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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板橋於民國99年12月25日由「市」成為「區」，但在都市治

理的要件仍處處存在著城市的風格；一個比台灣12個縣市人口多的

「區」，新北市近七分之一人口集中於此（人口55.7萬人），面積

僅23平方公里，每天通勤超過50萬人次，無基礎農業生產，產業

結構主要為服務業，隨著科技發展，雲端產業帶動了通訊園區、醫

學中心及中華電信雲端運算中心等開發，逐漸吸引高科技與資訊產

業進駐，日後可望成為北部地區主要雲端資訊都市。因此，「區」

的行政管理已經不僅止於服務居民的基本需求。如何提升服務品質

及服務效能，「區公所」如何利用日漸減少的人力、經費，做最有

效的運用，是目前面臨的重要課題。

台灣主要城市陸續升格，原本的城鄉差距問題與區域發展不均

衡問題，是否透過基層行政單元的改變得以改善，仍有待各界繼續

努力。但以新北市29區而言，各「區」勢必依照其不同的地方風格

營造區的特色，而城市治理的模式亦不盡相同。「區」已儼然成為

城市發展最基層的行政單元，新北市自升格以來，由市府有效整合

各局處資源，共同打造一個宜居的且均值的都市空間。但如何由下

而上，從最基層的都市發展空間著手規劃、行銷、經營、管理，而

堆砌成總體形象走向國際，應是目前屬於都市化強度較高的「區」

亟待學習及推進的。 

筆者從中央到地方基層，從國土計畫到地區的發展構思，確實



�� 都市的治理與行銷

感受到「區」是落實政府施政策略最重要的平台，舉凡公共建設、

民眾服務、社區發展等在在顯示區的執行角色。有鑑於此，本次参

訪學習的重點，是以「都市空間」為軸心，透過探訪個別都市，學

習其在成長的過程所面臨的都市發展與變遷過程所產生的因應作

為；最重要的是如何「友善」的服務民眾，讓民眾感受到都市的蛻

變是可以接受與支持；以及地方單元如何運用有效的人力資源提供

到位的產品服務。如何透過有效的都市治理，在多元的都市結構中

更精準的提供前瞻的服務理念，避免都市因為「人」而產生競合。

各項公共設施的最適規模，與最經濟的公共設施組合，讓民眾充分

利用，也讓公部門能適當維管。如何設定都市的行銷策略，又如何

與在地產業結合，擇選適當的面向，成為永續經營的都市模式。

研習的開端主要由都市計畫角度研展，都市形成的因素與過

程，都市發展過程所面臨的問題，及公務部門應該如何因應與作

為，又私部門扮演何種角色，各部門間又應如何整合發揮成數效

果，因此設定了下列主要研習面向：

一、都市治理部分

(一) 如何有效提升服務績效與品質

「區」是屬於台灣特有的地方行政單元，但就板橋的人

口結構或地方特色，均已是一個完整都市的結構，讓民眾感

受到「到位」的服務，及運用現代化的及系統性的規劃，有

效率的提升服務品質和績效，是最基層的公務機關「區」，

必須要努力的服務目標。

(二) 如何加強都市資產管理與維護

資產含括有形與無形資產，人與物的資產；每一項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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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人、事、物都當作都市的資產來經營，勢必發揮城市經

營的乘數效應。最適規模與最佳模式，是一種動態的規劃理

念，由城市的公共設施負荷決定城市的人口數，但又由可運

用的都市資源檢討最適合的都市發展規模，讓每一份資產都

有效管理與運用，都市得以永續發展。

(三) 如何加強都市防災控管與預防

都市防災近年來成為都市經營管理很重要的一環，板橋

位於大漢溪與新店溪的匯流處，因此水的管制在現今氣候變

遷的暴雨侵襲下，確實容易造成損害，因此擬透過參訪學習

如何非僅止於採工程建設的硬體設計，而是運用生態、自然

循環方式，與適當的環境教育，居民共同參與，讓水資源得

以有效保有與使用。另外都市防災與救災系統，也是高度都

市化地區必須要縝密面對的。

二、都市行銷部分

國際間的前幾大都市，都是給人一個非常鮮明的意象；意象的

塑造是透過城市不斷的行銷過程讓大眾了解；因此，一個永續經

營的城市，是必須能延續地方產業或不斷轉型的產業。都市的能見

度，在於如何讓都市躍昇至國際舞台；新北市已有多項大型活動廣

受好評；但一個高度都市化的城市如何讓其商業活絡，產業升級，

環境優質，成為一個宜居城市，都必須透過都市行銷加以鋪成。如

何透過關聯性產業，舉辦活動和召開國際會議，形塑獨特且現代感

的都市意象，讓友善的都市氛圍吸納更多的國際人士造訪與駐足。

「人」本精神，是營造一個現代化都市的核心思維，無論都市

如何成長或擴張，居民如何遷徙，營造一個「便利」、「友善」、

「安全」的都市生活空間，是公務部門責無旁貸的工作，希望藉由

本次考察國外都市能提供未來在本國都市治理與行銷的參考，內容



�v 都市的治理與行銷

若有疏漏，尚祈見諒不吝指教。

筆者有幸在擔任公職的第21年第6個月的第13天獲得「財團法

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的青睞獲得如此殊榮，感謝基金會給我的機

會，同時感謝營建署、觀光局、軍備局、台北縣政府時期多位長官

的一路提攜和推薦筆者參選的新北市朱立倫市長；最要感謝的是在

板橋區公所服務三年多和我共同打拼的區公所400多位同仁，外界

看到我們的努力，感恩大家。

林 純 秀  謹誌

一○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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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台灣地區都市的發展歷經百年歷史，也和其他都市發展一樣沿

著河岸、港口和鐵路擴張都市的規模。從集中到分散，從都市到鄉

村，在發展的過程中同時也出現因都市成長所產生的問題。都市發

展的模式與經營是無法複製的，但是可以學習和經驗傳承，然而在

學習的過程中「因地制宜」一直是都市規劃過程中一種重要的概

念，但如何因地制宜才是現今都市建構最重要思維。都市是否應該

持續成長，各界所探討與追求的「均衡發展」是否應該持續推動？

都市的實質內涵與特質均有不同，均衡發展只追求齊頭式的平等，

對不同性質的城市反而造成不公平，都市之間是無法彼此複製，已

經存在的城鄉差異，也可轉換成各地區發展的不同能量；換言之，

鄉村地區絕對無法拷貝都市發展的模式，且鄉村或都市即便是規模

相同，也會因為居住人口性質與組合、產業型態與結構的不同，產

生不同的公共設施需求。但是主政者又不能因為人口數量不多而忽

略民眾的權利，也不能因為發展都市而將所有的資源投入過於集

中，因此，無論是哪一類都市或城鄉，應本於「機會均等」或「公

平對待」才是均衡發展的實質意義。

經營都市的前題，是需了解都市如何形成，其模式如何建構，

透過理論及實務的探討，了解都市形成後所產生的狀況，回饋到各

項公共設施經管的要件。本報告將從「都市計畫」的起始討論，由

檢視都市規劃理論的發展，再藉由其他都市發展的實務經驗，探討

因地制宜的重要性；並從民眾關心的管理議題如公園、防災、住宅

等重要面向提出討論。輔以都市行銷研析，綜整國外都市經驗作為

本國都市規劃、治理及行銷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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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都市規劃

壹、都市發展

一、美國知名的芝加哥學派

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是都市計畫主要的研究學派

之一， 該學派在工業革命以後，對都市空間發展模式提了指

導性原則。都市的擴張是以汽車所及的動線空間為主，美國在

工業革命以後人口急遽增加，又加上各種社會問題產生，因此

衝擊了都市空間發展的模式；以社會科學為主流，研展成都市

的空間模式，依據都市社會和人文生態理念，界定出都市空間

模式由同心圓開始，然後扇形及再擴展至多核心。

因此，汽車的便利所帶來都市生活空間的擴張，演繹成為

都市空間發展理論，進而產生各項土地使用管理與規劃，如同

現在台灣的都市發展，均存在著美國都市發展模式的論述，顯

示與其密不可分的影響，台灣都市早期透過鐵路的延伸，後其

順勢與道路開發結合，以及現在依循捷運路線規劃，均倚賴各

項交通系統的延伸而擴張都市發展規模。

(一) 同心圓理論Concentric-zone theory

E. Burgess 於1923年提出同心圓理論為最著名的生態學

理論，以芝加哥為例進行建構，闡述都市空間在成長過程中

由競爭中取得優勢的活動向外擴張，一連串入侵、競爭、主

宰、承續、集中、分散的過程；這也說明了都市因為使用

而改變，人口的移入，產業的變化，公共建設的投入，讓都

市以同心圓的型式向外擴張。從第一圈的中心商業逐次向外

擴張，第二圈圍繞都市的過渡地區，第三圈獨立的勞工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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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第四圈較高級的住宅區，第五圈為通勤地區。因此，

D.Timms論述「都市擴張的典型過程可以用一系列的同心圓

加以說明，除了從都市向外擴張鄰近幾個連續的地區外，這

些地區在都市擴張過程中會逐漸地加以分化」。因此「同質

性」成為這同心圓中各使用區或各鄰里的現象。

(二) 扇形理論Sector theory

H. Hoyt於1939年觀察二次世界大戰過後，美國城市因

為不同租金結構，導致鄰里移動所產生的現象。都市只有一

個中心，交通路線由市中心採放射形分布形成一個星形狀

態。隨著都市人口增加，都市沿著不同交通路線逐漸向外擴

張，相同的土地使用會延著放射狀延伸，而形成扇形。最高

租金地區座落在城市邊緣中的一個或多個扇形；高租金地區

自市中心呈放射狀交通向外延伸；中租金是圍繞高租金；有

時高租金也可能與中租金緊鄰；低租金地區自市中心向外延

伸至城市的邊緣地區，普遍存在每個城市之中。扇形理論是

描述各種土地使用隨著放射狀而改變，且自市中心向外圍擴

展，同時也述說了城市發展的方向性。

(三) 多核心理論Multiple-nuclei theory

C.D Harris & E.L. Ullman於1945年提出，許多都市的土

地使用是集中於若干個核心地區而非單一核心，因此，中心

商業區未必位於城市的中心地區。所以各核心取決於其使用

的目的和需求，某些活動需要靠近專業化的設施，如海港需

要一個合適的河岸土地；某些活動彼此衝突的就必須隔離，

如重工業區和高級住宅區；類似的活動基於聚集經濟的效益

就必須要聚集在一起，如辦公室；無法支付高額租金的就會

被迫遷移；但多核心並未指出完整都市的分布與土地使用的

原則，是以隨機分佈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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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景理論(Scene)

