在 2030年前興建 1,800英里長的腳踏車道，其中 504英里是腳踏車專用道，1,296

英里則是與其他車輛共用道路， 2009年時將會完成第一階段約 200英里的腳踏

車道。除了興建腳踏車道外，腳踏車騎士也需要安全的停車空間，DOT 在 2009

年完成 1200處位於街道上的停車位，未來每個社區都有腳踏車停車位。以下四

個計畫讓道路車流更順暢，減少交通時間的浪費。 

    Pilot congestion pricing，收取交通擁擠費。利用以價制量，減少市民開車進

城的動機。每天有 2百萬人進曼哈頓區上班，因此該區道路在尖峰時間總是擠滿

公車、私人轎車、計程車與行人，未來將有更多通勤人口會進入曼哈頓區，擁擠

的曼哈頓不只造成大量的空氣汙染，也讓紐約市每年因交通阻塞損失 1300億美

金。 

    收取交通擁擠費的政策受到許多批評，Michael Kogut90認為該政策侵犯到私

人財產權，政府不應管制私人車輛的使用；增加鄰近曼哈頓區的停車位負擔、市

民會開車到曼哈頓周遭再轉乘大眾運輸系統進入曼哈頓區；造成不公平的現象，

富人有能力開車進城，但窮人只能搭車進城。收取交通擁擠費的同時提高曼哈頓

區的停車代價，增加紐約市周遭的橋樑隧道通行費，可以減少收取交通擁擠費的

反對聲浪與進入紐約市的車輛。 

    不只倫敦市、斯德哥爾摩市、新加坡市有交通擁擠費，美國運輸部也鼓勵各

地方政府利用市場機制減少私人車輛進城。收取交通擁擠稅可增加公車速度、道

路使用效率、減少空氣汙染、減排，卻不會對經濟有負面影響，交通擁擠費的收

入可用於興建或改善交通建設。收取交通擁擠費需要市政府與州政府合作，州政

府允許都市收交通擁擠費，並立法做為政策依據。下段是進城費的施行細節。 

   紐約市政府計劃在上班日的早上六點到晚上六點向進出曼哈頓區的車輛收取

交通擁擠費。除了救護車、殘障人士用車、計程車、廣播宣傳車外，每輛汽車收

8 每元，每輛卡車收 21每元的交通擁擠費。車籍在曼哈頓區或擁有 MTA、Port 

Authority 通行證的車輛只收取一半的費用，但這些申請通行證時要先繳交一筆

                                                                                                                                                 

Protection Agreement, Oakland: ICLEI, P10. 
88
廖桂賢(2009)，「好城市，怎樣都要住下來!: 讓你健康有魅力的城市設計」，台北：野人文化。 

 

89
  http://www.c40cities.org/bestpractices/transport/copenhagen_bicycles.jsp 

90 http://works.bepress.com/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1&context=michael_kog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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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交通擁擠費並不包含曼哈頓區內的停車與拖吊費用，沒有通行證但在管制

時間內進出曼哈頓的車輛必須在兩天內繳交交通擁擠費。 

    根據紐約市政府估算，收取交通擁擠費後，曼哈頓區的交通時間可減少

6.3%，行車速度可增加 7.2%91
。紐約市其他行政區的交通堵塞也會減緩，因為從

布魯克林與長島到曼哈頓的旅次分別是該區總旅次的 43%和 57%，對於在曼哈

頓區中往來奔波工作的人士而言，交通擁擠費可以減少他們的旅程時間，也增加

他們的工作效率，收入的增加能完全彌補交通擁擠費的損失。 

    每年交通擁擠費的收入估計有 8億美元，紐約市政府提撥一半金額做為交通

建設基金，興建大眾運輸與社區停車位。只有大約有 1.4%的市民因交通擁擠費

的因素不進入曼哈頓區，因交通擁擠費而改變目的地的車潮也會帶動紐約市其他

區域的發展。最重要的是，交通擁擠費對於經濟是不會有負面影響的。 

    Manage roads more efficiently，增加道路的使用效率。首先是擴展“Muni 

meters”制度的使用範圍，這是個有異於以往的停車制度，每個 Muni meters可以

取代六個傳統停車格，停車位的使用效率更高，減少市民長時間停車。改變的結

果讓市民更容易找到車位，減少併排停車與找不到車位的困擾， 2011年時將在

每個商業區設置 Muni meters92。 

    另一個改善方式是升級交通管理系統，現行系統無法有效利用交通號誌，也

不能通知駕駛交通擁擠路段。紐約市政府首先會採用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TS)，提醒快速道路上的駕駛人何處交通壅塞，ITS 將會

在 2012年時裝設在全紐約市的快速道路。2009年，市政府會設立統一交通號誌

的管制中心，管制全市 70%的號誌，這個管制中心不只讓道路更有效率，也能利

用交通號誌讓道路做緊急救護使用。 

    Strengthen enforcement of traffic violations，加強取締交通違規。駕駛人違規

往往是導致道路壅塞的情狀更為嚴重，為了保障大多數安份守法的駕駛不受少數

違規駕駛人的影響，紐約市政府會加強取締違規駕駛人。紐約市將在各行政區增

加TEA (traffic enforcement agents, TEA)的人數，這些人的工作範圍不只是收停車

費，還能指揮交通，取締違規停車，維持商業區建築物周遭的道路車流。紐約人

搶黃燈的駕駛習慣導致交通壅塞並增加車禍次數，紐約市會在十字路口裝置活動

                                                      

91
 Mayor’s Office of Long-Term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 (2010). PLANYC Progress report 2010, 

New York: Mayor’s Office Long-Term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 P90 

92 A driver parks his car, pays at the Muni Meter (using coins or prepaid parking cards), and takes a 
receipt provided by the Meter. He then displays that receipt on his vehicle's dashboard. The system 
reduces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 meter devices required,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parking spots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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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攝影機取締搶黃燈與超速的車輛，讓道路能更通暢更安全。 

     Facilitate freight movements，增加貨車上下貨速率。紐約市位於甘迺迪機場

附近，許多貨車往來於機場與市區。紐約市劃訂貨車使用道路，規劃貨車卸貨區，

讓貨車有足夠空間上下貨，減少貨車在上下貨時占用道路空間，造成交通堵塞。

紐約市考量設置HOTT (High-Occupancy Truck Toll, HOTT) 路線的可能性，卡車

必須付費使用HOTT道路，紐約有些快速道路因卡車行駛造成交通堵塞，紐約市

正尋求紐約州交通局的支援，計畫在以下四條快速道路：Cross-Bronx 

Expressway、The Staten Island Expressway、The Van Wyck和The Brooklyn-Queens 

Expressway收取卡車的通行費。 

    紐約市的避免交通阻塞政策，大多是減少通勤市民開車上班的動機，利用方

便的大眾運輸與自行車道系統搭配以價制量的方式，減少進出曼哈頓區的車輛。 

 

表 3-15：增加政府效率政策子計畫表 

部門別 政策 標的 子計畫 

交通運輸部

門 

提升公部門效

率 

良好的維護體

系 

Close the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s state of good repair gap 

Reach a state of good repair on the 

city’s roads and bridges 

尋找財政支援 Establish a new regional transit 

financing authority 

資料來源：PLANYC (2007) 

     

    市政府除了增加道路網絡的效率，也會加速公部門的行政效率，提供道路優

良的服務品質。 

    Establish a new regional transit financing authority，成立專責管理交通部門財

務的新單位。紐約市交通建設需要大筆預算，為了有效利用資金，紐約市要成立

一個位於市府轄下的預算管理單位 SMART (Sustainable Mobility and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SMART) Financing Authority。SMART 可利用紐約市交通部門的

收入，補助相關的大眾運輸建設費用與交通改善政策。  

    SMART的資金來自三個部份的挹注：一、市政府與州政府，2008年市政府

提撥2.2億美元作為SMART基金，2012年將會提撥2.75億美元作為基金，2012年

後的資金挹注將視市府的稅收而定。州政府在經過立法程序後，每年也可挹注一

定的資金到SMART基金；二、交通擁擠費，在開徵交通擁擠費的首年，交通擁

擠費收入預估是3.8億美金， 2030年時，每年的交通擁擠費收入預估是9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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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交通建設完成後的收入。 

    紐約市的交通運輸部門在 2030年時的碳排將較 2005年減少 610萬噸，約總

減排量的 12.5%，位居各減排部門第二名。但交通建設所需的經費龐大，PLANYC

計畫中未提到州政府與聯邦政府實質協助。2009 年時，資金的缺乏已經影響了

1/3 的計畫實施，計畫中或施工中的大眾運輸系統是否能順利完工仍是未定數，

因此 610萬噸的減量有可能會往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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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小結 

    紐約市在 PLANYC 擬訂前先成立 NPCC（New York City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NPCC）進行氣候變遷與紐約的現況調查，NPCC也出版相關報告闡述氣

候變遷威脅紐約的相關證據，這在其他都市的減排計畫中前所未見。PLANYC

計畫所涵蓋的範圍相當全面，從土地使用、交通運輸到公民教育，但仍缺乏一些

部門，例如能源與廢棄物部門、哥本哈根、雪梨市正致力從廢棄物處理與資源回

收尋求減排，西雅圖市採用水力發電達到減排，紐約市在減排內容的完整性仍有

一些改善空間。PLANYC 提出了 127 個子計畫，但是紐約市政府沒有提出適當

地替選方案，如果子計畫因故不能進行，計畫只能停擺，沒辦法就事先擬訂的替

選方案進行改善。2009年的統計中，有 35項子計畫受到阻礙，7 項子計劃被取

消
93
，紐約市應該評估未來執行困難的子計畫，並為執行困難的子計畫預先擬訂

變更方案或替選方案。 

    PLANYC 的公民參與可見於計畫的擬訂與實施，PLANYC 在計畫擬訂時開

放公民提出意見並將這些意見轉換成計畫內容。工業區政策實施後，紐約市政府

根據紐約市憲章要求工業區的開發者要舉辦公聽會，聆聽工業區再開發案用地周

遭社區居民的意見，並依據以上意見修改規劃案，紐約市政府也提供社區居民足

夠談判籌碼，讓社區居民在協議過程中不居於劣勢。公民參與讓工業區土地未來

的公共設施面積、公共設施配置與都市設計能滿足開發者與社區居民的需求，並

減少環境不正義的情況產生。 

    土地使用部門方面，PLANYC 計劃於河岸邊興建平價住宅，但根據紐約市

NPCC的研究， 2050年時，紐約市周圍的海平面將會上漲 140 公分
94
，風暴程

度也會加強，屆時住在水岸的居民將會遭受的比今日更嚴重的氣候變遷威脅，

PLANYC 的氣候變遷部門只協助現在的社區制定調適計畫，但紐約市未來會在

水岸興建平價住宅，PLANYC 也應該為這些新居民量身打造專屬的防災計畫，

因為他們面臨的氣候變遷威脅較其他市民嚴重。 

  未來紐約市將引進 90~100萬的人口，如果這些人口沒有完善的安置計畫，

許多人口將會遷移至郊區，形成都市蔓延。都市蔓延會增加政府興建公共設施的

財政負擔，維持維生系統與居民通勤也會增加能源的消耗，因此紐約市政府採取

TOD 與興建平價住宅避免都市蔓延，減少能源浪費。土地的混合使用能讓市區

土地的使用效率更高，也減少市民通勤旅次，美國密爾瓦基市、澳洲新堡市等都

                                                      

93
 Mayor’s Office of Long-Term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 (2009). PLANYC Progress report 2009, 

New York: Mayor’s Office Long-Term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 P9,P12,P15. 

94
 New York city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NPCC) (2009). Climate Risk Information, New York: 

Mayor’s Office Long-Term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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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都有採取相關計畫，如果紐約市採取土地混合使用，將減少部分交通運輸的碳

排。土地使用部門包含土地與建築物，紐約市的土地使用部門大多是提供開放空

間與平價住宅建築用地，建築物的減排將在下一章說明。 

    PLANYC 的交通運輸部門規模龐大，要克服收取交通擁擠費的難題，還要

管理紐約市的各種工具，如此龐大的管轄範圍是其他都市減排計畫所缺乏的。交

通運輸部門制定鼓勵市民使用大眾運輸的子計畫，包含新建大眾運輸系統、鼓勵

使用腳踏車、抑止市民開車進城的動機…等。新建大眾運輸需要大量的經費，紐

約市成立一個新部門：SMART，管理新建大眾運輸系統的經費，PLANYC 也列

出了每項子計畫所需費用，但並未詳細列出每年的預算表，這將使市議會難以通

過交通運輸部門提出的預算表。2009 年時活動路口攝影機、LIRR、ITS 等計劃

已經因預算不足而進度遲緩，未來預算不足的情況可能會更嚴重，許多計畫的進

度可能受到延誤。 

    PLANYC 以交通擁擠費抑止市民開車進城，但 PLANYC 的計畫書中只有交

通擁擠費的施行措施與施行優點，沒有詳細的影響評估。當大眾運輸系統無法負

擔更多通勤人口時，收取交通擁擠費將會導致大眾運輸系統更擁擠，服務水準更

差，也會被視為服務富人的歧視政策。紐約市計劃開通第二條哈德遜河隧道做為

車輛使用，此建設會鼓勵紐澤西的居民開車進入曼哈頓區，與抑止市民開車進城

的理念矛盾，這是 PLANYC 規劃單位須仔細評估的。 

    紐約市政府希望改變市民通勤模式減少私人車輛的使用，首先是鼓勵騎乘腳

踏車，但紐約市只有擴充腳踏車道是不夠的，哥本哈根市除了有完整的腳踏車道

外，也利用號誌燈分隔腳踏車與汽車，並修法給與腳踏車足夠的路權。巴黎市提

供免費且大量的自行車供市民騎乘。紐約市未來除了擴充自行車道外，仍須增加

腳踏車的停車空間，推動維護腳踏車騎乘安全的措施與修法，市中心增加自行車

租借站等政策鼓勵民眾利用腳踏車通勤。 

    鼓勵市民搭乘大眾運輸系統，除了增加大眾運輸系統效率、增加地鐵及公車

路網是不夠的。紐約市政府應改善地鐵站周遭的人行步道空間，聖地牙哥市、舊

金山市、亞特蘭大市都透過改善地鐵站周遭的人行步道提升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

率。紐約市可用容積獎勵讓土地開發人無償提供開放空間作步道使用，也可減少

郊區的地鐵站周遭的道路路幅作為人行道興建之用。 

  PLANYC 利用抑止都市蔓延與減少交通部門的排放，預計 2030年的碳排較

2005年減少 2170萬噸，如果紐約市達成這個目標，將是都市減排的優良示範，

可提供許多都市做為參考。下一章提到水資源、能源部門、空氣品質、氣候變遷

部門，其中水資源、空氣品質與氣候變遷部門是其他都市的減排計畫中較少出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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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PLANYC 在其他部門的修正 

第一節、水資源部門 

    PLANYC 包含六大部門，第三章說明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部門，本章將延

續第三章的架構，繼續說明 PLANYC 在水資源部門、能源部門、空氣品質與氣

候變遷四個部門的減排計畫。 

    水資源部門分成兩個政策，政策一是提升水質，PLANYC 將要降低河川污

染程度，讓紐約市民可以更大幅度的使用紐約的水岸空間，另一項目標則是減少

洪水對紐約市的衝擊。政策二是改善供水網絡，本政策要讓紐約市的供水網絡更

加有效率，也要減少輸水過程中的水資源耗費。 

    能源部門只有一個政策，本政策要提升紐約市各部門的能源使用效率、並提

供清潔且可靠的能源供紐約市民使用。空氣品質部門也只有一個政策，要減少各

部門的廢氣排放，提升紐約市的空氣品質，讓紐約市擁有全美各大城市最優良的

空氣品質。氣候變遷部門只有一個政策，說明 PLANYC 的目標，簡述 PLANYC

各部門的政策與計畫。 

 

表 4-1：提升水質政策子計畫表 

部門別  政策 標的 子計畫 

水資源部門 提升水質 持續更新相關設

施 

Develop and implement Long-Tern 

Control Plans 

Expand wet weather capacity at 

treatment plants 

減少洪水衝擊 Increase use of HLSS (High Level 

Storm Sewers, HLSS) 

Capture the benefits of our open 

space plan 

Expand the Bluebelt program 

擴展、分析、建立

新的 BMPs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BMP) 

Form an interagency BMP Task 

Force 

Pilot promising BMPs 

Require greening of parking lots 

Provide incentives for green roofs 

Protect wetlands 

資料來源：PLANYC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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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紐約市將水資源視為工業生產的一部分，而非水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

大肆污染紐約市周遭的哈德遜河與東河。現在紐約市的工業沒落，PLANYC 希

望藉由水資源部門的子計畫，讓紐約市的水岸空間能再次成為紐約市民生活與休

閒娛樂的一部份。 

    提升水質的子計劃目標是讓紐約市周遭 90%的水路能供市民使用，紐約市是

全球數一數二的水岸都市，擁有 60英里長的水岸，紐約市不只要讓市民使用 60

英里的水岸與河川，更要增加紐約市的 CSO (Combined Sewer Overflows, CSO)

捕捉率，從 70%提升到 90%，減少洪水造成的威脅，維護紐約市民的安全。 

    Develop and implement Long-Tern Control Plans，發展紐約市改善水質的長程

計畫。未來幾個月紐約市會向州議會提出水質改善計畫。本計畫除了污水處理

外，也包含防洪的計畫，讓更多都市的降雨能順利排到下水道。未來預計有 75%

的降雨經由污水下水道排洪。 

    Expand wet weather capacity at treatment plants，增加雨水下水道的排放量。

實施此計畫後，紐約市的污水下水道每天最多能額外處理 1.85 億加侖的雨水，

減少地表的雨水逕流。 

    Capture the benefits of our open space plan，透過開放空間捕捉雨水。綠地暫

存雨水的效率相當高，根據DPR (City’s Department of Parks & Recreation, DPR)

的統計，紐約市的行道樹每年能吸收8.7億加侖的雨水。未來25年，紐約市政府

會擬訂40個綠色空間計畫，預計會增加75英畝的綠色街道，每年可以額外吸收4

億加侖的雨水。除了在街道植樹，紐約市會在全市額外種植100萬棵樹協助蓄洪

與淨化空氣。 

    Expand the Bluebelt program，拓展藍色腰帶系統。Bluebelt System是利用一

系列的蓄洪池，暫存洪水，減少洪水造成的危害。今日Staten Island上的Bluebelt 

System占地廣達1萬英畝，總共為紐約市政府減少了8000萬美元的下水道興建預

算，並且維護Staten Island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未來紐約市計畫在Borough、South 

Beach、New Creek與Oakwood Beach地區增加4000英畝的Bluebelt System。 

      Require greening of parking lots，綠化停車位。現代的都市地表覆蓋著一層

水泥，雨水難以由泥土吸收，導致雨水只能在都市地表形成逕流。為了減少政府

花費，增加計畫彈性，綠化停車位由公部門與私部門共同合作。使土壤可以吸收

地表的雨水，減少都市的地面逕流與雨水下水道的負擔。綠色停車格將會為紐約

帶來 18,000平方呎的植被面積，不只防洪也能淨化空氣。 

      Provide incentives for green roofs，補助綠屋頂。綠屋頂就是在各建築物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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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花草樹木，讓這些植物儲存降雨、改善空氣品質、協助都市散熱。根據

PLANYC 的統計
95
，一個 40 平方英尺的綠屋頂每年可吸收 810加侖的降雨，綠

屋頂可以減少暴雨的危害，也能減少使用空調產生的碳排，除了節省能源外，綠

屋頂也能協助雨水再利用，透過 blackwater與 greywater兩種雨水收集與再利用

系統，綠屋頂能讓吸收的雨水再利用。紐約市首先計畫花費 130萬美元在幾個商

業與住宅大樓實驗性的設置綠屋頂相關裝置並評估其效用，紐約市政府在 2007

年開始提供裝設綠屋頂的建築物減稅優惠。     

Protect wetlands，保護濕地。濕地有蓄存洪水、提升都市水資源水質、野生

動物棲息地與提供土壤肥料等許多優點，但紐約市在上個世紀減少了 86%的濕地

面積。2005年，彭博市長簽署 Local Law 83保護現有的濕地，除了簽署法案之

外，PLANYC 仍會努力從聯邦法與紐約州法尋找保護濕地的相關條文，這將是

紐約市保護濕地的第一步。 

本政策除了減排外，有更多關於調適的部分。一般降雨或暴雨帶來龐大的

地面逕流，都市可以透過人工或天然的方法排出雨水地面逕流。紐約市採用兩者

兼具的方法減少暴雨造成的威脅，除了人工開挖蓄洪池外，紐約市也增加植披面

積，利用綠色植物協助人造建築蓄洪。濕地也是蓄洪的自然方法之一，雖然紐約

市在上個世紀減少了許多濕地，但 PLANYC 只提到以立法保護現有濕地，並沒

有提到其他保護現有濕地的方案，也未提及增加濕地的相關計畫。紐約市有 60

英里長的水岸，應該利用這些水岸建立濕地，儲存紐約市的降雨與周遭河川帶來

的洪水。 

 

表 4-2：供水網絡子計畫表 

部門別  政策 標的 子計畫 

水資源部門 增加供水系

統效率 

確保飲用水品質 Continue the Watershed Protection 

Program 

Construct an ultraviolet disinfection 

plant for the Catskill and Delaware 

systems 

Build the Croton Filtration Plant 

減少輸水系統的

損耗 

Launch a major new water 

conservation effort 

Maximize existing facilities 

                                                      

95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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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e new water sources 

輸水系統現代化 Complete Water Tunnel No. 3 

Complete a backup tunnel to Staten 

Island 

Accelerate upgrades to water main 

infrastructure 

資料來源：PLANYC (2007) 

 

    供水網絡政策主要是改善紐約市現有的供水管道，提升管道效率並減少在輸

送過程中損失的自來水，紐約市每天會漏失 13.25 萬立方公尺的自來水
96
。本政

策中只有 Launch a major new water conservation effort計畫是關於節約利用水資

源，其他子計畫皆是以提供紐約市民足夠的自來水為目標。 

    Launch a major new water conservation effort，發起新的省水計畫。DEP在

1994 年開始推動節省馬桶用水的計畫，現在 PLANYC 要推動節約清潔用水的計

畫，利用獎金鼓勵市民省水。本計畫預計編列 3400萬美元的獎金發放，目標減

少紐約市 6000萬加侖的用水。 

    水資源部門以調適為主，增加植披與蓄洪池可減少留在都市水泥地表上的雨

量，也能吸收部分極端氣候帶來的洪水，減少市民生命財產的損失。雨水的再利

用與省水獎勵，可以讓市民節省水費，也能減少淨水所產生的碳排。綠色屋頂與

綠色空間也是一舉多得的計畫，可以減少熱島效應的程度、減緩空氣汙染、暫存

過多的降雨或洪水、吸收二氧化碳等優點。水資源部門的減排量雖然不大，但是

本部門的調適意涵是其他都市減排計畫少有的。 

 

 

 

 

 

 

 

 

 

 

 

                                                      

96
 Chadwyck, D.H. (2010)，水工程，「國家地理雜誌 No112」，台北：海峽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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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能源部門 

    PLANYC 將升級能源建設以提供市民更清潔且更可靠的能源。為了維持建

築物內電器的運轉、熱水與暖氣的供應，紐約市民每年花費 134 億美金的電費，

也就是平均每個紐約人每年要繳交 145美元的電費。使用能源的開銷不只龐大，

也會造成全球暖化與空氣汙染，紐約市的碳排 80%來自維持建築物使用的能源消

耗；至於空氣汙染，建築物則要負擔 40%的責任。未來紐約市的經濟將持續發展，

預估到了 2015年，紐約市將會較 2005年增加 460萬公噸
97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為了要減少電費並達到減排，PLANYC 提出了一連串增加能源使用效率的計畫。 

    PLANYC 中，增加能源使用效率的政策被分成三個部分：一、能源使用規

劃，紐約市有八個能源使用規劃的組織，但他們沒有針對紐約市的能源使用特性

進行規劃；二、減少能源需求，1970年代開始，各種便利的電器產品持續問世，

使得紐約市的能源使用量持續上升。紐約市要規劃相關方案減少市民的能源需

求，並提供充足動機鼓勵市民購買節能商品；三、清潔能源的供應，能源消耗增

加的情況不可避免，紐約市計畫在 2015年時可以提供 2000~3000MW(百萬瓦)

的清潔能源，未來紐約市的暖氣與電力來源將仰賴天然氣供應，天然氣是最清潔

的化石燃料，紐約市也會提高電價，讓能源使用更有效率；四、輸電系統現代化，

紐約市會採用更聰明的輸電系統，減少輸電過程中電力的流失。  

 

表 4-3：能源部門子計畫表 

部門別  政策 標的 子計畫 

能源部門 增加能源使

用效率 

能源使用規劃 Establish a New York City Energy 

Planning Board 

減少能源使用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by 

City government 

Strengthen energy and building 

codes for New York City 

Create an energy efficiency 

authority for New York City 

Prioritize five key areas for targeted 

incentives 

Expand peak load management 

Launch an energy awareness and 

                                                      

97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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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campaign 

增加乾淨能源的 

供應 

Facilitate repowering and construct 

power plants and 

dedicated transmission lines 

Expand Clean DG (Clean 

Distributed Generation ,Clean DG) 

Support expansion of natural gas 

infrastructure 

Foster the market for renewable 

energy 

輸電系統現代化 Accelerate reliability improvements 

to the city’s grid 

Facilitate grid repairs through 

improved coordination and joint 

bidding 

Support Con Edison’s efforts to 

modernize the grid 

資料來源：PLANYC (2007) 

 

    如果紐約市不改變能源使用模式，到了 2015年，紐約市將較 2007年增加 3

億美元的電費與 460萬公噸
98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紐約市的能源計畫主要從增加