「場景理論」是芝加哥學派在20世紀對後工業都市詮釋

的都市結構理論，延續芝加哥學派的傳統，是由芝加哥大學泰

瑞．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教授等學者共同提出；主要是

闡述都市內設施對停留、居住、使用設施的人產生影響，並由

此而回饋到都市空間或經濟的機制。「場景理論」也就是依據

居民的需求所因應而生的都市發展空間概念。以芝加哥為例，

運用各地方的文化及透過場景的塑造，創造了多種文化活動，

以休閒型態的都市活動吸引了很多年輕人前來，讓都市成為一

個吸引人的地方；但場景的主要內涵還是來自都市本身的魅

力，如何運用地區的文化創意，開創其特別的產業風貌，已成

為現今都市努力的方向。芝加哥有很多鄰里舉辦很多不同的活

動，除提倡在地的文化外，更可透過社區的意識讓居民增加參

與感；當然，讓居民「快樂」是社區主要的工作，也成為各政

治人物思考的重點。重要的是，各類活動都在開放空間舉辦，

參與的居民都不用付費，「免費」讓各項活動參與人數更高，

且參與的人更快樂；這也成為現代凝聚社區意識最好的方式之

一。

「場景」的運用也須滿足民眾的生活需求，例如：教堂，

在西方的鄰里空間，就是必須且被重視的設施，如同東方的廟

宇一樣；人們需要一個心靈釋放的空間，或集合禱告的集體行

為，因此，場景也自然而然將其納入鄰里單元之中，依據人的

行為模式演繹出一種多元的空間組合概念，從家走到教堂的動

線，以及探討教堂該有的空間規模，如何有效導入人的使用，

期間透過群聚讓空間的使用更活絡，這也是以往美國都市發展

從未考量過的公共設施，場景走出了傳統芝加哥學派百年從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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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論述的居民除了工作與生存所需要的生活需求。

芝加哥的住宅政策是鼓勵退休者、退役軍人、護士或其他

有工作或有能力工作的年輕族群遷入，因此，住宅部門也提供

了相當優惠的補貼或貸款策略，這些顯示出一個城市追求永續

的作法，人口的合宜結構是延續都市生命相當重要的因素。也

就是說，如果都市的人口結構是需要被重視的議題，政府就必

須運用不同住宅政策吸引不同年齡層的人口入住，由此在場景

的塑造時，就須同時考量不同年齡的空間需求；如以社區公園

的使用為例，公園雖然是為在地的居住者開放，但仍需作出區

隔，兒童遊憩空間、散步逗留空間、運動空間等，都因應人的

使用而產生，每到假日設置在社區裡的鄰里公園絕對是充滿歡

樂的場景，因應這場景再度回饋，公園裡的設施將會更迎合居

民的想樣。

後工業時代的生產型態已從「勞工」密集轉變成「知識及

資訊」密集，越來越多的人有時間享受及重視生活的舒適性，

使得都市快速地變成消費的中心，而非生產的中心。且都市型

態的消費文化，也造就了有別於傳統產業的生產經濟模式，文

化便利性同時也創造就業機會和經濟發展，這些快速集結的消

費與生產行為，確實呈現出不同以往的都市便利型生活方式及

獨立性的空間。

泰瑞．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教授等多位芝加哥大學

的學者，認為場景應由各種都市便利設施聚集構成，尤其強調

與文化的連結，因為文化才能突顯場景存在的意義，場景則

可提供與文化需求融合的社會認同感，這種認同感多數來自個

人對生活方式及情感的體現，較少來自於與原生的家庭背景、

階層、政黨等因素的連結。在民眾對消費、休閒及舒適性的行

為，均來自於自主行為而不受傳統時代觀念的影響，那場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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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就變得愈發重要。總體來說，場景應指那些透過社交消費的

愉悅而對創造意義的體驗有貢獻的場所，因此，場景不只包

含社區、建築物或不同種族、階層、性別及教育程度所構成

的個人，而是結合前述這些因素及活動而形成並能讓人們具

體化其生活價值及經驗。泰瑞．克拉克教授等學者所倡導的

場景理論強調從三個一般性向度(dimension)及15個次向度(sub-

dimension)研究及探討不同的場景：

向度一、合法性(Legitimacy)：透過場景可以體驗什麼是正確或錯

誤的行為，參與者可以享受表現正確行為場景或拒絕錯誤行為

場景所帶來的愉悅，次向度則含括：

1. 傳統性(traditional)：家譜社會、宗教組織、歷史遺址、藝術

學校、歌劇院、圖書館、博物館、家庭式餐廳等。

2. 功利/效益(utilitarian)：便利商店、速食餐廳、倉儲量販 

店、管理諮詢服務、商業組織、技術和貿易學校等。

3. 平等(egalitarian)：人權組織、公共圖書館、公立中小學、環

保和野生動保組織、老年和身心障礙者服務、宗教組織，非

營利組織等。

4. 自我表現(self-expressive)：舞蹈學校、時裝秀、喜劇俱樂

部、刺青店、音樂節、獨立表演者、作家、藝術表演公司、

卡拉ok俱樂部等。

5. 超凡魅力(charismatic)：設計師服飾及配件、時裝秀、舞蹈

學校、歷史遺址、音樂團體及表演者、藝術表演公司或學

校、運動比賽、運動酒吧、錄音室等。

向度二、展現性(Theatricality)：呈現如何看待及被別人看待的方

式(appearance)參與者可以享受自己或他人完美的展示或表

演，次向度則含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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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吸引力(glamour)：如時裝秀、電影節、美容沙龍、珠寶店、

夜店及賭場等。

2. 禮節(formality)：如高級餐廳、私人俱樂部、宗教組織、律

師事務所、展現專業的場合等。

3. 反傳統(transgression)：如刺青店、成人娛樂場所、賭場、酒

店等。

4. 社區/居家(neighborliness)：民宿、宗教組織、兒童遊戲場、

中小學、市場、咖啡館、麵包店等。

5. 展示宣傳(exhibitionism)：成人娛樂場所、刺青店、夜店、

健身俱樂部、時裝秀、美容沙龍等。

向度三、真實性(Authenticity)：具認同與肯定，原生或在地、以

及重塑證明原生身分之感覺，參與者可分享擁有構成一個呈現

實際或真實之場所經驗的愉悅，次向度則含括：

1. 地區性(local)：民宿、歷史遺址、二手書商、骨董商、運動

比賽、運動隊及俱樂部、果菜市場、當地啤酒釀造商等。

2. 民族性(ethnic)：民族音樂或舞蹈、特色民族餐廳、語言學

校、福音音樂團體、武術指導等。

3. 企業性(corporate)：市場研究、管理諮詢服務、倉儲量販

店、設計師服飾及配件、速食餐廳、百貨公司、公關公司、

主題樂園等。

4. 國家性(state)：政治組織、大使及使節團、歷史遺址及美式

或日式餐廳等。

5. 理性(rational)：研發服務、科技諮詢、學院及大學、相關職

業學校、人權組織、圖書館等。

每一個場景都是由不同都市便利設施聚集構成，這些便利

設施則取決於其對潛在消費者所帶來的意義或價值。泰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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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教授及其團隊，透過分析對不同區域個別都市便利設施

15個次向度衡量評分，有助於分析不同區域之個別都市便利設

施如何互相結合產生該地區之不同場景。因此，場景理論探討

的重點在於都市的整體文化生活，而不是擁有的都市便利設施

數量、元素或大小。該團隊透過場景分析衡量所得之觀察及意

見，都市有多元並充滿相互競爭的次文化，經規劃者仔細審酌

應可依據所洞悉出的場景給與都市應該具備的能量。

綜理下列幾點可提供未來在都市及文化政策研議參考：

(一) 場景牽動著投資契機：透過辨識與分析各種不同場景的成長

經歷與動態，據以選擇投資在主要的都市便利設施，可使得

每個場景更有成長活力。且讓公部門投入與私部門的投注相

輔相成。

(二) 每一個城市都是獨一無二：場景是無法複製的，且沒有一個

城市可以代表其國家或這個世界。因此，每一個城市都應

該形塑其獨特的場景，即使有相近的概念或空間，也不盡相

同。

(三) 生產與消費並重：談論場景的同時，絕對是將生產與消費模

式同時探討，因為場景存在，是兩者行為的共同結合，因

此，生產因應消費而生，消費活絡生產，這與早期的經濟學

的概念不謀而合。

(四) 使用分區的概念：同質與異質使用型態的集中與分散，同樣

會出現在場景使用裡，如在文化氣息濃厚的社區，其居住地

與工作場所應該保持適度的距離，也就是分區的概念；文化

場景的工作地區，將會與非文化場景的居住地產生競合。

(五) 使用多樣化的研究方法：廣泛蒐集書面訊息資料，強化資料

來源的廣度，例如口述歷史、地方領袖面談、地區發展誌、

人物傳記等，都是引發出相關文化與歷史訊息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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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強化空間與不同團體間合作關係：政策研究要涵蓋整個都會

區，以可及性與便利性的範圍為研究空間，主要是人的交流

都在期間，例如一日生活圈內的各項設施，即一個場景呈現

背後是需集結來自不同生活空間的人群；除此更應思考政府

與政府之間，或政府與民間組織團體之間的合作。

(七) 全球議題在地化：要能將影響許多都市動態的全球化改變與

當地認知的改變互相連結；如節能減碳、環保概念、居住正

義等不同面向的全球議題，都應在第場景形塑前加以了解，

避免造成居民的混淆與不理解。

三、聰明的衰退（Smart Decline）：

都市演進的過程中另一種都市出現的現象，如同，近年有

多處已發展成熟（或階段成熟）的城市人口驟減、產業衰退

及種種在規劃發展過程中未考量到的問題產生，而讓都市逐漸

衰退，經濟無法提升，人口大量外移，乃至公部門也宣告破

產，從1990到2000年間，多處百萬都市出現衰退。其中歐洲

都市是領導工業革命的先驅，但也是在21世紀初最先出現衰

退的都市，美國、日本的城市也有類似狀況。美國城市的衰退

現象出現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如Chicago、Detroit、Philadelphia、

Pittsburgh、St.Louis等。衰退年代在日本開始於1970年，1970

到1980是這些工業化都市的衰退高峰。1990年紐約、倫敦和

東京人口已穩定，許多工業化都市在1990年開始人口下降，

如東歐、蘇維埃等，特別是在經濟較落後的地區，如東德、烏

克蘭、波蘭等人口、出生率、壽命一夕之間下滑。「自然成長

和移民」是影響都市成長的主要因素，但依據研究顯示，經濟

和政治因素，以及技術、人為（造）和天災如颶風、地震和其

他天然災害等不同的顯性因素，也是牽動都市成長的客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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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這些因素共同交錯著導致人口的減少。如New Orleans 於