能源使用效率與增加清潔能源的供應為主。 

    Establish a New York City Energy Planning Board，建立一個統一且有效的能

源使用計畫。現在紐約市沒有整合型的能源使用計畫，只有 PIPES (Plumbing 

Inspection Portable Entry System)與 B-SCAN (Buildings Scan and Capture 

Application Network)統計建築物的能源使用量，且現有的能源使用規劃組織，他

們的策略沒有關於清潔環境的目標，公平電價、減少土地使用衝擊與克服紐約市

特有的挑戰，這些組織也沒有從能源的供給與需求面著手減少能源使用。 

    未來紐約市成立的能源使用計畫會有四大重點：一、全面性的計畫，本計畫

考量紐約市供給與需求的特殊情形，本計畫有環境影響、能源價格與碳排放等內

容；二、減少需求，本計畫會設定紐約市能源使用減量的目標，並提供獎勵鼓勵

市民減少使用能源；三、增加供給，因為經濟發展與人口增加，未來紐約市的能

源使用量將會上升，本計畫要增加清潔能源的供給量，並提供足夠動機讓電廠增

                                                      

98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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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電力供應；；四、計畫結構，為了確保全面性的觀點與技術支援，本計畫將包

含市政府、州政府與公用事業的人員，市政府與州政府的加入確保了公共利益與

環境正義。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by City government，減少公部門建築物能源使用

量。紐約市政府要作減少建築物能源消耗的領頭羊，市政府每年的電費開銷近8

億美金，約占全市電費的6.5%。紐約市政府未來每年將提撥8000萬美元做為施行

節約能源的基金。這筆資金可以讓市政府能系統性管理、查核、協調各建物的能

源使用，並仔細控管電費花費與增設LED路燈。透過各種積極的管理方式，市政

府建築物的碳排與能源使用將在10年後減少35%。 

    Strengthen energy and building codes for New York City，督促建築物管理單位

修改建築法規。為了增加建築物的能源使用效率，紐約市政府在 2007 年評估並

修訂 40 年未修改的建築法規，紐約市會綠化建築法規，這些改變包含補助綠建

築、規範屋頂顏色、建物的能源使用標準、對於氣候變遷的調適、新建物要採用

永續技術、減少新建物的水泥使用量等新規範。 

    未來紐約市的建築法規每三年會重新評估一次，2007~2010年間 PLANYC

也會推動其他法規的修改，例如推動州政府修改建築法規，推動紐約市政府修改

建築物防火法規等。PLANYC 將持續推動修改建築相關法規，制定更先進的建

築物能源使用效率規範。 

    本計畫已有相當的效果，至 2009年 12月為止，紐約市議會通過四項與建物

能源使用相關的法案。四項法案分別是： 

1. Int. No.564-A：規範紐約市現有建築物的能源使用效率。 

2. Int. No.476-A：大型建築物所有人必須製作能源使用清單供承租人參考。 

3. Int. No.973-A：大型商業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超過五萬平方英呎)必須更新照

明系統。 

4. Int. No.967-A：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超過一萬平方英呎，建物所有人要建立有

能源使用審查制度，並提出增加能源使用效率計畫。 

    Create an energy efficiency authority for New York City，成立管理紐約市能源

使用效率的機關，紐約州政府轄下有 NYPA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和

NYSERDA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管理能

源使用效率。紐約市未來也將成立管理能源使用效率與需求的機構，該單位經費

來自於紐約市的地方稅。本單位的職權是規劃並持續修正紐約市的能源使用計

畫，並執行該計畫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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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oritize five key areas for targeted incentives，優先選擇五種耗能最大的建築

物類型進行節能措施。這五個類型分別是政府建築物、商業建築物、工業建築物、

大型住宅建築物、新建建築物。PLANYC 將督促既有建築物進行能源使用效率的

升級，並以高效率低耗能的設備更換現有高耗能的電子設備。 

    針對私人部門的建物，市政府將採取要求、鼓勵、激發三種方法督促紐約市

的商業與工業大型建築物的擁有者在 2015年前減少 30%能源使用量。市政府不

只是示範性的減少建築物耗能，未來要向全紐約市民逐步推廣建築物節能。除了

政府推動外，經濟利益也是推動節能的重要動機，節能行動開始五年後省下的電

費將足夠償付購買節能裝置的花費。 

    Expand peak load management，擴展電力負載管理的範圍。夏天來臨，建築

物需要大量電力維持冷氣運轉降低室內溫度，使得夏季成為用電高峰期。此時，

最舊也最不環保的電廠也要加入供電行列，這些燃油的老舊電廠效率較新式電廠

低，但碳排卻高於新電廠，碳排多了 140%
99
，下表 4-4是各類型電廠排碳量。 

 

表 4-4：各類型渦輪碳排表 

發電機類型 每小時排碳量(磅) 

天然氣循環渦輪 950 

天然氣蒸氣渦輪 1,350 

天然氣渦輪 1,700 

燃油蒸氣渦輪 2,150 

天然氣、燃油渦輪 2,250 

資料來源 PLANYC (2007)；作者自行整理 

 

    本計畫從需求著手，採用以下兩種方法，預計可以減少電廠在用電高峰期

25%的負載量。 

1. 裝置智慧型電表：西元 2014年前，紐約市政府會與 Con Edison’s plan100協助

市區中每棟建築裝置智慧型電表，公部門的建物用電量將減少 4%，全市的

用電量將減少 5%。 

2. 使用差別電價制度：紐約州在 2004年開始差別電價制度，PLANYC 未來會

將本制度引進紐約市，利用以價制量的精神減少用電尖峰時期的電力負載。 

                                                      

99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109. 

100
 Con Edison：紐約市的電力供應公司，獨占紐約市的發電與供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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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nch an energy awareness and training campaign，發起能源使用的訓練課

程。本計畫將透過教育、訓練、建立市民信心以增加市民的能源使用效率。一、

教育：透過學校、商學教授、非營利組織進行公民教育；二、PLANYC 將為建

築師、設計師、設計師、建物使用者、電廠人員舉辦一系列講座，教育其提升能

源使用效率的策略。三、透明化：PLANYC 會讓各建物的能源使用數量透明化，

並將能源使用量交由環境部門存檔。最後，本計畫要建立市民對於各個使用能源

效率改善計畫的信心，並且認同這些政策。 

    Facilitate repowering and construct power plants and dedicated transmission 

lines，更換老舊發電機組或新建發電廠。為了穩定供應較為清潔的能源，從2007

年到2015年，紐約市會實施三個增加清潔能源供應的策略。第一、擴大既有電廠

的產能，將既有電廠的發電機組換裝成更先進的機組，本策略預計會增加40%的

發電效率，並減少碳排與空氣汙染；二、建造新電廠，興建新電廠的花費低於更

換老舊發電機組，但是在紐約地區新建發電廠的成本仍高於其他地區；三、市郊

新建發電廠，由紐約市政府主導新建電廠計畫，減少紐約市使用高污染能源的比

率。以上三個計畫不只能保障紐約市清潔能源的供應，也能兼顧電廠周遭社區的

生活環境品質。 

    Expand Clean Distributed Generation (Clean DG)，拓展Clean DG的服務範圍。

紐約市也有一些小型發電廠，這些電廠採用天然氣發電，發電過程中的能源損耗

較少，產生的熱能也可提供鄰近建築物使用。天然氣發電加上電熱共生CHP (Heat 

and Power, CHP)系統，使得這些發電廠的效率較傳統發電廠高了近一倍。
101
但推

廣Clean DG時會遇到市政府繁瑣的審查過程與Con Edison公司的阻撓。未來市政

府會推動Clean DG與Con Edison在技術、財務與輸電系統上的合作， 2030年時

至少能提供8億瓦的供電。 

    在電熱共生的部分，Con Edison公司發現96大街與Hudson 地區的暖氣價格

過高，該區的暖氣可由電熱共生的小電廠提供，紐約市正在推動該區使用電熱共

生的方案。PLANYC希望建築法規能夠增加裝設電熱共生系統的條文，只要建築

物的樓層面積35萬平方呎就須評估裝設電熱共生的技術可能性與經濟效益，這項

法規將讓建物使用者了解電熱共生系統的優點並推廣電熱共生系統。 

    Support expansion of natural gas infrastructure，拓展天然氣的供應線路。新電

廠與Clean DG都用天然氣發電，現在紐約市有80%的電廠與25%102
的建築物使用

                                                      

101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112. 

102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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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做為燃料，這項比例將會越來越高。未來紐約市的天然氣供應將面臨挑

戰，供應天然氣的管線將不足，紐約市現有4條來自於墨西哥灣與加拿大的天然

氣供應管線，每年供應12億立方呎的天然氣，未來人口上升與極端氣候將使得天

然氣的需求大增。PLANYC與紐約市政府將向美國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與其他相

關主管單位爭取擴建天然氣供應管道的許可。 

    Foster the market for renewable energy，透過市場機能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

用。紐約市會獎勵使用可再生能源，並減少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門檻。現今紐約市

有6%的電力來源是紐約州的可再生能源，2008年時市政府向州政府立約採購了

2000萬瓦來自風力發電的電力，未來這個協定將會協助州政府在海邊興建1億瓦

的風力發電廠。 

    另一個可再生能源是太陽能，太陽能發電可說是最具潛力。根據哥倫比亞大

學、紐約州大與NYSERDA的研究，太陽能發電可以提供紐約市60億~150億瓦
103
的

電力。但是太陽能發電的成本仍遠高於採用化石燃料發電的成本，在紐約市各大

樓樓頂裝設太陽能板所費不貲，且工程複雜，裝設成本較紐澤西州高30%。成本

高昂加上工程複雜導致目前紐約市的太陽能發電只有110萬瓦。未來紐約市會採

取下列幾項政策鼓勵私部門採用太陽能發電。 

1. 利用減稅鼓勵市民裝設太陽能面板。紐約市會提供裝設太陽能面板的市民減          

稅優惠。紐約市也提出購買太陽能面板的補助計畫，在補助計畫的前三年，

紐約市民購買太陽能板可以獲得購買價格35%的補助，第四第五年也可獲得

20%的補助。紐約市透過減稅優惠、補助與協助新建示範建築建立起紐約市

太陽能面板地市場規模。 

2. 提升建物風力發電的使用量。紐約市政府採取RFP (request-for-proposals, 

RFP) 

3. 讓太陽能面板業者成立、運作、維持一個太陽能發電小組，市政府會加入此

小組並購買電力供公部門建築使用。 

4. 與州政府合作消除既有障礙。未來太陽能面板能加入供電網絡，並將多餘電

力售予發電廠。 

       除了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甲烷也是一項可再生能源，紐約市每年因廢棄

物與污水處理而產生大量的甲烷，這些甲烷不只增加紐約市的碳排，也會造成安

全上的隱憂。如果利用甲烷發電，大約可產生4.5億瓦的電力，並減少大量的碳

排。紐約市將以下採取幾個步驟增加紐約市內甲烷的發電量： 

                                                      

103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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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市政府會提供甲烷發電的相關技術。市府成立SWMP (Solid Waste 

Management Plan, SWMP)提供市民甲烷發電相關的技術與研究成果。紐約市

也在HuntsPoint社區進行有機廢棄物處理計畫，利用有機廢棄物發電可增加

社區居民工作機會，減少因處理有機廢棄物產生的碳排並販售多餘電力做為

社區經費。 

2.全面消除廢水處理產生之甲烷。廢水處理廠會產生大量的甲烷與二氧化碳，

大約有15%的甲烷會擴散至大氣中，相當於每年溢散16.5萬噸的碳排。2009年

前，市政府會設法捕捉這些甲烷，並將其用於發電。 

3.捕捉並利用垃圾掩埋場產生之沼氣。垃圾掩埋場產生之沼氣是紐約市的碳排     

來源之一，紐約市要採用新技術捕捉沼氣並用於發電，協助紐約在2030年時

達到減排目標。 

    如果紐約市持續採用可再生能源，紐約市能達到減排、確保能源供應安全與

增進空氣品質。 

    Support Con Edison’s efforts to modernize the grid，協助Con Edison公司更換

供電網路。紐約市現有的供電網絡是1920年代設計並安裝的，Con Edison公司未

來要換裝21世紀的供電網路，新網路可以增加供電效率並能因應波動極大的用電

需求。換裝供電網路需要龐大經費，紐約市將會補助Con Edison公司換裝供電網

路。 

    未來紐約市人口增加與經濟發展將導致用電量節節上升，為了維護空氣品

質、滿足用電需求、減少碳排放等目標，紐約市以增加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

供電量與增加建築物用電的使用效率，達到開源節流的目標。如下圖4-1所示，

透過增加能源使用效率與使用清潔或可再生能源，紐約市可以減少2700萬噸碳

排，約占總減排量55%，因此能源部門可說是最重要的減排部門。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0 

 

 

圖4-1：PLANYC減排成果預估圖 

資料來源：PLANYC (2007) 

 

    雖然透過能源部門可以減少大量的碳排，但能源部門中有許多子計畫是公私

部門合作，公部門透過購買示範性設備、提供補助與減稅優惠鼓勵私部門進行減

排。公部門的上述政策需要大筆預算支援，詳細經費請見下表。 

 