2005年8月Katrina 颶風後減少將近60%人口，從455,000減到

187,500；Detroit的人口也因都市衰退減少將近1百萬人。因應

城市人口銳減，經濟蕭條，同時維持都市的生活與服務品質，

以及必須存在的社會照顧。都市必須面臨轉變，及有效控制衰

退，演繹成為一個最適的規模，已經漸漸成為各都市重要的政

治問題。以下提供幾個案例，簡易的總整說明如何面對已經衰

退的城市經營：

(一) Lelnefelde—東德

從1990年開始東德的都市人口逐漸減少，人口減少的

幅度高達25%。為吸引柏林週邊的鄉村地區人口移入，政府

開始規劃投入「bacon belt」計畫，希望繁榮逐漸衰退的都市

空間。其中Lelnefelde被規劃為一個適合居住的地區，以提高

民眾生活品質為誘因吸引民眾移入。將閒置的空間規劃為開

放空間，整頓都市角落，並且降低民眾的負擔。而閒置的房

屋整理後成為可提供低收入民眾負擔的起的居住單元。對日

漸減少的兒童數量，政府也提供日間照顧中心，閒置的學校

空間轉換成為衣物收集中心、個人工作室、職業學校、太陽

能中心等。至於活動中心、多功能公園、居家游泳池、商業

中心等都和住宅結合或圍繞在城市中心，以增加使用率及降

低維運成本。市長Gerd Reinhardt 是關鍵人物「well-conceived 

solutions and high quality , instead of provisional answers」衰

退並非唯一的選擇。因此，政府大力投入閒置空間徹底的轉

型再利用，也事先透過都市規劃方式，重新盤點與整頓都市

空間，讓閒置空間轉換使用，降低民眾的生活成本，確可提

升了生活品質，讓都市維持生命的動能。

(二) Youngstown, Ohio—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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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stown 是一個以鋼鐵為主的工業都市，但從1970

開始因競爭和結構的改變，讓工廠關閉和民眾失業，導致

在20世紀中期人口從170,000減少至82,000。Jay Williams市

長說「我們本該有10萬人的都市，卻只吸引了8萬到8萬5千

人」。2010發展計劃目標為「強化公共政策投入」，及與

重要關係人如Youngstown州立大學，共同建立聰明衰退的程

序：

第一：持續支持投資部分地區

不要因為衰退而停止投資，但也須考量衰退讓投資變

成無底洞。聰明的衰退必須選擇聰明的方式持續投資，

Youngstown 選擇運用聯邦的金援協助在地居民能改善環

境，以降低居住成本，讓較低收入者能有機會移居都市。

第二：閒置的空間再利用

該地區運用了14,000個空車位和1,000單元空住宅所處

的閒置空間，改造成為供大眾使用的公共設施，例如：提供

給現住戶可以買得起的鄰居空間，加以綠化或使用。Hunter 

Morrison（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at 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說 「當都市的人口減少時，

就表示有更多的空間可以使用，你可以增加及提高土地價值

並讓它持續再發展，但不要走回頭路」，因此現住戶的空間

變大了，環境有隨之改善。

第三：完整的鄰里單元設計

都市內並非只有住宅型態，尚有其他必須增加其價值或

轉換不同的使用型態。例如：「潛在性的溼地必須保留」，

主要目的是留設未來發展的空間；因此在Youngstown也為未

來的使用與發展所需的擴張空間保留發展的彈性。讓未來的

發展有機會擴及鄉村地區，藉此亦可增加稅收的基礎。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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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規劃設置都市的供水系統，因應區域擴張需要，讓區域

內民眾共同負擔各項公共設施的費用，讓民眾所需負擔的稅

率相對調降，以減輕民眾的負擔。

第四：聯邦的關注與資源的投入

各地方的發展，部份屬於跨界或跨域的事務，都需要借

助於聯邦的協助，因涉及經費、法令與機關間的協調；其中

交通建設即是不可獲缺的重點項目，便利的交通系統可增加

投資和就業，進而帶動衰退的經濟；另外聯邦應定期檢討如

何增加稅收並有效分配稅收；在開發與保育並重的前提下，

當歷史性保存和再發展產生衝突時，應如何面對與解決，

也是藉由聯邦的力量可以協助的議題。針對正處於衰退的

都市，聯邦政府應該持續支持「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program」，讓民眾有工

作可重返社區；另外聯邦

政府應建構一個跨都市或

跨區域的合作平台，提供

更好的服務使得各都市間

相互支援讓各都市透過策

略聯盟或相互合作，形成

一個完善的經濟體，也讓

各都市已經走過的路可留

下足跡，供各界學習分

享。

(三) S.t Louis –美國

S.t Louis位於美國東

西處，也是美東與美西

貨物的轉運點，歷經200
Figure 1 Gateway Arch 凸顯了地區的意象 

10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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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歷史為美國早期開發的都市。因都市位於密西西比河邊，

早期仰賴河運，當運輸及人流的需求逐漸增加，改由鐵路取

代河運成為主要運具，相關重型機械工廠也逐漸聚集，是典

型工業帶動聚集的都市發展型態；然因應產業轉型，人口逐

漸移動，同時出現都市內的產業產生循環式的外移現象，運

河功能亦日漸衰退，部分都市核心區逐漸落寞，在地政府重

新思考都市產業再次轉型的可能。唯該城市轉型的空間並不

大，主要在於他沒有屬於自己的傳統產業，當早期工廠、煤

礦、運輸、轉運等功能都逐漸消失或被取代時，都市內的經

濟就開始衰退；起初市府有計畫以最少的預算將舊市區保存

下來，並逐漸引入一些消費型的活動與文創的單元，也逐漸

聚集了一些旅館，形塑為遊客參訪與消費的地方。但因為規

模有限，舊城區的活動仍以平日與假日的使用為主，而產生

活動量的差距，導致公共運輸系統無法普及的常態經營；加

上在舊城區旁邊的新的城市不斷興起，也讓收費或稅收較高

的舊城區內的商業活動逐漸移出。有鑑於此，市政府仍持續

以公部門的力量，不斷創造新的觀光產業吸引力，並鼓勵遊

客到舊城區消費；例如：市政府選擇在法院前的工人住宅地

區，以新的方式興建了Gateway Arch的亮點計畫，讓他成為

地區的新地標，並結合保留鄰近的舊式工廠與傳統建築，創

造觀光消費的起點。Gateway Arch---是一處為了凸顯地區的

意象所打造的建築物，St Louis 一直以來都是美國東西方城

市交通的主要的轉運點，在19世紀初為顯示地區在美國開

拓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建造了此座Gateway Arch；該地區是

早期運河和鐵路的集中地點，為此也建造了密西西比河上最

早的跨河鐵橋，由此可見當時地方繁忙的景象，雖然在鐵路

旁的工廠已陸續搬走，但仍遺留下來很多舊式廠房，部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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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轉換使用，成為年輕人聚集的場所，該城市也因此進駐了

多家五星級飯店，Gateway Arch已成為該城市重要的觀光景

點。在城市行銷上，已達到創造旅遊價值的都市能量。當然

該建物在興建時期，地方人士的意見分歧，部分人士認為，

該地區原有的建築物因此拆除，人們也因此被迫遷移，只能

拿為數不多的補償，加上原有的住戶多半是租賃在此，又因

靠近碼頭所以很多是工人住宅，但市政府為了興建所謂的

「都市意象」需強制拆遷原有住戶，對社會公平性而言，確

有值得討論的空間。原住戶屬於都市的弱勢群體，為了公共

利益而產生犧牲，卻相應創造了另一群人的利益，這過程似

乎在公共建設的效益論述上缺少了共同論壇的空間。

另外S.t Louis為振興地區經濟，選擇了已頗具規模的醫

療產業，運用已成形的醫療資源及結合有名的醫學院，創

造了獨一無二的醫療產業，注入新都市價值；因此，公部門

大力投入，增設並擴大經營為一處設施完善的醫療院區，吸

引周邊居民前往；為區隔服務對象，依據不同年齡層設計不

同醫療服務，例如規劃設置專門為小朋友服務的兒童醫療院

區，也成為美國東部地區重要的指標性院區。聰明的衰退，

除產業轉型外也是在為都市找尋新的生機，新的產業的移入

確實讓舊的都市注入新的活力。

四、當代都市發展遭遇的問題

當代都市是以「大都市」「都會」為其代名詞，將近100

年以上的現代化，都市已經擴張到無法想像的地步，同時也產

生了都市獨有的問題；工業化、商業化的生活帶動了都市化，

同時也帶起了都市問題的進化。如：世界趨勢已朝向節能減碳

的生活概念，依賴大型或小型汽車通勤，如今卻產生了交通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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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浪費資源、製造汙染等更多的都市問題，這問題也成為世

界各大城市、政府積極解決的都市發展問題。美國各大都市也

是如此，為了讓民眾生活更便利，減少汽車使用，大眾捷運系

統急速在各大城市擴張，因應都市空間使用有限，改變都市空

間的使用型態。都市空間儘量集中使用，也就是高密度使用，

而不以平面擴張方式，主要在於節省居民生活所需支付的成

本，公部門也藉此提供民眾更便利服務，滿足居民各樣生活需

求。這是在強調都市發展的100年前規劃者所無法想像的。綜

觀之，目前現代化都市所面臨的問題無外於交通、環保、公共

安全或使用的人、管理等問題，分述如下：

(一) 交通問題

都市內首要的需求是，來自都市內或外的居民所為的工

作、通勤、通學、消費所衍生的交通問題。很多已開發的國

家，都市發展已打破平面分散發展的型態，轉換成立體集中

有效運用，都是為減少民眾的交通成本的支出，減輕交通所

付出的成本與時間。現今有更多的美國都市排除以往所運用

的傳統單一土地分區使用概念，廣而推行混合的土地使用，

也是為減少交通所付出的個人成本。如同中國與台灣傳統聚

落型式，讓土地的利用走向立體的概念，使用也走向複合

式，這是以往土地面積超大的歐美國家所難想像的發展方

式。

(二) 人的使用問題

都市內任何設施都是因人而存在，所以針對身高150至

190公分之間，當獨自面對景觀時，縮小都市景觀元素以符

合人的尺度，這就以人為本的規劃的概念，讓人在使用的

感覺是舒適的，在摩天樓上蓋空中花園和將道路以大尺度重

建，都是以人為中心的使用轉念。又都市開發的過程大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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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龐大的硬體建設，使得樹木或水離我們遠去，因此，現代

都市更重視綠化和親水，思索著如何將大自然再度帶進我們

的都市空間。

以往都市規劃主要以產業發展為主，現代的都市規劃逐

漸重視人的使用權利，因此在空間的使用與規劃上，更以

「人」為規劃主體，例如讓出更多的行走動線，讓民眾都能

走路工作、走路上學、走路到生活所需的活動空間。現在

更多都市重新規劃或更新再造，都是以滿足人民生活所需為

主，在重新檢討或檢視都市空間問題時，人的尺度與人的行

為模式，成為規劃者優先學習與思考的基本要素。

(三) 經營成本問題

都市能持續發展主要取決於其能維持基本的經濟環境。

因此，都市規模越大相對經營成本也提高，且有時成本提高

是以倍數上升。最適規模的供需平衡是目前都市經營者需要

了解的。早期都市規劃首先預測其都市的規模，也就是人口

數，依據其人口結構提供必要的公共設施，設施的規模也

取決於人數的多寡，當然必須存在者城鄉的差異。但曾幾何

時，各大城市間在均衡發展議題下，每每出現過度的開發與

建設，在相對財務無法有效支援下而出現都市衰退的現象。

如同美國早期的工業城市「底特律」，早在15年前其經濟

已逐漸走下坡，主要因為地方產業衰退，又有人謀不臧的問

題，因此，該地方的衰退已重創地方稅收與各項產業發展，

最後演變成市府經濟破產的窘境。

(四) 環境保育問題

永續發展是近年來環保人士對國際都市所發出來的呼

籲，在國際研討會上各國學者也開始討論環境議題，而環境

議題的產生確實是因為人類過度使用環境資源所造成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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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不斷擴張與發展，產業不斷提升，環境議題就愈發重

要，從都市擴張而破壞綠地或森林，以及人類所產生的廢棄

物，不但破壞也汙染環境。人口與產業的聚集當然對環境產

生衝擊，從早期的水、空氣的汙染，到目前食物與產品的汙

染；近年來各項國際性環保策略的提出，可見永續發展的議

題發酵，讓大家不得不停下腳步檢視周邊的環境。例如「碳

足跡」在世界各大城市都已經納入相關產品的控管機制中；

「資源回收」也在各大城市推行，一方面減少垃圾量，一方

面可更珍惜資源再利用；可見城市發展與環境保育並重的觀

念也逐漸被重視。

(五) 公共安全問題  

只要涉及大眾的安全即可稱為公共安全。近年都市管理

也將都市防災納入，防災包括天然和人為災害。在天然災害

部分平時須有防災準備，如地震、颱風、水災等；人為的災

害則有火災、氣爆等等。目前各項災害的發展已成為複合

型。當地震發生可能同時引發火災、氣爆或其他連帶產生的

狀況。所以防災整備是一整套系統的規劃，很多都市均規劃

有緊急避難所，甚至教導民眾隨時須準備簡易的急救袋，平

時政府會進行宣導，如冬令時節讓民眾了解如何正確使用瓦

斯；低窪地在颱風或大雨發生時應如何疏散；建議土石流潛

勢地區資料配合氣象資訊快速通報民眾因應。

另一方面，從都市的空間設計或設施使用來說，設置在

都市內的設施也必須能提供民眾安全使用為原則，如公園內

的兒童遊樂設施就必須符合相關安全規範，在公共地域所設

置的設施如路燈、座椅、道路設計等都必須考量大眾使用的

安全性。

(六) 社會福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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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化的過程另外一項值得關注的是社會福利，過多或

不足的問題；當社會結構多元化，人口組合也相對複雜，因

此很多人與社會互動的課題因應而生。在台灣針對低收、老

人、兒童、殘障、單親等不同族群，有不同的社會福利。但

如何將經費提供給真正需要的人，一直是在執行面與制度面

檢討修正的關鍵。如現今美國紐約市，部分人士認為浮濫的

社會福利是財政上的盲點，例如獨老的就養，需查核申請人

三年內的財物，只要兒女出具棄養證明，老人家即可獲得政

府多項的補助措施。糧食卷、奶票都是社會福利下的產物，

雖然輔導就業，並每年都檢核，但仍有部分資源並無有效運

用。另外老人福利問題，如「托老中心」的運作，只要民眾

到中心簽到，除民眾自費部分經費外，其餘由政府依人數補

貼，但發現民眾可能一天去了好幾處，因此造成資源過度消

費，且民眾可隨心所欲的取得餐食，後來紐約市政府檢討使

用的方式，改以卡片方式登刷，以減少重覆消費的情勢。

同樣的狀況，在台灣社會福利中的四大津貼，也明確訂

定了標準，但在操作上確實無法全面落實獲得福利的標準，

也時常產生實際狀況不好的家庭得不到補助，而看似良好的

家庭卻是符合社福的補助標準，長久下去造成更多的資源分

配不均。

(七) 都市持續成長問題

21個世紀以來，全球各地一直探討著都市成長的模式，

並交相複製了不同都市成長的成功經驗，但在20世紀初因

為環境的不可回復，開發中或已開發國家對未開發國家的掠

奪，開始探討永續發展議題，這也是後工業時代來臨前大家

對環境問題的覺醒。都市的擴張，衝擊著環境永續，都市過

度開發所回饋的卻是產業逐漸蕭條、人口逐漸外移、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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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使用；因此，都市絕對不是無止盡的擴張，應明確掌握

各項自然生態系統、在地基礎經濟模式、合理的資源分配和

全球性的思維，形成在都市規劃的初期即須被納入思考的重

點，再規劃每項成長目標且界定出尺度，並且絕對需要目標

成長的控制，這都是避免前述各項過度集中或過度發展所造

成的顯性課題，也是在探討都市永續發展同步所面臨的議

題，以形塑與展現都市的最適規模及最佳組合。

小結：天燈的故鄉—平溪

Figure 2 新北市平溪天燈節 (圖:新北市政府提供)

新北市平溪是天燈的故鄉，走過成長與衰退，再度以天燈聞

名，是可成為一個典型的聰明衰退後，場景理論導入運用的實例。

該地區從早年鐵路通行的榮景，人口逐漸外移，將天燈由早期為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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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警示搶匪入侵的功能轉換成，如今心想事成許願的觀光意象，便

是將「場景理論」來自在地或重塑證明的認同，參與者分享擁有構

成一個成現實際或真實的場所經驗；以在地民眾、投資者、消費者

的角度，重塑空間或產業意義。例如：天燈製作不僅僅提供可讓

民眾燃起升空的許願燈具外，同時也研發出相關的天燈造型的產

品，提供不同態樣的就業機會，他還是可提供新銳設計、塑造時尚

風格、傳播文化理念和迎合某種品味的場域；在此沿著鐵路施放

天燈的那條街已超越了物質的範疇，上升到文化和價值的層面。

因此，以「場景理論」論述平溪的發展影響（1）場景重建的政策

涉及不同組織和各種人群（公部門、私部門；營利、非營利；居

民、遊客；保存、發展等）；（2）以整體的角度來協調都市設施

的建設（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3）給居民賦權（民眾

參與）；（4）吸引新的人群（旅人、新移民、投資者、學術研究

者）。這就是平溪在發展過程展現的「場景」意涵。

當然公部門是平溪再發展的引信，所以在全台灣都無法令規範

天燈釋放之際，新北市政府依照消防法僅公告平溪區為全市合法放

天燈的地區，以一個僅有5千人居住人口的地區，一年服務上百萬

的旅遊人次，這也呼應了在場景理論中合法的（Legitimacy）的概

念。

當在仰望天燈許願的同時，我們仍可討論其空間規劃是否符合

當地居民與遊客需求，以及外來投資者的期許；居民的需求、遊客

的需求及投資客的需求，往往是相互競合的，但某種程度確可相輔

相成，類此錯綜複雜的空間需求概念，將可作為都市設施首發檢討

的方向。平溪該有的公共設施是否足夠？以大眾運輸為例，在台灣

的小型都市時常因位居住人口不足，成本無法支撐效益，但反向思

考公共設施的服務目的是「便民」，那麼大眾運輸就可以採用補貼

或共乘的方式；至於醫療資源，人口老化所需的特別醫療照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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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結合行動醫療方式定時服務；林林種種，都必須思考不同的服

務方式，這才是為天燈故鄉所創造出的場景。

歷經多年的演進，平溪無法為一年僅舉辦幾場的大型活動或依

不同時令的遊客需求，改變其公共資源的分配，所以平溪在舉辦大

型活動的時候，就依照遊客的需求提供大眾運輸以解決遊客自行上

山的方式，並實施必要的交通管制。另外平溪應有別於新北市其他

地區，必須檢視其人口居住的密度、組成，所衍生的必要性的公

共設施項目和規模，同時一個偏鄉他必須注意的是道路是否完整串

連、山坡地是否安全、公部門的服務訊息是否傳至各家戶等，因此

所謂的城鄉的差別即在於此。

貳、規劃實務

理性規劃模式，是從事都市規劃最常使用的概念，它是透過對

都市基本資料的分析，建立模式，再透要件的推估，形成都市規劃

成果，期間也透過必要的規制與監督機制，達成都市發展的目標。

理性規劃提供了一個有系統的規劃流程：

步驟一：透過綜理現有都市發展狀況，找出須解決的課題與假設性

態樣與需求。

步驟二：彙整公部門與私部門的相關訊息，並納入社會各項因素，

評估分析各項資料實質內涵，真實反應都市的問題或現

象，並將訊息內化形成指標，以為訂定未來發展目標的依

據。

步驟三：大量收集相關部門計劃擬定部門發展目標；檢視該目標是

否得予完成或解決前項各種都市發展議題。

步驟四：相互回饋式的由「問題」或「目標」導向，及以由下而上

（botton up ）或由上而下（top down）訂定發展目標；依

據各項發展目標，研議並策定決策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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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依據決策性指標研擬計畫或執行方案；並評估決策發展個