表4-5：增加能源使用效率政策經費表 

項目 公部門出資 

(萬美元) 

私部門出資 

(萬美元) 

公部門出資比

率(%) 

私部門出資比

率(%) 

市政府建築採

用省電設備 

40 0 100 0 

州政府與聯邦

興建示範性建

築 

47 0 100 0 

增加商業建築

物能源使用效

率(每棟)
104
 

12 22 35 65 

照明系統改進

(每10000平方

呎) 

0.25 0.45 35 65 

增加住宅能源 2.1 3.9 33 67 

                                                      

104
 建築面積超過 30 萬平方呎即可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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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率(每

戶)
105
 

新建築法規
106
 0 50 0 100 

新建築內的省

電設備 

12.5 62.5 16 84 

省電家具 0.01 0 100 0 

家具用電標準 0 0 0 0 

資料來源：PLANYC (2007)，作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可知裝設節能設備需要一筆龐大的經費，每棟建築至少須編列2.1萬

美元的補助，PLANYC預估紐約市有2萬2千棟建築物
107
將採取節能措施，兩者相

乘，紐約市要發出的補助款高達4.62億美金，相信這對於紐約市政府而言相當龐

大的財政負擔。 

    除了增加能源使用效率，紐約市正推動清潔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發電，這些能

源包含甲烷、天然氣、沼氣、太陽能。根據美國太陽能工業協會(U.S. Solar Energy 

Industry Association)的資料
108
﹐美國太陽能發電的成本為每度電26至35美分，而

甲烷與沼氣發電成本是5-10美分，而與之相對的是天然氣5.25美分，煤炭5.31美

分，在成本的考量下推動清潔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發電有一定的難度。 

 

 

 

 

 

 

 

 

                                                      

105
 建築面積超過 10萬平方呎即可申請補助 

106
 建築面積超過 20萬平方呎即受建築法規管轄 

107 http://www.c40cities.org/news/news-20091216-close-cop.jsp 

108 http://chinese.wsj.com/big5/20070226/fea083740.asp?source=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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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能源部門減排成效表 

部門別 二氧化碳減排成效(萬噸) 減 排 比 例

(%) 2005 2006 2007 2008 

燃料油 523 445 520 509 -2.7 

電力 2,059 1,798 1,811 1,707 -17.1 

石油(已蒸

餾) 

279 236 276 270 -2.7 

天然氣 1,304 1,256 1,367 1,365 4.6 

蒸氣 230 187 195 171 -25.7 

甲烷 29 48 44 44 152 

小計 4,424 3,970 4,213 4066 -8 

資料來源：PLANYC Progress Report (2008)；作者自行整理 

 

雖然增加能源使用效率與改變電力來源所費不貲，但由上表可知在

2005~2008年間能源部門減排比例達到8%，電力使用量大幅減少，成效良好，此

政策不能因財政問題而輕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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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空氣品質部門 

    空氣汙染造成紐約市某些社區的氣喘與呼吸道疾病特別嚴重，紐約市空氣中

的臭氧與懸浮微粒PM (particulate matter, PM)濃度往往因境外污染而過高，使紐

約市的空氣品質無法達到聯邦標準。過去20年來，紐約市為了提升空氣品質遊說

聯邦更新Clean Air Act、購買天然氣公車、建立新的排氣規範。本政策目標是降

低紐約市的空氣汙染，讓紐約市成為全美空氣品質最好的大城市。 

    懸浮微粒的主要來源是大型車輛排放、發電廠、工廠與鍋爐燃燒。懸浮微粒

還會與二氧化硫(SO2)、氮氧化合物(NOX)形成化學變化，使得空氣汙染更為嚴

重。過去7年來，紐約市已減少空氣中40%的懸浮微粒濃度，未來要成為全美空

氣品質最佳的大都市，紐約市還要減少空氣中40%的懸浮微粒濃度。 

    為了減少紐約市的空氣汙染，PLANYC規劃了以下四個策略減少空氣汙染。 

1. 減少道路上運輸工具的空氣汙染物排放：各種空氣汙染物質中，11%的懸浮

微粒、52%的氮氧化合物(NOX)、32%的易揮發有機物質VO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C)109
來自於運輸工具的使用。PLANYC透過增加運輸

工具的能源使用效率、使用更乾淨的能源與減少交通瓶頸點減少空氣汙染。 

2. 減少非道路運輸工具的空氣污染物排放：非道路的運輸工具包含渡輪、飛

機。紐約市未來會與聯邦運輸部、紐澤西州政府、私部門合作，減少非道路

運輸工具的空氣污染物排放。 

3. 減少發電廠與暖氣系統空氣汙染物質的排放：發電廠與暖氣系統是空氣汙染     

物第三大的來源，能源部門已制定更換老舊發電機組的子計畫。空氣品質部

門要以清潔能源作為暖氣系統的燃料。 

4. 與自然環境共存：自然界存在一套污染處理機制，紐約市要植樹加速這套處

理機制。植樹的功用不只在於減緩空氣汙染，還能美化都市景觀與減少碳排。 

 

 

 

 

                                                      

109
http://en.wikipedia.org/wiki/Volatile_organic_comp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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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空氣品質部門子計畫表 

部門別  政策 標的 子計畫 

空氣品質 提升空氣品

質 

減少汽車廢氣 Capture the air quality benefits of 

our transportation plan 

Improve fuel efficiency of private 

cars 

Reduce emissions from taxis, black 

cars, and for-hire vehicles 

Replace, retrofit, and refuel diesel 

trucks 

Decrease school bus emissions 

減少其他交通工

具廢氣 

Retrofit ferries and promote use of 

cleaner fuels 

Seek to partner with the Port 

Authority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Port facilities 

Reduce emissions from 

construction vehicles 

減少建築物廢氣 Capture the air quality benefits of 

our energy plan 

Promote the use of cleaner burning 

heating fuels 

使用自然工法提

升空氣品質 

Capture the benefits of our open 

space plan 

Reforest targeted areas of our 

parkland 

Increase tree plantings on lots 

了解目前的挑戰 Launch collaborative local air 

quality study 

資料來源：PLANYC (2007) 

 

    Capture the air quality benefits of our transportation plan，推廣大眾運輸系統的

使用。解決空氣污染最有效的方法是減少道路上行駛的車輛，雖然大眾運輸系統

的服務範圍越來越大，但私有小汽車旅次占紐約市總旅次的比例仍不變。如果沒

有變革，紐約市的交通狀況將更為惡化，2030年時的每日尖峰時刻將長達 12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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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沿用交通運輸部門中交通擁擠費的計畫，但本計畫推估出實施進城費

後，空氣汙染物的減少量。收取交通擁擠費後，會減少全市 6.3%汽車里程數、

3.7%VOC、2.8%NOX、2.8%CO的排放量。 

    Improve fuel efficiency of private cars，推動私有轎車的能源使用效率與使用

清潔能源。紐約州已修訂其汽車排放法規，該法規內容乃比照加州標準制訂，此

舉可減少紐約市汽車 6%的碳排。紐約市將採取更積極的政策，如：鼓勵購買清

潔且有效率的車子，增加計程車與出租車的使用效率，減少汽車的排放。 

1. 以減稅鼓勵購買更清潔更有效率的車輛：未來五年紐約市會以減稅鼓勵市民

購買更清潔更有效率的車輛，尤其是 EPA 最推崇的油電混合車。符合新排

放標準的車輛污染排放較舊型車輛少 50%；如果紐約市 10%的瓦斯車改成

油電混合動力，將減少紐約市碳排 1%；如果購買油電混合車的市場趨勢延

續至 2030年，紐約市每年能減少 2.5%的懸浮微粒排放。 

2. 與其他單位共同推廣油電混合車或其他更清潔的車輛：PLANYC 計劃跟紐

約市大眾運輸部門、紐約州運輸部與聯邦運輸部共同推廣該項計畫。與這些

部門合作將以減少違規拖吊費用、減免關稅或其他優惠方案鼓勵市民採購油

電混合車。 

3. 推廣新科技：市府會推廣研發氫氣汽車與更有效率的油電混合車。2005年，      

紐約市油電混合車的市占率達到 7%，但這些車大部分是計程車或出租車，

紐約市將推廣市民換購油電混合車。氫氣車是種沒有碳排的車輛，紐約市以

增加加氣站與採購氫氣示範車輛鼓勵市民使用氫氣車。PLANYC 會與紐約

市消防局研擬讓補充氫氣更安全的方法，並增加氫氣電池充電場所，讓氫氣

車的使用更便利更安全。 

    Reduce emissions from taxis, black cars, and for-hire vehicles，減少來自計程車

與出租車輛的排放。紐約市有 1.3萬輛計程車，平均每年里程數是 1 萬英哩，碳

排占紐約市碳排 1%。PLANYC 提出了以下三點計畫減少計程車的碳排。 

1. 減少計程車與豪華出租車怠速：為了維持空調系統，都市內的計程車一定要

維持怠速，但是現在有了新科技，車子不用怠速就能維持空調系統。紐約市

計畫編列 600萬美金補助計程車駕駛安裝此項新設備，未來紐約市也會向全

市車輛發起反怠速計畫。 

2. 推動計程車公會增加其車輛的使用效率：現在計程車的耗油量是 15 哩/加

侖。如果計程車採用油電混合車或電動車能減少大量碳排。紐約市為了使計

程車的使用效率達到兩倍，他們將協助計程車公會與車廠協調，讓車廠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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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打造更安全、更永續的車輛。根據紐約市政府在 2009 年的統計
110
，已有

22%的計程車採用油電混合車。  

3. 推動出租車公會增加其車輛的使用效率：現在紐約市有 2.5萬輛老舊的出租

車，PLANYC 將與出租車公會共同制定汽車使用效率的相關標準，這項標

準將推動出租車公會在五年內更換其低效率的車輛。這項計畫預估可以減少

出租汽車 50%碳排，相當於減少紐約市 0.8%碳排。 

  Replace, retrofit, and refuel diesel trucks，更換老舊柴油引擎卡車。藉著市政

府的補助與投資減少卡車柴油引擎的排放。根據一項 2002 年的研究
111
，紐約市

的空氣汙染 25%~50%責任可歸咎於市區內卡車的穿梭。2007年時聯邦通過新的

卡車排放法規，此法規通過之後，新出廠的卡車碳排只有舊式卡車的 10%。但舊

式卡車難以汰換，要在短時間提升空氣品質，可從減少舊式卡車的排放做起，例

如：裝設廢氣濾清裝置 DOC（diesel oxidation catalysts, DOC）、引擎升級、使用

清潔能源、減少怠速等策略。每具 DOC價格從 2000~5000美元不等，除了 DOC，

卡車還要裝設價值每具 1~1.5萬美元的 DPF（diesel particulate filters, DPF）過濾

懸浮微粒，DPF能過濾 85%~90%的懸浮微粒。PLANYC 從以下幾項策略減少卡

車的排放。 

1. 透過立法促使卡車採用生質燃料與其他減排措施：市政府會推動市議會立法

規範登記在紐約市境內的卡車必須裝設 DOCs或 DPFs。另一個立法重點是推

動卡車使用生質燃料，除了立法外，市政府的車輛也會率先使用生質燃料。 

2. 透過CMAQ (Congestion Mitigation and Air Quality, CMAQ) program加速私有

卡車的減排：除了公家車輛要減排外，私有車輛也要加入減排行列。從2000

年以來，聯邦政府提供補助，協助紐約市卡車裝設電動馬達與其他減排裝置，

未來紐約市會透過CMAQ擴大補助範圍。 

3. 向州政府尋求財源支付各類型的減排補助：市政府尋求與州政府合作，希望

在 2012年時能補助 1,200輛卡車改裝其引擎或增設減排裝置。 

4. 加強執行反怠速法規：許多車輛為了使用空調而保持怠速，但現有科技能讓 

車子使用空調時不需保持怠速，未來紐約市會用 CMAQ 補助車輛裝設此新設

備。紐約市現行法規規定車輛怠速不能超過 3 分鐘，未來紐約市會向駕駛人

廣為宣導此法案，減少因長期怠速產生的碳排。 

                                                      

110
 http://e-info.org.tw/node/21913 

111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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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rease school bus emissions，減少學校巴士的排放。2005年時紐約市通過

Local Law 42，要求全紐約3800輛校巴需裝設BATs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ies, 

BATs)系統。未來紐約州與紐約市分別提供2,000萬美元與500萬美元補助各類型

學校巴士裝設BATs系統。除了裝設BATs系統，紐約市教育局也會要求私人學校

縮短其學校巴士的淘汰年限。 

    Retrofit ferries and promote use of cleaner fuels，更新渡輪並讓渡輪使用清潔

能源。Staten Island的渡輪平均每25分鐘可載運1900萬人往返5英哩，但這些渡輪

造成的空氣汙染相當嚴重。紐約市運輸管理局未來會編列預算讓公有渡輪裝設減

排裝置，每具引擎的減排裝置花費是7.5~9萬美元，預計讓每艘船每年減少40% 

NOX排放，也就是每年減少570噸NOX排放。 

    至於私部門的渡輪，所有紐約市的41艘私有渡輪已在2007年同意由聯邦政府

全額補助裝設DOCs系統。且這些渡輪的引擎形式與供有渡輪不同，私有渡輪全

都能使用低硫化物的燃料。渡輪採用低硫化物燃料加上使用DOCs系統，將能減

少5~10%
112
懸浮微粒排放。 

    Seek to partner with the Port Authority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Port facilities，