案中之替代性計畫。

步驟六：選擇最佳方案執行。

步驟七：檢視執行績效及回饋修正執行計畫。這是一項滾動式的計

畫執行，每項執行方案均應有檢核績效的機制方能達成原

訂的計畫目標。持續的回饋與修正。

當然在理性規劃的過程中，應加入「市民參與」與「部門整

合」的元素，這也是早期理性規劃流程中所欠缺的；都市是由人組

合而成，除了專業的規劃理念外最重要的是民眾的感受，任何再完

美的計畫民眾無法感受或民眾不認同，相對會衝擊到執行目標。

都市規劃是一個綜合性的產品，從環境的供給面和人的需求面

形成一種空間的概念。都市環境的特質是必須被尊重的，環境的永

續更是目前各項發展主要的中心思想，在空間裡所容納的人和物，

就是透過規劃的手段合理安排和分配；因此，從環境承載、公共設

施的配置、住宅的需求和交通系統的規劃，都是都市規劃重要項

次，合宜的都市規模不僅讓居民享受真正都市化所帶來的便利性，

更讓公部門有足夠的時間、經費和能力去經營管理。但都市化至今

數百年，城市的格局也因為都市發展的需要從點線面，自小到大，

至超大，因此在實務操作上也產生不同的作法。

一、通案型的都市規劃

規劃既然是依據系統分析，解讀出所需要的面向，再依據民眾

參與的機制展現空間的概念，以目前都市的形態從小型的社區規

劃，到小規模的都市模式，到大型的都市發展以至都會型的概念，

都依賴規劃要素系統分析、計畫流程概念和監督與評估的過程。以

下就美國都市發展成效，擇選不同尺度的都市規模，以他山之石，

「人本」角度，提供一般都市規劃的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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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紐約市：

「解決個案問題，兼具持續創新與文化傳承」。

紐約是一個多元的都市，雖然在發展過程中因時、因

地、因人產生不少問題，但就一個已開發國家的城市經驗，

確實可為台灣都市規劃的參考。

曼哈頓是紐約市主要政治與商業活動的中心，紐約市內

包括聯合國的辦公室，與美國各邦交國的代表處，及聯邦政

府的相關單位，和華爾街的金融中心等，也顯示了紐約所面

臨的高度發展的需要與問題。現階段紐約的空間規劃有其因

地置移概念：

1. 保持高度城市意象的曼哈頓：曼哈頓是政商核心，日間人

口超過4百萬人，居住密度高，且有著新、舊城市意象，

中城區屬於多元族群，下城區富有高度文化意象；紐約都

市規劃分局為保持既有的都市空間意象，對地區的開發與

建築物造型與高度均有著相當縝密的審查機制，藉此有效

的維持都市內的天際線，及保持都市的建築風格。

2. 融合都市景觀與商業需求的大型看板：在Time Square所

見的大型看

板，是在都

市設計規範

中所明訂設

置的，也因

此讓該地區

的電子看板

成為地區特

殊意象，也

為建築物的所有權人創造了相當大的收益，所有人不惜投

Figure 3 時代廣場大型電子看版 10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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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經費改善看板品質，任何最新的高科技產品都能在時代

廣場展示。另外規劃局也藉此為該地區創造高度的光源，

讓每個角落都是明亮安全，也相對減少了政府投入街燈照

明的經費。

3. 社區積極的參與及容積移轉：都市發展最基本的單元「社

區」，在社區內居住或工作的人們才是都市永續發展最重

要的根基，因此無論都市如何更新或轉變，人們的基本需

求是首要被滿足的事項。紐約市都市規劃分局理解該事務

的重要，因此在辦理「容積移轉」作業時，社區必須充分

理解和投入整個發展的過程。為避免容積轉移後都市過度

集中，產生超高密度的都市空間，因此公部門是必須規範

劃設容許容積移入的空間，以及縝密的推算容積移入後所

產生的衝擊如交通、居住、生活和公共設施等，以開放透

明的資訊讓民眾理解未來的發展型態，透過不同的說明會

與溝通，仍須維持原本使用者的權益，不讓新產生的都市

活動取代原有的都市生態。

4. 公共利益是無法排他的，且必須面面俱到：尊重「人的行

為模式」是都市空間設計時非做不可事，讓任何一個公共

開放空間都是無法排他，讓任何一種設計都是以好的態度

對待每個人。舉例來說，「街友」一直是高度發展都市裡

一個無法解除的社會問題，也隨著都市化的過程更加的聚

集與成長，都市內部分的設施也因此長期被街友占據，除

影響都市景觀外，同時也會造成環境衛生與治安的問題，

在紐約即運用了設計的手法讓環境更人性，街友可能留置

的公共區域，運用設計讓日夜間都有不同的使用，除提高

使用率外，更可加長強使用時間，讓街友在民眾使用之餘

能暫時安置，類此運用設計手法讓環境是多元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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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照明與視線穿透（2）監視器的適度使用（3）社區

意識的凝聚（4）人性化的都市（5）精彩的小巷文化。

5. 結合地方特色的都市更新構想：都市更新的做法不僅限於

整體的都市空間重新規劃與引入新的發展契機，在紐約

部分地區仍以保留原有的建築風貌，轉型使用或引入不同

的產業模式，renew或remodel都是在更新過程中可以仔細

思考的方法。一棟建物拆掉重建不是唯一方式，如果在安

全無虞的情況下，併入現代科技和思維，讓舊的空間有了

新的生命，同時也讓生活在都市的人了解都市的歷史與生

命，那才是都市更新完成後被保留的永續概念。當然紐約

市也透過重新啟動規劃，以全新風貌改造方式，結合地方

力量讓部分發展較早，已走入低迷的的工業區或舊社區，

再次讓民眾看見與親近。

(二) 阿靈頓郡：

「Smart Growth概念」混合土地使用有效利用資源。

阿靈頓郡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鄰近華盛頓特區。阿

靈 頓 有

鑑 於 地

區 發 展

逐 漸 轉

形 ， 因

此 於 4 0

年前就引入Smart Growth概念包含：

1. 鄰近公共運輸節點周邊規劃高密度聚落。

2. 土地混合使用以提供居住、工作及服務更多選擇。

3. 基礎設施及服務效率最大化。

阿靈頓的smart growth與華盛頓特區地鐵系統息息相

Figure 4 阿靈頓主要商業及研發中心地區 1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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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亦正是因採取「運輸導向」的發展及多樣性的運輸措

施，阿靈頓被認為是Smart Growth典範之一。阿靈頓的Smart 

Growth，以『urban villages』概念重新將都市的發展脈絡結

合現在生活的模式做適度的分區調整，例如將住宅區規劃混

合使用（這是以往美國都市不常見的規劃方式），結合商業

與交通設施，以減少人們的通勤時間；以地鐵站結合沿線規

劃為發展軸帶，沿街商業及住宅混合使用，再往外為純住宅

區，讓居民同時享有住宅的寧靜，在短程步行距離內可使用

所需的商業服務機能，體現便利的交通服務。且各個urban 

village均有其獨特性，如Ballston主要以高科技、研究機構為

主，Clarendon主要為餐廳、夜生活為主，這些都是運用都市

更新的手法，將地區予以重新規劃，但在更新的過程中，需

將舊住宅區的人移入新蓋的公寓，而每人使用的單元也因未

必須負擔更新的成本而受限或縮減，這也是公部門在推動更

新過程中較大的挑戰。

阿 靈 頓 近 年 來 積 極 朝 向 智 慧 城 市 發 展 ， C o n n e c t 

Arlington即為阿靈頓郡期望成為一個智慧城市所進行的一項

主要計畫，該計畫主要係透過光纖網路建置提供更快速便利

的網路服務，初期以建立政府部門、公立學校及社區的系統

為主，逐步擴展到提

供商業使用，並與第

三方系統業者合作，

透過具競爭性的價格

優勢吸引更多企業進

駐或使用服務。在政

府機關間的合作運用

上，這個網路系統可 Figure 5 Artisphere內的黑盒子劇院 1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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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因應不同情況進行判別反應(4秒至4分鐘內)並快速聯絡相

關單位處理，如火災發生時，根據所在地的作標判斷距離最

近的消防隊，即刻聯絡迅速救援。

在地的文化、藝術與商業必須有效結合，阿靈頓也注意

到這是一個重要的傳承，所以在聰明成長的同時也必需兼顧

都市的文化延續，在市中心的 Artisphere即是一處表演場和

展覽場的複合式空間，它展現了一個都市保存文化的決心，

運用極富彈性的空間設計，得以因應不同的表演活動，塑造

為適合其使用的空間。該中心也結合地方人士，由在地居民

擔任志工，讓公共設施與在地社區結合，引入的不僅是參與

活動的人潮，也讓參與者同時也能認識社區，聰明讓投資

者、藝術家、參訪者與在地人彼此了解與合作。

(三) 華盛頓特區

「以小型地區(Small Area Plans)為基礎的特區生活概

念」。

華盛頓特區行政地位較為特殊，除了是首都城市外，亦

是聯邦政府所在地，基本上國會擁有特區管轄權，也有審查

通過特區政府預算及否決部分法規之權利。特區範圍內屬於

聯邦政府的土地及建物設施，其規劃使用由國家計畫委員會

(National Capitol Planning Commission)主導、其餘的則由特

區計畫辦公室(DC Office of Planning)規劃，因特區行政地位

特殊且範圍內很多聯邦土地及機關，以致特區計畫辦公室在

進行相關都市規劃會受到限制。特區的土地使用以綜合計畫

(Comprehensive Plan)為主要指導原則。又為彰顯地區發展的

差異性，強調民眾參與的過程，因此，在特區內整合鄰近的

鄰里社區單元規劃，以小型地區計畫(Small Area Plans)補充

或取代綜合計畫不足之處，雖然小型地區計畫可能涵蓋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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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鄰里社區，但透過與當地市民面對面溝通，界定出地區發

展的差異與發展機會，進而訂定策略性優先發展順序，訂出

更合適地區發展議題。特區計畫辦公室認為要能成為一個具

全球競爭力的城市或地區，需具備以下特質：

1. 具備獨特性的鄰里或社區(Distinctive Neighborhoods and 

Districts)

2. 擁有多元化的運輸工具(Multiple Transportation Options, 

Including Transit)

3. 適宜步行的都市氛圍(A Walkable Urbanity)

4. 綠色及永續發展措施(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actices)

5. 社會與經濟繁榮共享(Shared Social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6. 有品質的生活環境及易於接近大自然(Quality Environments 

and Access to Nature)

華盛頓特區小型地區計畫規劃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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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華盛頓特區運用一種特殊的小型區塊的規劃過