與運輸部門建立合作關係共同管理船隻與飛機的排放。海運與空運所排放的

NOX約占紐約市碳排23%113
，但海空運管轄權屬於運輸部門，PLANYC正與運輸

部門協調，共同制定與PLANYC相似的減排計畫，該計畫內容主要增加機場內電

動車輛的使用。 

    Reduce emissions from construction vehicles，減少工程器具的碳排。根據統計

資料，工程器具的NOX與懸浮微粒排放量分別占紐約市碳排的13%與30%114
。紐

約市已在2003年通過Local Law 77，紐約市擁有的800輛工程車輛都要裝設減排裝

置，未來紐約市也會更新現有的工地排放標準。除了工地的車輛外，紐約市也會

根據Local Law 77規範道路上載運工地物資的車輛達到該法所規定的標準。 

     Capture the air quality benefits of our energy plan，透過減少能源花費與增加

清潔能源的使用減少空氣汙染。現在紐約市有23座大型火力發電廠， 50%以上的

發電機組在2030年時壽命超過70年，這些最舊的發電機組排放的空氣汙染物遠多

於使用天然氣或生質能的電廠，但可以透過安裝CCGT (combined cycle 

gasturbines, CCGT)減少空氣汙染物的排放。 

                                                      

112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127. 
113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127. 
114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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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再次提到增加紐約市建築物的能源使用效率減少電力與暖氣的消

耗，PLANYC也會推動紐約市老舊發電機組的更新、增加使用天然氣的發電機組

與增加可再生能源的運用減少紐約市碳排。 

     Promote the use of cleaner burning heating fuels，促進燃燒清潔能源產生暖

氣。本策略計劃減少17%暖氣燃料的消耗，降低CO2、SO2, NOX、懸浮微粒等

空氣汙染物。現在的暖氣大都是燃燒石油製造，污染物濃度約是2000PPM，未來

紐約市會使用生質能、天然瓦斯或低污染燃油取代現有燃料。以下是紐約市如何

兼顧暖氣使用與減排的策略。 

1. 減少使用燃油而產生的污染物濃度：現在製造暖氣而排放的污染物濃度大約

是2000PPM，為了要達到污染物濃度只有500PPM的目標，未來得改用低硫

化物的燃油。使用低硫化物燃油的成效明顯，預估能減少85%SO2、50%懸

浮微粒的排放 

2. 減少學校鍋爐的排放：紐約市478所學校鍋爐大多使用NO4或NO6類型的燃

油，使用這類型的燃油所排放空氣汙染物質濃度高達國家平均值三倍。紐約

市未來會選擇100間學校進行鍋爐燃料更換，燃料更換後會減少44%的懸浮

微粒排放與50%的CO2排放。 

Capture the benefits of our open space plan，加速植樹進度減緩空氣汙染。紐

約市計畫在2030年時讓每條街道都成為綠色隧道，為了加速植樹進展，紐約市會

修改現有的規劃法規，要求建物或重新開發的起造人選定一街道進行全街道植

樹。市府每年會編列1700萬美元預算將樹木栽植在空氣汙染嚴重地區，今後紐約

市每年將增加1.85~2.05萬棵樹。 

    Reforest targeted areas of our parkland，重新綠化既有公園。紐約市將編列1.18

億美元重新綠化Staten Island 的Fresh Kills 公園、 皇后區Cunningham Park、布

朗克斯 Van Cortlandt 公園、曼哈頓區 Highbridge公園。  

    Increase tree plantings on lots，增加植樹面積。除了街道、人行道的植樹外，

學校校園、停車場、閒置公有地、私人住宅都可以進行植樹。以下是本計畫的兩

個對策。 

1. 兼顧水資源與空氣品質提升的計畫：水資源計畫中提到在停車場植樹暫存雨

水。紐約市的停車場面積約占全市土地面積的1%，這些水泥地不只無法暫

存雨水，還會加強都市的熱島效應。未來市府會推動立法，規範面積超過

6,000平方英呎的停車場必須在周遭的人行道植樹：面積超過12,000平方英呎

的停車場必須在每個停車位周遭植樹。 

2. 市府尋求共同植樹的夥伴：市府會尋求州政府、社區、私人、企業合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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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區、空地、機構植樹，讓紐約市成為綠色都市。 

    Launch collaborative local air quality study，發起地方性的空氣監測工作。現

在施行的空氣品質監督機制是根據紐約市的五大區域設計使用，全市只有24個觀

測站，且遠離道路與人群，無法確實監控紐約市民所接觸的空氣品質。未來紐約

市會展開一項關於空氣汙染的模式、影響、監控、地點的綜合研究。此研究成果

將提供紐約市監控、減少與調適空氣汙染之用。這份研究所建立的數據庫也能提

供社區評估其再開發、改變交通模式所帶來之影響。 

    空氣品質部門與能源部門、水資源部門、土地使用部門息息相關。能源部門

推動紐約市使用清潔能源、增加能源使用效率、更新發電機組；土地使用部門綠

化開放空間、增建公園，水資源部門的植樹與保護濕地。以上政策皆能達到減排，

並減少NOX、SOX、懸浮微粒等空氣汙染物。但這只是地方性的政策，紐約市

容納許多跨界污染物，見下圖4-2，由航空器、船舶的污染、境外空氣污染物質

所產生的碳排與污染難以由紐約市單獨處理，紐約市需要與州政府、聯邦政府共

同處理跨界污染的問題，但PLANYC中沒有已足夠的篇幅提到如何與其他公部門

合作解決跨界汙染。 

      

 

              圖4-2：紐約市境外境內懸浮微粒排放比例圖 

              資料來源：PLANYC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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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品質部門列出許多植樹與補助計畫，卻未詳列相關的計畫年期與財務計

畫，下表整理出PLANYC補助與植樹計畫之花費。 

 

表4-8：PLANYC補助與各計畫花費表 

項目 紐約市政府負

擔(萬美元) 

上 級 單 位 負 擔

(萬美元) 

計畫年期 

補助購買油電混合車 82 0 - 

補助計程車與出租車安

裝減排設備 

600 0 2008~2010 

購買天然氣引擎卡車 - - 2007 

補助卡車安裝減排設備 0 2000 2006~2012 

補助校車安裝減排設備 500 2000 2006~2030 

公有渡輪安裝減排設備

(每具引擎) 

7.5~9 - - 

更換學校鍋爐(每間) 570 - 2006~2017 

植樹(每年) 1700 - 2006~2030 

興建公園 11800 - 2006~2017 

資料來源：PLANYC (2007)；作者自行整理 

 

2010年紐約市要花7580萬美金
115
在空氣品質部門改善紐約市空氣品質，加上

能源部門、土地使用部門與交通運輸部門的花費，紐約市的財政可能無法負擔如

此龐大的開銷，且空氣品質部門也未詳細列出計畫年期與預算，使得空氣品質的

子計畫有可能因經費缺乏而延遲或取消，無法達到減排的預期目標。在一些子計

畫中，紐約市政府希望向紐約州爭取經費補助，但紐約州政府也面臨財政困難
116
，使得爭取這些補助的前途窒礙難行。PLANYC已有近一成的計畫因經費缺乏

而延遲或取消，紐約市政府應向私人或聯邦尋求財政支援，或修改法規鼓勵私人

進行減排，避免因財政困難使得減排目標無法達成。 

 

 

 

 

 

                                                      

115
補助計程車與出租車安裝減排設備+補助卡車安裝減排設備+補助校車安裝減排設備+更換學校

鍋爐+植樹：200+20+8*570+1700+1100=7580(萬) 

116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428/19/24ov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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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氣候變遷部門 

    紐約市在過去10年製造了2,560億噸的碳排，紐約市為了避免自身被淹沒、

減少熱浪天數，因此推動PLANYC。PLANYC從土地使用、運輸部門、能源部門、

空氣品質部門、水資源部門著手，努力在2030年時達到較2005年減少3,360萬噸

的碳排之目標。 

 

表4-9：氣候變遷部門子計畫表 

部門別  政策 標的 子計畫 

氣候變遷部

門 

- - Create an intergovernmental Task 

Force to protect our city’s vital 

infrastructure 

Work with vulnerable 

neighborhoods to develop 

site-specific strategies 

Launch a citywide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資料來源 PLANYC (2007) 

 

    Create an intergovernmental Task Force to protect our city’s vital 

infrastructure，成立跨單位的調適計畫以保護紐約市的重要建築。紐約環境部與

NASA、哥倫比亞大學在2004年共同開啟一項關於海平面與供水系統的研究。該

研究顯示紐約市現有的供水系統無法因應海平面上升所帶來的衝擊，紐約市須及

早因應該狀況。未來海平面上升也會影響位於紐約市的發電廠、交通設施與汙水

處理系統。紐約市必須將所有建築物與設施納入氣候變遷的研究，維護既有系統

的安全，並提供未來建設必須依循的指導方針。為了保護這些設施，除了紐約市

的個別行動外，紐約市也必須與州政府、聯邦政府合作。 

     Work with vulnerable neighborhoods to develop site-specific strategies，與環境

敏感社區更同擬定特有的調適計畫。許多市民面臨緊隨氣候變遷的熱浪、暴雨、

洪水與其他氣候變遷直接帶來的影響，尤其是位於水岸邊的社區更是首當其衝。

紐約市要與這些脆弱的社區共同規劃因應策略，讓這些社區知道面對的挑戰為

何，如何更有效的解決問題。 

    為了與處於環境敏感地帶的社區溝通，PLANYC與哥倫比亞大學、日落社區

共同制定社區溝通準則。未來紐約市會根據這套準則告知各社區所面臨的挑戰、

優先處理課題與解決方式。PLANYC的子計畫也會回應各社區特有的建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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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與既有的社區規劃。 

    Launch a citywide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為

紐約市民建立一個共有的調適計畫。所有紐約市民都要面對氣候變遷，因此要有

全市性的調適計畫。紐約市的調適計畫有以下幾個要點： 

1. 計畫性的調適氣候變遷所來之影響：紐約市提供公開徵求科學家、工程師、

保險專家及公共政策專家關於氣候變遷挑戰與因應的方式。這些意見提供給

PLANYC規劃單位建構以風險為基礎並透過成本利益分析投資選擇。

PLANYC也會與美國其他的濱海都市分享建構氣候變遷因應計畫的經驗與

資源。 

2. 更新紐約市的洪水分布地圖：現在最新版的紐約市水災分布地圖是1983年

版，無法有效回應今日的海平面上升、風暴頻率與科技進步。新版的紐約市

洪水分布地圖能做為保險費率與建築法規的制定基礎。 

3. 將所有洪水因應計畫文件化：雖然紐約市已有相對嚴格的保險法規協助市民

取得優惠的保險費用，但這些計畫的公布有助於紐約市民取得更優惠的保險

費率，也讓保險公司更積極的承保。 

4. 修訂建築法規因應未來的氣候變遷：建築部門將會招集相關官員、建築專家

與其他領域的專家共同研擬建築法規的修改以因應氣候變遷。未來的建築要

能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洪水、熱浪、強風、乾旱，還要規範建築物的能源使

用效率與永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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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小結 

    PLANYC與其他都市減排計畫相同，都要從土地使用部門、交通運輸部門與

能源部門進行減排，但PLANYC沒有忽略來自其他部門的碳排，雖然水資源部

門、空氣汙染部門的碳排不多，但PLANYC仍然為以上部門擬訂相關減排計畫。

除了減排的計畫外，水資源部門與氣候變遷部門有關於調適的子計畫，水資源部

門有防範洪水相關計畫，氣候變遷部門則要與社區共同擬訂調適計畫。 

    減量與調適是因應氣候變遷的2項策略，雖然香港、休士頓、奧斯丁、東京

等都市的減排計畫包含水資源部門，但這些都市的水資源部門以節約用水與減少

水資源運輸途中的消耗為主，沒有針對隨氣候變遷而來的極端氣候型態擬訂調適

與防災策略。PLANYC水資源部門以調適為主，其中增加處理洪水應變能力、透

過開放空間捕捉雨水、拓展藍色腰帶系統、建立新的洪水管理計畫、綠化停車位、

補助綠屋頂、保護濕地是關於調適的子計畫，不管是加速排水或是蓄洪計畫都是

為了減少洪水對紐約市造成的危害。 

    除了調適外，PLANYC的水資源部門也有減量的子計畫，加速更新輸水系統

計畫能減少水資源浪費，降低供水系統的負擔。但紐約市尚未公布新版的洪水分

布地圖，使得以上子計畫的地點仍須依照舊版洪水地圖設置，難以讓減緩洪水的

相關建設做最適宜的配置。PLANYC在減少水資源使用部分也做得不徹底，只有

增加供水系統的效率，沒有減少紐約市民生與產業用水的相關計畫。     

    能源部門掌管建築物的減排，紐約市人口眾多，成功建立一個統一且有效的

能源使用計畫是個重要課題，也是其他都市未曾實施過的計畫。整合並增加數百

萬棟建築物的能源使用效率，能大大提升能源部門的減排效率。能源部門以減少

需求與增加清潔能源的供應量為主，在減少需求方面，PLANYC提出減少公部門

建築物能源使用量、督促建築物管理單位修改建築法規、成立管理紐約市能源使

用效率的機關、優先選擇五種耗能最大的建築物類型進行節能措施、擴展電力負

載管理的範圍、發起能源使用的訓練課程等子計畫減少建築物的能源需求，使得

建築物的碳排從2005年的4,424萬噸減少到2008年的4,066萬公噸，大約減少了8%

的碳排。 

   增加清潔能源的供應量方面，PLANYC提出更換老舊發電機組或新建發電

廠、拓展Clean DG的服務範圍、拓展天然氣的供應線路、透過市場機能增加可再

生能源的使用四個子計畫增加清潔能源供應量。雖然現在的清潔能源與可再生能

源的發電成本遠高於化石燃料，但隨著化石燃料的成本越來越高昂，開啟了使用

清潔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契機。 

    都市減排計畫包含空氣品質部門是PLANYC特有，PLANYC會在各地廣設空

氣品質監測站，監控各社區的空氣汙染物。減少空氣汙染物的同時也能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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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YC的空氣品質部門透過減少交通工具與建築物的空氣汙染物排放，增加綠

覆率的策略達到紐約市減排與提升空氣品質。PLANYC以公部門率先淘汰舊式車

輛，使用雙動力車輛為示範，並補助私人為交通工具裝置減排設備或採用清潔能

源等方式減少交通部門的碳排與空氣汙染物排放。 

  空氣品質部門中的目標是減少紐約市的空氣汙染物，這些空氣汙染物會加劇

空氣汙染、造成暖化與降低生活環境品質，因此PLANYC在增進空氣品質的同時

也能減緩暖化與提升生活環境品質。促進燃燒清潔能源產生暖氣、加速植樹進度

減緩空氣汙染、重新綠化既有公園、增加植樹面積等計畫是與土地使用部門、能

源部門合作，減少建築物的空氣汙染物排放並透過自然方法吸收空氣中的空氣汙

染物與暖化氣體。 

  氣候變遷部門是PLANYC特有的，本部門包含調適與社區參與意涵，成立跨

單位的調適計畫以保護紐約市的重要建築與為紐約市民建立一個共有的調適計

畫分別是為紐約市政府與紐約市民擬訂的調適計畫。與環境敏感社區更同擬定特

有的調適計畫有社區參與的意涵，PLANYC要與位於環境敏感地區的社區共同研

擬防災計畫。 

    如同U.S. Mayors’ Climate Protection Agreement 所提，都市在抗暖的同時也

能美化都市景觀與提升市民生活環境品質。PLANYC在土地使用部門的開放空間

政策與工業區政策都有增加綠地的政策，能減少工業區對市容的破壞，美化都市

景觀。交通部門的綠色街道與廣場計畫，水資源部門的綠屋頂與保護濕地計畫，

空氣品質部門的綠化停車場計畫都是將減排、美化市容與提升環境品質融為一體

的多功能計畫。 

    PLANYC有三大特色，完整性、社區參與與調適。一、空氣品質部門，水資

源部門與氣候變遷部門是其他都市的減排計畫少有或是沒有；二、水資源部門與

氣候變遷部門中的調適計畫未見於其他都市的減排計畫；三、土地使用部門與氣

候變遷部門中的社區參與是PLANYC所獨有。紐約市的重要性加上PLANYC的完

整與先進使紐約市的減排行動成為全球矚目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未來紐約市的

影響力不只是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層面，PLANYC進一步將紐約市的影響

力拓展至環境層面。接下來檢視PLANYC的計畫達成率。 

    PLANYC 在 2007年 4月 22日公布並開始施行，下表 4-10統計出 PLANYC

的子計畫達成率，從表中可見計畫達成率是一路下滑，至 2010年總體達成率只

剩下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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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PLANYC 計畫完成率表 

 

 

2008 計

畫 發 動

率(%) 

2009 完

成率(%) 

2010 完成

率(%) 

土地使用部門 

 

100 74  71117 

水資源部門 95  71  56118 

交通運輸部門 100 42  43119 

能源部門 92  88  52120 

空氣品質部門 85  65  65121 

氣候變遷部門 66  50  55122 

小計(%) 94 70 56 

資料來源：PLANYC Progress Report 2008, 2009, 2010；作者自行整理 

 

  下表 4-11是 PLANYC 在 2007年 4月至 2008年 4月間的子計畫達成率表。 

以下列出土地使用、水資源、交通等部門的計畫發起率： 

1. 土地使用部門的主軸是推動 TOD、興建 1.3萬戶平民住宅、新建公園、打造

綠色街道、清潔工業用地。2007年時，以上計畫都順利發起，計畫發起率

是 100%。 

2. 水資源部門的主軸是訂定洪水管理計畫與建構蓄洪池，該部門的計畫發起率

是 95%，已有一項計畫因預算不足而延遲發起。 

3. 交通運輸部門的主軸是擴展地鐵路網與增加 60英哩的腳踏車道，相關計畫

都順利發起，發起率達到 100%。 

4. 能源部門的主軸是發起公部門的節能計畫並向紐約州政府爭取補助，計畫發

起率是 92%，有 2項計畫仍在尋找適當的人員與單位而延遲發起。但在 2011

年時，紐約州將刪減紐約市 13億美元的預算，未來紐約市向紐約州政府爭

取補助的相關計畫將難以達成。 

5. 空氣品質部門的主軸是提高計程車、渡輪的排放標準和推動清潔能源的使

用，計畫發起率是 85%，有三項計畫經費缺乏或難以與其他單位配合而尚

未發動。 

                                                      

117
成功數/發起數：31/31(2007/4~2008/4)，23/31(2008/5~2009/4)，22/31(2009/5~2010/4) 

118
成功數/發起數：20/21(2007/4~2008/4)，15/21(2008/5~2009/4)，5/9(2009/5~2010/4) 

119
成功數/發起數：24/24(2007/4~2008/4)，10/24(2008/5~2009/4)，10/23(2009/5~2010/4) 

120
成功數/發起數：22/24(2007/4~2008/4)，21/24(2008/5~2009/4)，12/23(2009/5~2010/4) 

121
成功數/發起數：22/24(2007/4~2008/4)，17/24(2008/5~2009/4)，11/20(2009/5~2010/4) 

122
成功數/發起數：4 /6(2007/4~2008/4)，3/6(2008/5~2009/4)，2/6(2009/5~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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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氣候變遷部門主軸是發起社區參與和全面擬定調適計畫，計畫發起率是

66%，有兩項計畫需要相當冗長的討論過程與會議而延遲發起。 

 

表 4-11：PLANYC (2007~2008)計畫延遲發起原因表 

 

 

尚 待 協

調 

預 算 不

足 

土地使用部門 0 0 

水資源部門 1 0 

交通運輸部門 0 0 

能源部門 2 0 

空氣品質部門 2 1 

氣候變遷部門 2 0 

小計 7 1 

資料來源：PLANYC Progress Report 2008；作者自行整理 

 

   PLANYC 在 2008年 4月至 2009年 4月間的子計畫達成率可見下表 4-12，以

下列出土地使用、水資源、交通等部門計畫無法如期完成的原因。 

1. 土地使用部門主軸為興建平價且永續的房屋容納紐約市新移民、興建鄰里公

園及清潔工業區土地。2008年度的計畫達成率 74%，7項計畫延遲完成，5

項計畫因經費短少延遲，2項計畫尚需與社區居民或其他單位協調。 

2. 水資源部門主軸是訂定洪水管理計畫、開始示範性防洪計畫、興建蓄洪池、

更新輸水系統。計畫達成率 71%，6項計畫延遲完成，5項計畫仍在規劃設

計中，1項計畫未達預定目標。 

3. 交通運輸部門的主軸乃增加公車班次、延伸腳踏車道與減少停車公告，計畫

達成率是 42%，14項計畫因仍在研擬與協調而延遲。 

4. 能源部門主軸是減少建築物 5%的碳排放與協助電力公司興建新式電廠，計

畫達成率是 88%，有 3項計畫因仍在研擬與協調中而延遲完成。 

5. 空氣品質部門主軸是減少紐約市 327噸的 NOX 排放與 清查各社區的空氣

品質，計畫達成率是 65%，尚有 7項計畫需要與其他單位或是汽車車主協

調而延遲完成。 

6. 氣候變遷部門主軸是發起調適計畫與紐約市的氣候變遷研究，計畫達成率是

50%，有 3項計畫延遲。2項計畫仍在建立資料庫，1項計畫仍與其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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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協調中。 

 

表 4-12：PLANYC (2008~2009)計畫延遲完成原因表 

 

 

尚 待 協

調 

預 算 不

足 

資料庫

建立中 

工 程 進

度落後 

土地使用部門 2 5 0 0 

水資源部門 0 0 0 6 

交通運輸部門 14 0 0 0 

能源部門 3 0 0 0 

空氣品質部門 7 0 0 0 

氣候變遷部門 1 0 2 0 

小計 27 5 2 6 

資料來源：PLANYC Progress Report 2009；作者自行整理 

 

     下表 4-13是 PLANYC 在 2009年 4月至 2010年 4月間的子計畫達成率表，

可以見到達成率較前一年度低。以下 6點列出各部門計畫無法如期達成的原因。 

1. 土地使用部門主軸是新建 1 萬戶平民住宅、規劃 19個 TOD 區域、種植 32

萬棵樹、開放 110個校園、興建 2座大型公園，2009年的計畫達成率是 71%，

11項計畫延遲完成，3 項計畫仍在建立資料庫，4項計畫缺乏經費，4項計

畫仍與其他合作單位協調中。 

2. 水資源部門的主軸是汙水處理、開始洪水管理計畫、建構蓄洪池與更新供水

設施，計畫達成率是 56%，7項計畫因故尚未完成。4項計畫仍在建立資料

庫，2項計畫未如期完工，1項計畫仍與其他合作單位協調中。 

3. 交通運輸部門的主軸是延長腳踏車道、增加公車效率與綠化街道，2009 年

的計畫達成率是 43%，13 項計畫延遲完成，2 項計畫正在建立資料庫、4

項計畫缺乏經費，6項計畫仍與其他單位協調中，1項計畫延遲發起。 

4. 能源部門主軸是修訂更先進的建築法規、增加建物的能源使用效率及可再生

能源的使用量，計畫達成率是 52%，11 項計畫延遲完成，2 項計畫正在研

擬，2項計畫缺乏經費，7項計畫仍與其他單位協調中。 

5. 空氣品質部門的主軸是公布校車排放法規、更換 25%計程車引擎、更換 72

部卡車引擎和發佈社區空氣品質報告，計畫達成率是 55%，9 項計畫延遲

完成，3項計畫缺乏經費，6項計畫正在與其他單位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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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氣候變遷部門主軸是減少紐約市 21%的碳排與完成氣候變遷衝擊的相關研

究，計畫達成率是 33%，4項計畫延遲完成，2項計畫正在建立資料庫，2

項計畫正與其他單位協調。 

 

表 4-13：PLANYC (2009~2010)計畫延遲完成原因表 

 

 

尚 待 協

調 

預 算 不

足 

資料庫

建立中 

工 程 進

度落後 

土地使用部門 4 4 0 0 

水資源部門 1 0 4 2 

交通運輸部門 6 4 2 1 

能源部門 7 2 0 2 

空氣品質部門 6 3 0 0 

氣候變遷部門 2 0 2 0 

小計 26 13 8 5 

資料來源：PLANYC Progress Report 2010；作者自行整理 

 

    2009年時未完成的PLANYC子計畫共52項，26項計畫仍與其他單位協調中，

13項缺乏經費，6項計畫仍在建立資料庫，5項計畫工程進度落後。PLANYC中許

多子計畫提到市府會向上下層級的單位針對減排進行工作協調與內容劃分，但公

部門間的協調曠日廢時，加上紐約州政府也面臨財政困難，因此紐約市政府與其

他單位的協調工作仍需一段時間才能完成。PLANYC應加緊協調的進度，現有的

減排成效大多是紐約市獨力完成，但排碳量最大的交通運輸和能源使用部門中有

許多計畫需要同其他單位協調才能順利展開，如果這些計畫無法按照進度執行，

將使PLANYC難以在2030年時達到減排30%的目標。2008年-2010年受到金融風

暴的影響使得美國各層級政府皆面臨財政緊縮的問題，經費缺乏的狀況可望在美

國經濟恢復後得到好轉，未來紐約市應能得到更多來自州政府與聯邦的補助款。

土地使用、水資源、空氣品質部門都有工業區汙染監控、水品質或空氣品質的監

測、建立資料庫與社區研究，以上工作每年都在進行，因此每年都會被納入未完

成的項目直到2030年計畫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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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第一節、PLANYC 特色與成效 