程，讓特區內無論是居民、工作者及聯邦部門有均等機會表

達意見，同是也提供各界了解空間規劃的真正意涵。把一種

複雜度極高的空間規劃技術，轉換成人人都能表達意見，且

受到必要監督的都市發展策略。

(四) 芝加哥：

「兼具傳統與現代的都市典範」。

芝加哥是都市規劃的先驅者，除了在都市計畫學術領域

的成就外，在都市空間設計也是各大都市仿效的對象。芝加

哥是一個商業活動僅次於紐約、華盛頓，排名全美第三名的

繁忙都市。也是一個沿著河岸發展的城市類型，芝加哥河的

兩岸為主要產業活動地區，也有相當多設計新穎的建築物，

同時也保存了各時期重要的建築典範；近年芝加哥的建築

設計，隨著20世紀的新思

維，也逐漸走向環保與綠

能概念，如收集雨水循環

使用，使用太陽能供電系

統，還有規範各大樓電梯

使用樓層，及大樓的供電

和空調、綠屋頂等，都相

關到位的實施節能減碳的

環保作為。芝加哥的都市

空間是以「人」為優先的

規劃理念，主要特點有：

1. 在都市內各棟建築物之

間設有開放空間供民眾

通 行 （ 該 空 間 只 能 步
Figure 6 芝加哥建築物間寬闊人行路廊

10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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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連腳踏車都不能允許）；建物是依照原本基地的地形

地貌興建，有計畫的將地面串聯，讓人們在行走時不會因

為不同高層而感覺不便，且各棟建物間也巧妙的運用空橋

相互連接，在大家共同合作下創造讓人行的開放空間更舒

適與安全。

2. 人行道與開放空間的鋪面簡單易維護，色彩和材質均相互

配合，豐富整體感；且路面平順，採用大型預鑄型的水泥

板塊，讓行人不需顧及地面順暢行走，一併處理了無障礙

問題。

3. 都市內的排水道，無論是主幹道或是道路兩旁的支線，都

設置很深，確實考量一個河濱都市需注意的排水課題。

4. 車行的陸橋也都同時設有人行專用的空間，人車分離確保

行人安全。

5. 貼心的社區空間

(1) Wicker Park：

位於離芝加哥約20分鐘的社區，由私人捐贈了一處

wicker park而得名，為早期歐洲移民聚集社區，歷經落

寞而重新藉由社區民眾自覺而改變的社區。目前該社區

聚集了一些文化創作者，也有多位藝術家進駐，發展活

動以文創產業為主，有多處小型的工作室，因造訪人潮

增加而吸引了更多的餐廳與消費商店的投資。

在Wicker Park公園內，還貼心規畫專為遛狗人士和

狗狗便便專用空間，且有兩道門的設計，讓狗和主人不

會影響其他公園的活動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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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Wicker Park 為遛狗人士規劃的遛狗場 103/4/17

(2) Pilsen：

位於芝加哥西邊，早期主要以墨西哥移民為主，是

工業的聚集地。目前仍有相當多的產業聚集如汽車業、

倉儲業、製造業等。街道以棋盤式設計，街上仍有很多

穿越型的交通與運輸的大型貨櫃車。不過居民聚集的社

區卻能排除大型輸運車輛的進入，讓穿越型的交通在主

要道路上行駛，棋盤的內部則為鄰里街道。該地區的主

要街道增設有以「太陽能結合風力」為能源的路燈，於

人行道上也設有綠化透水層，讓街道的水可流入地下，

如此一處工業集中的小城，也已開始意識到環保永續的

重要性。

二、再發展的都市空間

城市經過百年的演進，由農業城市因工業革命而轉換成工

業城市，再經由經濟的發展轉換成商業及服務型的城市；這是

經驗法則也是各大小都市所呈現的發展歷程；但有多少個城市

是順利轉型的？答案是未知；因為每一個城市都是透過不同的

策略轉變與定位的轉型重新出發。在都市轉型的過程中，都會

重啟部份空間的再度利用，依據城市現況需求或創造新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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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再度投入新生命力（新氣息）於閒置的場域，這些新的

生命力，不一定是全新的事務，也可能是留存在居民心中已久

的回憶，再度重新包裝。所有再發展的契機最終取決於「人」

的因素，無論風險為何，只要凝聚在地共識，找出在地化特

質，創造公部門服務的效能，才能開啟再發展的第一步。

(一) 閒置空間再利用

在國際各大都市，會因為發展模式改變或使用性質轉

型，更有因為政治承諾，或隨著發展潮流，所遺留的閒置設

施或空間。早年是由農業設施轉化成工業設施，再由工業設

施轉變為商業設施，當商業或產業再度落寞時，就必須找尋

新的都市產業契機，透過不同活化手段，引入不同的商業模

式，吸引民眾再度走入活化空間，近年最常運用的，是將空

間開放讓休閒、運動、觀光來帶動新契機，再適度與結合地

方文化產業，規劃文化創意與行銷活動，讓民眾重新認識，

不進行大改造，以公共安全為優先，保留開發彈性，並以減

少環境衝突與永續經營為概念，這讓活化後的空間大受歡

迎。都市的轉型已成為現代都市規劃者或經營者最重要的動

態管理概念。

1. 鐵路變成高架公園(High Line Park)

在紐約的下曼哈頓地區，因該地區的發展具備臨近水

岸的方便性，早期是提供紐約或其他地區的主要肉品廠。

隨著都市的擴張與產業結構的改變，早期興建的鐵路與倉

儲式的建築，已成為閒置的設施。如何再利用搬運鐵路所

遺留下的歷史脈絡，成為市政府再造紐約市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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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High Line Park 離地30尺的空中廊道，有多個出入口。 103/12/1

又因該地區有大量運輸的需求，所以在1930年興建

高架鐵路，避免大型的疏運影響當地的道路交通，也考量

兼顧街道安全，該鐵道規劃串連區內的各商家的廠房，確

實極盛一時。但經過數年，因紐約產業發生質的改變，

肉 品 產 業

漸漸式微，

鐵路輸運在

1 9 8 0 年 停

止運轉。當

時各方均很

關心並討論

該高架的存

廢，因主要
Figure 9 High Line Park 利用原有鐵軌改造為步道。

10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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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與土地都是屬於私有，後經地方人士的奔走才取得

紐約市政府的協助先出資約5千萬美金（第一期約1億5千

萬美金）辦理第一期的修繕。全案於2006年開始規劃，

第一階段在2009年6月9日完成，第二階段在2011年春天

開放，目前全線設置4處電梯入口及9處階梯出入口，第

三階段The Rail Yards結合車站（串連到紐澤西），已於

2014年完成，高架公園範圍延伸到西34街，後續隨著地

鐵7號延伸線的興建，可串連Meatpacking district、West 

Chelsea、Javits center和Hudson Yards。

高 架 公

園 全 長 達 1

公里，聯繫

著曼哈頓西

側 3 處 鄰 里

社區，離地

面30尺的空

間廊道，可

提供民眾休

閒、觀景、腳踏車使用，但是不允許帶狗進入。該廊道雖

緊鄰旁邊的建物，但除規劃的入口處外，無任何可與鄰近

建物銜接的廊道，以利管理；廊道上的照明主要採地面照

明方式，避免燈光造成行走時的視覺衝擊，並適度規劃可

供休憩與賞景的平台或階梯，讓空間使用更加活潑。另在

第23號街處的草坪更提供一個綠草的開放空間，為了維

持該草坪，規劃固定的時間（星期一、二）養息不開放參

觀，同時也會在大雨或大量使用時加裝坡璃罩以保護，以

維護品質。

Figure 10 High Line Park 全長達1公里。10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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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架 公

園 興 建 及

相 關 維 護

管 理 經 費

由 非 營 利

組織Friends 

of the High 

L ine自行募

集與營運，

該組織係於

1999年由當地二位居民Joshua David and Robert Hammond

啟動籌組，希望轉變成像法國巴黎Promenade Plantee一樣

的公園、綠帶。目前每年吸引超過4百萬人次造訪，並持

續保持免費供民眾使用。高架公園的興建除為地區增加

工作機會，所經過的三個主要里鄰單元the Meatpacking 

District、West Chelsea、Hell's Kitchen/Clinton，早期多半為

工廠或交通設施，但如今已改變成為畫廊、設計工作室、

零售商店、餐廳、博物館或住宅。其中the Meatpacking 

D i s t r i c t 在

1900年時有

超過250家

屠宰場和肉

品包裝場，

但當公園完

成後，這些

有著1900年

風格的建物

Figure 11 High Line Park 具獨創性的線狀公園 103/12/1

Figure 12 High Line Park 觀景平台 10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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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鵝卵石、低矮建物）均已成為有地方特色的餐廳、俱

樂部、設計或攝影工作室、精品店。

此外，紐約市政府為配合高架公園的再利用制訂了特

定西雀爾西地區變更計畫，主要計畫重點：

(1) 將High Line轉變為一個具獨特性的線狀公園。

(2) 提供興建更多民眾負擔得起的住宅(affordable housing)機

會。

(3) 保存西雀爾西廊帶。

(4) 鼓勵有活力的土地混合使用。

(5) 確保新建物形式與週邊社區特性及High Line規劃案互相

融合。

該 變 更

計畫透過運

用建物容積

率、街道牆

面寬度、建

物高度及劃

定容積移轉

地區等規劃

方式進行管

制，以塑造

符合地區居民使用之公園及發揮帶動地區發展的功能，迄

今依資料顯示，週邊有超過30個已完成、興建中或規劃中

建案在進行，已完成或興建中有150萬平方英尺面積供住

宅使用、70萬平方英尺供商業使用，有1476個新建住宅

單元（包含132個affordable housing units），截至目前還

在持續增加中。

Figure 13 餅乾工廠改建而成的切爾西市場，已成為紐約

重要觀光景點之一 10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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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碼頭變成多功能的水岸設施

親水的東河水岸計畫(The East River Waterfront)是

2001年911事件過後，為了重振紐約市的經濟發展，聯邦

及紐約州政府提供了重建基金給紐約市政府進行相關地區

建設，The East River Waterfront即為其中一個計畫案。The 

East River Waterfront是透過民眾參與所選擇優先辦理的地

區更新規劃，由紐約市政府都市規劃局曼哈頓分局辦理，

經費總計美金1億6千5百萬元，範圍南至 Battery Maritime 

Building、北至Montgomery Street。

Figure 14 Pier 15 上層為具有綠意的休憩開放空間、下層為酒吧103/4/5

「碼頭」一直是曼哈頓發展很重要的資產，雖然部分

的碼頭在都市發展的過程中陸續消失其功能，但確實長存

著一種都市發展的記憶，該水岸長度約2英哩，分局以更

新的方式重塑其使用定位。囿於經費有限無法整段施作，

分局先參照該地區土地、建物及週邊建設案期程，進行規

劃分析，讓工程進度得以配合私部門的投資時效，展現整

體的改善效果。全案發想開始於2004年，整個規劃團隊

包括建築師、都市規劃師、景觀建築師和工程師，期間並

和在地的居民、社區團體及社區董事、租賃代理、市民領

袖、海事專家和地方選舉人士等，召開無數次的討論會及

公聽會，讓民眾提出需求，最後定案的版本雖然與原先的

規劃草案差距甚遠，但絕對是民眾與公部門共同想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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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成果。大家的共識主要是增加水岸週邊可供大眾使用的

設施，如文化、運動休閒、福利設施等，並針對大眾使用

的休憩設施也依照民眾建議，必須考量舒適度；單就本項

設施舒適度的研商，已經造成兩極化的討論，因為過於舒

適將引入更多的街友，間接導致長期被街友占用，但如果

使用舒適度不足，週邊的居民特別是老人和小孩，將會降

低其使用率；經過多次的意見交換，才完成目前的狀況。

東河水岸計畫第一階段於2011年夏天開放，包括Bar 

& lounge seating 、戶外空間及狗狗活動區，如Pier 15上

層即規劃為一處具有綠意的公共開放空間，並配置休閒座

椅，讓民眾可以悠閒地坐下來欣賞東河及其沿岸景觀，下

層為酒吧，

提供民眾夜

晚漫步之後

可以坐下來

觀賞夜景及

享用飲料美

食。第二階

段 於 2 0 1 1

年 秋 天 開

放，提供較好的Manhattan and Brooklyn 的天際線；接下

在2013春及秋季都陸續開放部分地區提供更好的使用區

位，Pier 35將是第三段區位，從2013年開始，2014年6月

完成。

東河水岸計畫的主要思維在於永續—考量的重要環境

因子不外乎開放空間、水質、能量和氣候變化；例如：路

燈可轉換為低耗能、設置可長期使用的設施、再生材料的

Figure 15 Pier 15 上層開放空間 1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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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在景觀上使用低維護成本的植栽、雨季的水量保存

運用在不同植栽空間等。該計畫規劃原則：

(1) 創造一個舒適度很高且穿透無死角的開放空間，讓民眾

隨時願意走進與使用，提高每一個人使用的機會；也解

決以前長期被街友占用的問題。

(2) 運用漲退潮創造一個讓民眾可以親水的階梯，並設置安

全護欄，提醒民眾應該注意的水深，同時也規劃小型廣

場讓民眾可於此相互交流及舉辦活動。

(3) 充分與民眾溝通，規劃者能充分理解民眾的意見，也許

呈現出來的成果並非原始規劃單位提出的方案，但是

規劃者必須以使用者為優先考量，輔以專業的判斷與理

解，實現民眾的期望。

(4) 該處的碼頭是城市發展的見證，因此適度維持原有的碼

頭設施，保留發展的痕跡，並在許可的範疇內增建雙層

碼頭，以加強碼頭的實用性而不會破壞原有設施。

(5) 將人行空間儘量增大，除保留原有的人行寬度外，透過

規劃設計將人行道旁的道路亦納入人行範圍。

(6) 在修築碼頭的同時，考量生態環境，除碼頭區儘可能的

綠化外，在水岸邊的護坡及防波堤，採用生態工法，讓

水生動物得以棲息。

(7) 適度創造營利性空間提供廠商進駐，其收益可挹注於後

續水岸維護管理，亦可吸引民眾、帶動地區發展。

(二) 都市空間使用以「人」為出發點

傳統的都市計劃是先確定都市發展需求，如人口數、產

業型態、空間使用的需求等，據此配合必要的公共設施或公

共建設；自20世紀以後，都市發展不僅止於人們的需求或產

業的提升，在環保意識逐漸抬頭之際，規劃者首先必須了解



第一篇　都市規劃 ��

發展對環境的衝擊為何？環境的承載量和永續發展成為在環

境規劃中最重要的議題，「如何減輕發展對環境的衝擊」成

為現在都市規劃過程最令人重視的議題；空氣汙染的指數、

水的供應量、垃圾的製造量、甚至碳足跡的研究等，省思都

市發展對環境的影響；永續發展的概念持續發酵，也搭配今

日科技進步提升到環保建材、水的循環利用、LED節能省電

的裝置等不同面向的探討，就是以人為出發點反省，減少開

發對環境的衝擊，另一方面也滿足使用者「人」的需求。

1. 開放廣場空間計畫(Plaza Program)

紐 約 的

開放廣場計

畫即是以人

為出發點的

都市空間改

善 規 劃 ，

是紐約市政

府交通局在

市長的支持

下，希望為紐約市的市民及觀光客在有現在的空間內規劃

出可提供民眾休憩的開放空間，規劃目標希望只要在紐約

市「行走10分鐘內」就可看到一處好的開放空間。交通局

並與非營利單位合作，只要在紐約市區內，屬於交通流量

低的街道，都可納入規劃使用；而且這些非營利單位可自

行選擇希望在哪個區塊，規劃何種形式對不特定大眾使用

的開放空間，而使用管理亦可結合社區的力量，有效的經

營與管理該項設施。假設非營利組織只選出區位，那麼交

通局就會負責設計和興建，優先考量敬老席，設施有桌、

Figure 16 Union Square 開放廣場空間農產市集 1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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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樹木、植物、燈、腳踏車架、公共藝術、飲水等基本

配備，部份地區交通局結合地方的藝術家，讓藝術或文化

的展覽不定期的在開放空間中進行。

Herald Square、Union Square、Time Square、Broadway 

Plaza等都是因應本計畫而產生的開放廣場空間，主要運

用既成的道路規劃出僅供行人使用的空間，道路的舖面也

無需重置，部份地區是以地面顏色作為區隔，在最小的成

本下進行該

空間開放規

劃；而空間

的釋出，也

可同時解決

都市內主要

民眾聚集的

商業地區交

通擁擠及不

利行人通行

等問題，均可獲得全面的改善。部份地區僅以簡易的鋪面

和增設街道家具（如桌、椅、花台、路燈等），甚至部分

的鋪面仍維持原有道路的路面，以指標方式標明，讓民眾

及車行適應，等待使用者均習慣使用及大眾理解狀況後，

才考量投資必要性硬體設施改造成為永久性使用。也因此

設置後的車行動線，部分路段因此必須改為單行；目前主

要曼哈頓地區道路多為單行道。 

以Union Square 為例，原本就緊鄰公園，運用既有的

道路空間將公園邊的人行道加寬，甚至將公園的區域釋

出，結合為廣場使用，讓農產市集使用面積，得以有彈性

Figure 17 Union Square 部分道路退置規劃為自行車道及

市集卸貨空間 1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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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的運用，藉此也活絡了公園，在春天就開始規劃不同

的活動吸引民眾參與。至於Time Square 目前左右兩側的

開放空間仍有部分保持原有道路的鋪面，尚未決定它的使

用方式，仍存有不確定性，目前只針對，較無影響車流的

部份道路完成新設的舖面，讓廣場的場域與道路有較明確

的區隔。Herald Square 因緊鄰大型百貨公司，因此由該地

區的商家認養，並設有小型的遊客資訊中心，廣場內設置

的綠化空間設有圍籬，不屬於24小時開放，這也是紐約

對公園（開放空間）的不同管理概念，部分地區因安全的

因素，公園或開放空間不開放夜晚時段，以避免治安的死

角。Times Square Plaza（位於45-47街的百老匯），管理

單位為Times Square Alliance(時代廣場聯盟)、Herald Square 

Plaza（位於33街到34街的百老匯）管理單位為34th Street 

Partnership(34街夥伴組織)、Union Square Plaza(位於14街

的百老匯)管理單位為Union Square Patnership，均屬非營

利組織。

2. 百老匯林蔭大道(Broadway Boulevard)計畫：

百 老 匯

(Broadway)

曾是紐約市

最繁忙的街

道之一，其

道路形狀不

規則地穿越

過曼哈頓地

區，長久以

來一直存在

Figure 18 Herald Square 部分道路規劃為提供座位的人行

廣場 1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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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擁塞問題，加上行人多、人行道空間狹小，影響行人

安全外，並造成周邊工作和購物環境不舒適性，同時對都

市救災工作產生影響。因此，紐約市政府交通局決定以

「人行為主要原則」重新規劃設計這條廊道，而且該計畫

改善的不只百老匯街道本身，還包含鄰近的道路，如透過

調整迴轉道、停車規定及號誌時間等，讓周邊地區交通網

絡更加順暢，其中改變最大的就是經過時代廣場和哈洛廣

場的百老匯區域完全封閉禁止車輛通行。該項計畫開始於

2009年，分2階段進行，2009年先進行23街以北的改善、

2010年進行14街至23街的改善，起初只是進行短暫性、

低成本的街道改善，後來隨著成效愈見卓著，最後變成永

久性計畫。整個百老匯林蔭大道計畫改善範圍從14街的

聯合廣場(Union Square)往北經過麥迪遜廣場公園(Madison 

Square Park)、哈洛廣場(Herald Square)、時代廣場(Time 

Square)一直到59街的哥倫布圓環(Columbus Circle)，長約

2.3英里。改善重點及成效：

(1) 整體面向：

A. 依交通流量簡化十字路口的交通模式

(a) 在不增加車道的原則下，於大量車流或商業活動

強的區塊，封閉百老匯與其他道路交口之車輛通

行，採單向行駛為主。

(b) 加長行人穿越十字路口的時間，以及改變行人穿

越十字口的方式。

B. 強化號誌管制功能，增設轉向及迴轉規定，取消路邊

停車，亦不容許在交通繁忙路段臨時停車，區內商家

的載貨車流必須停放在容許的卸貨區。

C.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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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檢討行人和車行等候紅燈的時間，讓行人有較長

的穿越路口的時間。

(b) 剛開始也許讓商家無法方便載貨，但經執行一段

時間，商家也逐漸認同該方式，同時減少了商家

貨運成本的支出。

(c) 對於初次造訪的遊客方便度極佳，不容易迷路。

(2) 23街至59街的百老匯：

A. 在時代廣場、哈洛廣場和麥迪遜廣場花園，增設街道

傢俱，讓人行廣場空間更符合使用者需求。

B. 於行人與車行可分流的地區，加設自行車道，方便民

眾使用，以鼓勵民眾使用自行車。

C. 成效：

(a) 點至點(Point to Point)的交通時間改善。

(b) 汽車駕駛人和乘客受傷件數降低了63％。

(c) 行人受傷件數降低了35％。

(d) 時代廣場的行人數量增加11％、哈洛廣場的行人

數量增加6％，而且在這2地區的行人停留時間更

長。

(e) 由於此改善計畫提供了足夠的人行道及廣場空

間，使得以往無處可走而需走在車道的行人變少

了。

(3) 14街至23街的百老匯：

A. 將2條車道、2條停車道及1條自行車道重新改善為1

條車道、2條停車道及中央分隔島保護的自行車道。

B. 東17街從雙向道變成單行道、增加自行車道和人行

道，並利用植栽或盆栽方式，將車道區隔。

C. 在原街道空間上創造人行廣場、延伸百老匯與東17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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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人行道角落空間、取消原路口轉向(迴轉)規定。