    紐約市發佈 PLANYC 受到各都市矚目，計畫完整性、公民參予與地方型調

適計畫為其特色。土地使用部門主軸是興建平價建築、增加開放空間與變更工業

區用地；水資源部門主軸是減少暴雨與洪水災害，交通運輸部門主軸是增加大眾

運輸使用率與減少交通阻塞；能源部門主軸是減少建築物的能源使用；空氣品質

部門主軸是減少排放空氣汙染物；氣候變遷部門主軸是擬定調適計畫與建立氣候

變遷的資料庫。 

    公民參與都市規劃可以維護都市計畫的公平性，讓弱勢社區與團體的聲音不

會被忽略。PLANYC 的成功是公私部門合作的典範，紐約市政府依據紐約市憲

章中辯護式規劃的規範讓市民團體參加 PLANYC 的制定與審議過程，市民提供

意見與建議供紐約市長程規劃辦公室參考並制定兼顧減排與市民需求的計畫。

PLANYC 的土地使用與交通部門計畫除了在規劃過程納入公民參與，實施計畫

時也有公民參與，保障社區居民的權利、利益與環境正義。但其他都市在參考

PLANYC 研擬減排計畫時，不應只注意 PLANYC 要執行的政策，也需了解

PLANYC 的不足之處。 

 一、PLANYC 特色 

    PLANYC 特色可分成規劃與執行兩個層面。在規劃層面，首先，PLANYC

部分計畫內容創新，其他都市的減排計畫少有相似之處。建立都市級氣候變遷研

究組織、成立都市級工業區專責管理機構、鼓勵社區參與、擬定調適計畫都是

PLANYC 的創新之處；其次，PLANYC 提出具體可行的目標，並提出計畫時程，

而非天馬行空般的描繪願景。依照目前的計畫，減排 30%、行道樹綠覆率100%、

公有建築物在 10 年內減排 35%的目標皆是具體可行，極有可能在 2030年前完

成；第三、PLANYC 如同大海納百川，涵蓋部門完整。內容包含土地使用、交

通、能源等六大部門減排，除了減排外也擬定調適計畫，交通部門管理所有交通

工具的減排，空氣品質部門致力減少所有空氣汙染物的排放。至於執行層面，第

一，PLANYC 會全力與其他單位協調，讓減排做到盡善盡美，聯邦政府、州政

府、市政府各部門、社區都是 PLANYC 的協調對象；第二，PLANYC 將執行困

難措施，進行能源部門減排、完成高額經費的計畫、執行爭議性高的計畫等難以

執行的項目，紐約市政府無畏於執行困難度，仍將以上計畫列入 PLANYC，成

為要執行的項目。此將 PLANYC 特色整理如下表 5-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0 

 

表 5-1：PLANYC 特色 

層面 特色 內容 

規劃 計畫內容創新 成立都市級氣候變遷研究組

織 -NPCC 

成立都市級工業區專責管理

機構 

社區參與 

調適計畫 

目標具體可行 2030年前較 2005年減排 30% 

行道樹綠覆率 100% 

公有建築物在 10年內減排

35% 

涵蓋部門完整 減排部門完整 

減量與調適 

交通部門 

空氣品質部門 

執行 全力協調 與聯邦政府協調 

與州政府協調 

紐約市各單位間協調 

與社區協調 

執行困難措施 能源部門減排 

執行需要大量經費的計畫 

執行爭議性高的計畫 

資料來源：PLANYC (2007)、作者自行整理 

 

     在計畫內容創新方面。首先，紐約市率先成立都市級的氣候變遷研究組織

-NPCC，預估未來紐約市海平面上升幅度、氣溫、暴風雨頻率等氣象數據供紐

約市減排與調適計畫作參考；第二，今日都市計畫區內的工業區多由規劃部門管

理，紐約市已在 2009年成立全美第一個處理都市工業區變更與再開發的管理機

關，加速工業區的變更與再開發；第三，PLANYC 規劃讓社區成為都市減排的

行為者，現今都市減排計畫的行為者大多是市政府，但紐約市提供補助與公民訓

練，讓社區居民有能力加入減排計畫，成為 PLANYC 的行為者之一，這是其他

都市減排計畫少有的；第四，PLANYC 規劃替公有建築物擬訂氣候變遷因應計

畫，PLANYC 同時也為紐約市民研擬調適計畫因應氣候變遷災害，並針對各環

境敏感社區擬訂專用的調適計畫。在其他國家，氣候變遷研究與調適計畫通常是

國家級的政策，紐約市進行地方型的氣候變遷研究與擬定調適計畫，使得研究成

果與調適計畫能更貼近都市的特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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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YC 提出減排具體目標。首先，PLANYC 要讓紐約市在 2030年前減少

30%碳排，從土地使用、交通運輸等部門進行減量與調適計畫；第二，紐約市未

來會廣植行道樹，讓道路綠覆率達到 100%，其他都市的減排計畫少有涵蓋範圍

這麼大的綠化政策；第三，PLANYC 將進行紐約市公有建築物減排，目標 10年

內減排 35%，PLANYC 的目標是減排 30%，計畫年期為 24年，但本計畫卻要在

10 年內完成。此計畫的目標較 PLANYC 高，但計畫年期較 PLANYC 短，是個

考驗紐約市政府行政與協調效率的計畫。根據紐約市目前的減排進度，30%的減

排目標、100%的道路綠覆率、公有建築物 10年內減排 35%，很有可能在計畫年

期內完成。 

    PLANYC 是個全面性的計畫。首先，PLANYC 涵蓋部門完整，包含土地使

用、交通運輸、能源等六大部門，可說是涵蓋層面最廣的都市減排計畫之一；第

二，減量與調適是抗暖化的行為準則，PLANYC 在土地使用、交通、能源、空

氣品質部門規劃多項減排計畫，以水資源、氣候變遷部門為市政府、社區、市民

擬定各種調適計畫；第三，交通部門的管轄範圍從地鐵到腳踏車，包含所有受紐

約市政府管理的交通工具。由於交通部門的全面性，使紐約市大眾運輸局與交通

局的業務更為龐大，但他們仍成功完成減排任務；第四，空氣品質部門的減排計

畫要減少來自建築物、交通工具與跨界空氣汙染的空氣汙染物。PLANYC 除了

掌管建築物的空氣汙染排放物減量，還需協調交通部門與環境部門管理所有交通

工具排放的空氣汙染物，說服州政府與聯邦政府提供減排器具的補助與協助減少

跨界空氣汙染物的排放。PLANYC 的全面性是其他都市減排計畫少有的，因此

計畫一提出即受到全球矚目。 

PLANYC 會全力協調與其他單位間的合作關係，協調範圍上至聯邦政府，

下至社區。首先，PLANYC 透過減少境外汙染物的子計畫同聯邦政府與州政府

協調管制來自國際空運與海運的碳排；第二，PLANYC 關於修改建築法規的子

計畫需要同建築物管理部門與市議會在法規條文內容達成共識，PLANYC 也要

同紐約市交通局與大眾運輸局協調 SMART 基金的運用方式；第三，紐約市要與

環境敏感社區合作，進行意見交換與資料蒐集，針對可能侵襲這些社區的災害研

擬合適當的調適計畫。PLANYC 有許多計畫需要同其他單位展開協調，雖然協

調過程與進展難以掌握，但透過協調可擴大 PLANYC 的減排範圍，增加 PLANYC

成效。 

    PLANYC 規劃多個執行困難的子計畫。首先是能源部門減排，能源部門主

軸是減少建築物碳排，紐約市的碳排主要來自數百萬棟大小建築物，如果未進行

碳排管制，建築物的碳排將隨人口成長而增加。管制來自於建築物的碳排需要大

量人力與財力，但 PLANYC 不畏艱難，制定能源部門減排計畫讓紐約市的碳排

與建築物數量成反比，在人口與建築物增加的同時，引導紐約市的碳排逐年減

少；第二，新建地鐵需要大量經費，除了紐約市的預算外，還需州政府與聯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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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挹注，如何爭取足夠預算與補助將是 PLANYC 的大難題；第三，倫敦市、

新加坡市、斯德哥爾摩市利用交通擁擠費減少市中心車流的效果卓著，透過交通

擁擠費的計畫增加大眾運輸的使用率與市中心區的交通效率。雖然收取交通擁擠

費有許多反面意見需要克服，紐約市應參考倫敦等都市的施政內容與配套措施，

盡力推動收取交通擁擠費政策。新建地鐵與收取交通擁擠費是相輔相成的，交通

擁擠費收入可做為興建地鐵經費，便捷的大眾運輸系統可以減少交通擁擠費的爭

議。如果兩項計畫都能如期完成將能大幅減少紐約市交通部門的碳排，並增加市

中心的交通效率。 

    PLANYC 在各部門都有減排成果，到 2010年 4月為止，土地使用部門劃設

了 TOD 地區，並持續依照進度執行植樹工作；交通部門正努力減少公有建築物

附設的停車位，增加自行車道的長度；能源部門中的成立管理單位、發起減排計

畫等計畫年期較短的子計畫已完成，甚至完成部分程序繁雜的立法工作，通過四

項法規管理建築物的能源使用；空氣品質部門中的汽車更換油電混合車政策與渡

輪減排正逐漸達到目標。透過以上子計畫的完成，截至 2009 年 1 月，紐約市的

碳排已較 2005年減少 9%。下表 5-2是紐約市逐年的減排比例表。 

 

           表 5-2：紐約市排放減量表 

 2005 排

放量(百

萬噸) 

2007 排

放量(百

萬噸) 

2008 排

放量(百

萬噸) 

土地使用部門 38.09 42.50 39.98 

交通運輸部門 13.48 12.14 12.25 

其他 7.03 0.55 1.066 

排放總量 58.6 55.19 53.3 

減 排 比 例 ( 以

2005為基準)
123
 

100 94 91 

資料來源：PLANYC Progress report 2007, 2008，作者自行整理 

 

    根據 PLANYC 的統計，2005年至 2008年間，交通運輸部門的碳排有逐年

減少的趨勢，而土地使用部門與其他部門則是因計算方法不同，使得兩個部門在

2005年與 2007年占紐約市總排的比例
124
有所不同，造成土地使用部門的碳排有

                                                      

123
 紐約市 2005 年總排放量為 5,860 萬噸 

124
2005 年時，土地使用的碳排占總排的 65%，2008 年時，土地使用的碳排占總排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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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的趨勢。總體而言，紐約市的碳排基本上呈現向下的趨勢，正以每年 2百萬

公噸的數量減少中。依照這個進度，PLANYC 計畫在 2030年時較 2005年減少

17.6百萬噸的目標是有可能達成的。 

    PLANYC 的計畫雖然包含許多部門，但缺乏廢棄物處理部門，只有能源使

用部門提及沼氣發電，PLANYC 並未提及減少廢棄物或增加廢棄物處理效率減

少碳排。PLANYC 的調適計畫大多是減緩暴雨與洪水的危害，缺少因應其他極

端氣候的調適計畫，當紐約市面臨熱浪、乾旱、酷寒時也需要根據事先擬定的調

適計畫進行災害救援與居民安置措施。 

    除了官方的進度與成果報告外，紐約市也有規劃專家或是社區領袖針對

PLANYC 的整體規劃方向或是個別計畫進行評論。Tom Angotti125和 Donovan 

Finn126皆認為 PLANYC 的社區參與不足，且 TOD與紐約市其他的大型開發計畫

讓 PLANYC 的目標難以達成。Paige Cowett127認為 PLANYC 並未因減排提供足

夠綠色工作機會給未來的新移民，紐約市可參考倫敦市的減排計畫作為改善。 

    除了 PLANYC 的成果報告書進行子計畫的評論外，也有私人評論家針對

PLANYC 子計畫進行評論，私人評論多集中在土地使用部門。Micaela 

Birmingham128提到紐約市應在 PLANYC 中規劃整體性的公園政策，紐約市也應

參考倫敦市關於公園規劃的主要計畫。Evan Mason129觀察到紐約市在植樹的同時

也正在砍樹，紐約市為了洋基隊新球場的興建砍了近 400棵樹，紐約市未來應避

免類似情況發生。Tom Angotti130則認為 PLANYC 除了注重大型建築物的能源使

用效率外，也應協助紐約市的社區成為永續社區或綠色社區。私人評論家對於土

地使用部門的評論多集中於公園綠地或是開放空間，較少提及工業區的再開發或

是建築物的能源使用議題。 

    關於交通部門也有若干評論，Paige Cowett131認為紐約市只靠增加腳踏車道

                                                      

125
 Angotti, T. (2008).  Is New York’s sustainability plan sustainable? Presented to the joint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Planning and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Schools 
of Planning (ACSP/AESOP), Chicago. 
126

 Finn, Donovan. (2008) New York City’s PLANYC Initiative: Does Greener Really Mean Greater? 
Proceeding at the joint ACSP/AESOP conference, Chicago. 
127 Cowett, P. (2008). New York’s Sustainability Plan: Trailblazer or Copycat?   
Sustainability Watch, http://maxweber.hunter.cuny.edu/urban/resources/ccpd/Working2.pdf. 
128

 Birmingham, M.(2008). The Need for a Parks Plan. 
http://www.gothamgazette.com/article//20080421/210/2502/ 
129

 Mason, E.(2008). An Unknown Urban Forest. 

http://www.gothamgazette.com/article//20080428/210/2511/ 
130

 Angotti, T.(2008). Setting Standards for Green Neighborhoods 

http://www.gothamgazette.com/article//20080109/12/2397/ 

131 Cowett, P.(2008). Will the City’s Transportation Agency Changing Routes? 

http://maxweber.hunter.cuny.edu/urban/resources/ccpd/Working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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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數不足以鼓勵市民使用腳踏車通勤，應該還要增加其他配套措施，他也認為

應該改善地鐵車站與公車站牌的人行步道系統，可增加市民使用大眾運輸系統的

動機。Rich Kassel132認為PLANYC要減少出租車碳排是較困難的，因為紐約市政

府沒有制定車輛排放標準的職權，聯邦政府或州政府才有這項權力，紐約市政府

只能透過補助裝設減排器具達到出租車的減排。 

    雖然 PLANYC 無法涵蓋所有部門，也無法注意到所有都市規劃的細節，但

本計畫可說是全球最完整、最先進的都市減排計畫之一。下一節將說明 PLANYC

對於美國其他地方政府與聯邦政府的影響以及給我國政府的相關建議。 

 

 

 

 

 

 

 

 

 

 

 

 

 

 

 

 

 

                                                      

132
 Kassel, R.(2008). Making Black Cars Green. 

http://www.gothamgazette.com/article//20080429/7/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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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氣候變遷與都市 

 一、都市減排 

    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都是氣候變遷建制的行為者，但國家行為者才是氣候變

遷的主要行為者。各國對於減排的積極程度不同，保護環境的順位通常落於政治

與經濟議題之後，大多數國家不願因減排而影響國內產業發展。非國家行為者透

過公民教育向民眾推廣減緩氣候變遷的理念，並極力倡議減排與監督國家行為者

是否履行京都議定書的減排目標，但非國家行為者只能監督與利用輿論影響國家

政策，不能強制國家履行條約義務。 

    全球 75%的碳排來自都市，這些碳排增強氣候變遷幅度，並使都市未來受到

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加劇、乾旱等威脅，其中以海平面上升的威脅最顯而易見。

世界上 2/3的大都市位於海岸邊，全球前 19大都市有 14個位於海邊，這些都市

在下個世紀都要面臨因氣候變遷導致海平面上升的威脅。為了確保都市自身的安

全，都市應成為重要減排行為者之一。 

都市規劃與環境的結合首見於 1992年地球高峰會後發布的 21世紀議程。該

議程的第 28 章寫道：「因為《21 世纪議程》探討的問題和解决方法之中有许多

都起源於地方活動,因此地方必須成為永續發展的行為者之一」。 

    都市能在都市規劃各部門制訂減排政策，土地使用、交通運輸、能源、廢棄

物處理等部門以減排為主，水資源、氣候變遷部門的主軸是調適。在減排方面，

土地使用部門利用工業區變更、增加都市綠覆率、緊密都市發展、TOD 等政策

減少碳排；交通運輸部門透過增加大眾運輸系統服務水準、改善交通瓶頸點、鼓

勵使用油電混合車或替代能源車等政策減少碳排；能源部門採取綠建築、增加建

築物能源使用效率、可再生能源或清潔能源發電等措施減少碳排；廢棄物處理部

門增加廢棄物的處理效率、利用甲烷發電等政策。 

    除了減量，調適是面對氣候變遷威脅的另一種政策面向。水資源部門除了淨

化水質、增加供水效率外，也要擬定完整的洪水處理計畫，增加雨水下水道的洪

水處理量，透過濕地或蓄洪池暫存部分洪水。氣候變遷部門可進行地方型氣候變

遷研究，提供氣溫上升、海平面上升幅度、各種極端氣候或天然災害的數據供市

政府擬定全市性的調適計畫。 

 二、地方政府在氣候變遷議題的影響力 

    美國許多都市在小布希總統任內開始施行都市減排計畫，西雅圖市不只是在

2001 年開始都市抗暖，也是美國第一個達到京都議定書減量標準的都市，該市

市長於 2005 年串聯全美各地方政府簽署 The US Mayor's Climate Protection 

Agreement。至於州政府間，加州州長阿諾率先於 2006年簽署溫室氣體法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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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加州在 2020年以前，把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 1990年的水準），訂下了全美最

具企圖心的目標。美國東北七州在 2005年成立 RGGI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開啟了州政府聯合減排行動的先河。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 2009年 5 月 19日宣布 2016年起將實施更嚴格的汽車油

耗與排放標準，該標準乃參照加州標準而訂定。The US Mayor's Climate Protection 

Agreement提出聯邦政府應增加替代能源使用量、增加能源使用效率並促請國會

通過減排法案的要求都於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 (the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ACES Act, H.R. 2454)，清潔能源工作與美國能源法案 (the Clean 

Energy Jobs and American Power Act, S. 1733)中實現。 

    自 1995年 COP1開始召開以來，每年都有市長參加 COP大會，原本只有

ICLEI 秘書長能在 COP大會發表演說。但在 2007年的 COP13 大會，紐約市長

Bloomberg受邀於開幕式進行演說，2009年 COP15更受邀在 high level opening 

ceremony致詞，增加 PLANYC 的曝光與影響力。 

    由地方政府組成的 ICLEI 影響力也越來越廣，ICLEI 的成立強化地方政府間

合作並提供國際性的論壇供地方政府討論。UN-Habitat在 2002年約翰尼斯堡高

峰會後認定 ICLEI 為其合作組織，UNFCCC秘書處於 2007年承認 ICLEI 為其官

方合作組織，UNEP也在 2009年 COP15會中與 ICLEI 共同開啟 carbonn133計畫。 

     C40由全球 40個主要城市組成，會員城市應提出減排計畫，本聯盟接受柯

林頓基金會 (Clinton Foundation)的贊助，共同為氣候變遷所努力。C40以採購聯

盟、建立共同的測量方法、資金援助、城市氣候高峰會協助會員提出減排計畫。

除了 ICLEI 與柯林頓基金會提供減排經費外，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都市利用

CDM 或是自有經費進行減排計畫，進行減排的都市越多，他們的聲音就越不能

忽略。 

 三、以 PLANYC 做為我國地方政府之參考對象 

    台北縣市與高雄市是我國推動節能減碳較為積極的都市，節約用電與用水的

幅度名列前茅。但相較於美國紐約市在各部門進行的減排，國內的 ICLEI 會員都

市仍只有不完整的減排計畫。近年來台北市政府的施政主軸為都市景觀與都市意

象的再造，都市減排只有示範性綠建築、引進低汙染車輛、鼓勵騎乘腳踏車、倡

導節約用電與保護關渡濕地
134
等零星政策

135
；台北縣在土地使用部門、交通部門

                                                      

133
 http://www.carbonn.org/actions.php 

134 http://www.uddsubweb.taipei.gov.tw/97guandu/plant.html 

135 http://www.taipei.gov.tw/public/Attachment/9410164757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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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民教育著手進行減排；高雄市政府進行土地使用、交通、工業等部門的減排

政策研擬與推動查核機制
136
。雖然國內大都市都有推動節能減碳的相關政策，但

北縣與高市並未訂定減排目標，北市、北縣、高市大部份政策以公部門為主，尚

未將節能減碳運動深入推廣至市民生活中。 

    由地方推動中央減碳不是一蹴可幾，美國地方政府致力減排十餘年，900 多

個地方政府加入美國都市保護協議，十餘個州政府開始單獨或聯合的減排行動才

促使美國聯邦政府修改汽車排放標準，參眾議院通過溫室氣體排放法案。同樣是

民主國家的我國未來可能面臨相同的問題，中央政府與國會以消極態度面對減

排。都市必須透過優良減排成效影響中央政府的減排政策與態度，未來各地方政

府可參照 PLANYC 計畫推動減排計畫，從都市計畫各部門進行減排。 

  以下是 PLANYC 可供台灣都市規劃者在減排政策的參照之處： 

   (一) 土地使用部門 

1. 變更或再發展工業區土地：紐約市吸引了許多一流設計、文化創意人才

進駐並設計藝術商品，生產這些商品價值高碳排少。我國都市計畫區內

的工業區可朝此方向發展，吸引一流的設計、文化創意人才讓工業區中

的產業成為高價值低碳排的產業。 

2. 規定閒置土地所有人綠化其土地：我國都市有不少低度開發或未開發的

閒置土地，各縣市政府應要求地主綠化其閒置土地，利用綠地改善都市

景觀並吸附都市碳排。 

3. 減少建築物的能源消耗：目前台電已透過電費折扣獎勵民眾減少用電，

各縣市政府可以透過立法程序管理與查核建築物的能源使用量。 

4. 加強綠化既有公園綠地：新建公園需要大筆預算，但透過綠化樹木不足

的公園也能增加都市的綠覆率。 

5. 容積獎勵換取開放空間或鼓勵建築物減排：各縣市政府可透過容積獎勵

讓建商無償提供綠地或使用節能建材，如果各縣市政府能善用容積獎勵

鼓勵建商進行減排，將形成政府與建商雙贏的局面。 

 

   (二) 交通運輸部門 

1. 提升大眾運輸的服務水準：新建或擴充捷運路網無法立竿見影見到效

                                                      

136 http://ghg.ksepb.gov.tw/city.asp?typ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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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但各縣市政府可以增加公車班次與行車效率鼓勵市民搭乘公車，在

短期內減少私有車輛旅次。 

2. 增加腳踏車通勤人口：各縣市政府除了興建完整的腳踏車車道系統，也

應宣導騎乘腳踏車安全常識與腳踏車禮儀，廣設腳踏車租借站與停車空

間等配套措施，讓腳踏車政策更全面。 

3. 鼓勵使用油電混合車或電動車輛：各縣市政府可補助民眾購買電動車、

油電混合車或其他替代能源車，還需增加充電站與加氣站位址供替代能

源車使用。 

4. 綠化道路與停車場：綠化道路與停車場能暫存雨水、改善都市景觀、減

少熱島效應等優點。我國道路與停車場的綠化程度不高，室外停車場通

常只有柏油或水泥鋪面，往往會加劇都市熱島效應，各縣市政府除了增

加道路綠覆率，也要進行公私立室外停車場的綠化。 

   (三) 水資源部門 

1. 擬定洪水處理計畫：各縣市政府應擬定完整的洪水處理計畫，透過各種

排洪方法減少市區地面的雨水逕流，並盡快排除市區的洪水。 

2. 設置一連串的濕地與蓄洪池：建立濕地和蓄洪池的經費少於新建雨水下

水道，各縣市政府應盡力保護既有之天然濕地，公有閒置土地則可綠化

或暫作為濕地與蓄洪池之用，減少雨水下水道的興建與保養費用。 

(四) 空氣品質部門 

1. 減少懸浮微粒的排放：懸浮微粒會加劇都市熱島效應，各縣市政府可透

過補助車輛與工程器具裝設捕捉懸浮微粒的設備，加強取締違反排放標

準的車輛，減少都市內懸浮微粒的排放。基隆、台北、桃園、高雄等縣

市可與交通部合作減少來自港口與機場的碳排與空氣汙染物排放。 

2. 規範車輛怠速時限：車輛怠速時仍會持續排放空氣汙染物，台南市已率

先全台規定車輛怠速的時限，各縣市應擬定車輛怠速時限，並嚴加取締

長時間怠速之車輛。 

3. 擴充現有空氣品質監測的工作內容：除了環保署的空氣品質監測站外，

各縣市政府環保局也應嚴格監測各類型空氣汙染物的排放。各縣市政府

可在工地、工業區、焚化爐等大量排放空氣汙染物的區域即時監測空氣

汙染物的濃度。 

   (五) 氣候變遷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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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民教育：各縣市政府應教導民眾氣候變遷相關常識與威脅，並藉由公

民教育改變市民行為模式減少碳排。 

2. 地方級氣候變遷研究：各縣市政府應進行地方級的氣候變遷研究計畫，

針對各地區不同的地理及氣象特徵進行資料庫的建立與預測未來氣候變

遷所帶來之影響。 

3. 研擬氣候變遷的相關調適計畫：我國現有的調適計畫或研究多是中央級

計畫。各縣市政府可根據地方型氣候變遷研究計畫所提供之數據擬訂因

應各地方不同天然災害的調適計畫。 

4. 提出減排計畫的目標、時程、政策與相關預算：各縣市政府應比照紐約

市、倫敦市等 C40會員都市提出減排計畫書，詳列減排目標、時程與計

畫做為未來施政的指導方針。 

    台灣都市大多臨海，且河川綜橫其中，容易受到極端氣候與海平面上升的

影響與危害，要減少這些危害應該從自已做起，市民減少平日的碳足跡，都市

規劃減排計畫，國家制定經濟與環境並重的整體發展計畫。讓減排不再只是口

號，轉而成為深植庶民社會中的重要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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