D. 提昇該地區自行車和人行設施水準，包含與車道分離

的自行車道、縮短行人跨越十字路口的距離。

E. 成效：

(a) 在19街與20街之間的百老匯行駛的車輛中，其

時速超過30mph限制規定的車輛數從28％下降到

12％。

(b) 平日使用自行車的數量增加16％、假日使用自行

車的數量增加33％。

(c) 屬於穿越行交通，如在公園大道和百老匯匯合後

南行的交通量仍維持現狀。

(d) 第六大道至Irving place地區的18街上的分隔島車

流速度改善14％。

(e) 公園大道北行及南行車流速度仍相對維持不變。

(f) 在地區調查中，74％回應者表示喜歡這項新的交

通改善計畫、20％的企業主/經理人認為該計畫改

善商家生意，且沒人認為對他們的生意有負面影

響。

三、轉型發展的都市

都市的衰退牽動著整體都市的經濟，當城市出現惡性循

環，人口外移、稅收降低、環境破壞、產業經濟日漸萎縮的現

象，便顯示已走到尋求改變的時候，當然有些都市會自然而然

的在成長中逐漸轉型，但大多城市卻因此而蕭條，唯一讓都市

再發展的契機就是「再轉變」；這種蛻變的案例是必須投入新

的概念，且改變後的都市並不是不會再發生問題，可能產生與

以往不同的事件，也更證實了都市發展的動態翻轉，在不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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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產生不同問題，不同人口結構也會有不同社會需求，「動

態-滾動式的管理概念」是現今市政決策單位面臨的考驗與學

習的課題。以下回顧21世紀國際大城轉型個案，雖然這些都市

在衰退過程中曾經再度崛起，也完成階段性的使命，但聰明的

衰退是必須經的起時間的淬煉。

(一) 韓國首爾-清溪川

長久以來清溪川一直擔負著首爾市區主要排水角色的功

能，即便1950年代修建的清溪川覆蓋構造物及1970年代興

建之高架道路使其隱密不見天日30-40年。2002年首爾市長

李明博上任，考量高架道路及混凝土橋面結構年限已久，有

安全疑慮，且國際社會對環境保護、生活品質及人本環境越

來越重視，希望透過清溪川復原工程讓其重新成為乾淨、多

樣化生物棲息的河川，並發掘復原周邊地區歷史遺跡、及創

造讓民眾可親近、悠閒漫步的休憩空間。該計畫研議期間曾

遭遇週邊攤販抗爭安置問題、首爾市政府也召開超過4000

次會議與專家、當地商家、團體組織及民眾開會討論建立共

識。清溪川復原工程主要係將原高架道路拆除、讓該段清溪

川重現在民眾面前，工程於2003年7月動工、2005年9月完

成，施工範圍從首爾市區的清溪川路-太平路(Taepyeongno)

到東大門~新踏鐵橋(Sindapcheolgyo))和三一路及其週邊地

區，長度5.84公里，工程經費約386,739,000,000韓元(折合

新台幣約106億元)，該項工程締造了幾項韓國城市規劃史

上，首次出現的永續環境議題：

1. 沿著河岸打造一條長達5.84公里，便利且安全的供行人、

自行車族悠遊通行的東西向連續綠帶；也藉此營造一個讓

野生動、植物能不受干擾優質的生態環境。

2. 全區可連結5條地鐵線及18條公車路線，讓民眾方便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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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連繫；又為增加綠廊道內的串連，興建了12座人行橋梁

和10座人車通行橋梁，將人車分離，以維護交通的通暢和

安全。 

3. 將中浪川(清溪川最後流入此)和漢江交會處的溼地規劃為

一個生態保護區，以延續完整的生態系統。

4. 無論在豐水期或枯水期，都應該維持清溪川的水量，因此

於漢江規劃幾個抽水站，將水抽水注入清溪川，以維持河

川水流穩定及平均深度達40公分。

5. 在沿河的29個地點種植柳樹、或規劃淺礁及沼澤等，創造

讓魚類、兩棲類、鳥類和昆蟲類能棲息的環境。

6. 依照地形於清溪川及浪川匯流處設置一個魚類產卵區。

7. 打造垂直的梯田牆，讓遊客可以體驗水位的變化，也可提

供防洪功能。

8. 以天然石頭打造串連河川兩岸的通道，一方面讓有冒險精

神的遊客可走在上面體驗，一方面也可調節水流速度和水

位。

9. 復原工程所需材料都是從拆除的高架道路和混凝土橋面結

構物而來，所有廢鐵和95％廢棄混凝土及瀝青都是再利

用。

除了創造永續環境外，清溪川復原工程更為其周邊地區

帶來了以下效益：

1. 交通效益：

(1) 將首爾地區原以車行為中心之交通模式，轉變為以步行

和大眾交通為主的交通模式，也為韓國的都市更新帶來

良好的示範作用。

(2) 提高首爾地區公車和地鐵的載客率。

2. 環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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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了清溪川生物多樣性，依據調查顯示，該地區的植

物、魚類、鳥類、昆蟲類等種類都比復原前增加。

(2) 減少都市熱島效應，沿河4至7個街區的溫度均降低。

(3) 減少週邊地區空氣汙染，降低週邊地區民眾感染呼吸道

疾病之機率。

3. 經濟效益：

(1) 週邊地區地價上漲，相對於首爾其他地區增加2倍。

(2) 因環境改善週邊地區商家增加，也吸引大型企業進駐，

連帶著銀行、旅館等服務性設施相繼移入，總體的經濟

活絡也同時增加了工作機會。

(3) 每日吸引近64,000人，刺激消費行為，當然就提升地區

經濟收益。

 多年之後，清溪川因為聲名大噪每年造訪的觀光客大增，也

導致周邊 交通日漸增加衍生沉重的疏運負荷；又加上清溪川

雖然引入是上游的水源，但因兩旁的建物林立，使用多元，

也造成水質維護的難題，每年必須投入相當大的經費整頓兩

旁的開放空間與水質，這是當初規劃建設無預見的問題。

(二) 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

1994年以前，波哥大毒品及貪污問題嚴重，謀殺率也

很高，是拉丁美洲最糟糕的城市之一。1995年迄今，波哥

大在歷任市長的治理下，在政治文化、社會、經濟及環境等

方面產生了很大的轉變，不僅犯罪比率大幅降低，而且也成

為拉丁美洲最吸引企業人士經商的城市之一。在這個轉變的

過程中，以2位市長安塔納斯莫克斯(Antanas Mockus)和安立

奎潘納羅沙(Enrique Penalosa)的施政影響最為顯著，他們有

遠見、好的管理技巧及優秀工作團隊，致力於改變波哥大的

公民文化，建立一個不分社會及階級背景、人人都能享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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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環境優美之公共空間的城市，而相關施政或政策融入了

文化及美學特質，亦造就了過去20年來波哥大都市復興的基

礎。以下就綜理兩位市長對波哥大的改變策略：

1. 安塔納斯莫克斯(Antanas Mockus)：於1995-1997及

2001-2003擔任波哥大市長。在1995年擔任市長前，他已

經是一位擁有數學及哲學雙碩士學位的學者，沒有相關

政治經驗。其施政主軸是打造一種新公民文化(Culture of 

Citizenship)，透過結合藝術、文化及創意的策略方案來教

育民眾對公民事務產生認同感、自我約束、互相尊重、認

知自己的權利及義務。安塔納斯莫克斯幾項有名措施如

下：

(1) 交通改善：

A. 廢除了被詬病已久的交通警察體系，因為他們常被民

眾認為是「貪污」的警察。市長大膽雇用420個默劇

演員，透過演員模仿或戲謔不遵守交通規則的行人或

駕駛人的行為，透過媒體的散播，運用社會教育，協

助引導行人如何安全且手法的穿越馬路，教導駕駛人

應繫安全帶，以及開車不要亂鳴喇叭等正確的交通觀

念。

B. 製發卡片給民眾(一邊紅色、一邊白色)，鼓勵民眾仿

效足球比賽裁判，如看到行人或駕駛人有不對的行為

就秀出紅色那面，看到正確或有禮貌的行為就秀出白

色那面，運用社會的整體份圍來鼓勵守法的行為，和

譴責不守法的行為。

C. 要求在發生交通事故造成行人致死的地點畫上星星記

號，以資警惕。類此種種措施使得波哥大交通死亡

人數從1993年的每年平均1300人到2003年每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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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人，減少超過一半。

(2) 預防暴力及降低犯罪率： 

A. 啟動「胡蘿蔔法案」(Carrot Law)，要求每家酒吧及娛

樂場所在午夜1點前關閉，減少民眾因喝酒造成的酒

駕或暴力問題。

B. 運用「預防暴力疫苗」，是一種心理治療的方式。讓

被害人將加害人的面孔畫在氣球上，然後將氣球爆

破。

C. 舉辦自願無槍日，鼓勵民眾放棄攜帶手槍。

以上措施使得波哥大被謀殺人數從1993年的每100,000

人有80人，減少到2003年每100,000人為22人。

(3) 其他：

A. 在供水短缺期間，運用電視媒體節目宣傳，例如在節

目中演出：當全身塗滿肥皂洗澡時，水突然關掉的實

景畫面；讓民眾理解正確使用水資源的觀念，另外也

配合提供相關經濟誘因讓民眾省錢，藉此要求同時教

育民眾應節約用水。該措施讓用水量比缺水前減少

40％。

B. 啟動「女性之夜」，安塔納斯莫克斯認為如果讓市民

看到街道上有很多女性走動，就會感覺這城市比較

安全，於是他建議在女性之夜當晚男性留在家照顧小

孩，女性則外出到酒吧或參加露天演唱會等活動，而

且當晚負責的警察總指揮也安排是女性員警，負責維

護安全的也是1500位女性警察。

以上看似電影情節的策略，卻真實的改變當時波哥大

的城市安全，一個充滿暴力和犯罪的城市，發展出一個因

地制宜的管理模式，讓民眾轉變生活態度，屏除民眾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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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察，取而代之是取得民眾的信任，才能讓相關策略落

實。

2. 安立奎潘納羅沙(Enrique Penalosa)：於1998-2000擔任波

哥大市長，施政主軸在於去除邊緣化、增進社會融合及建

立人性化城市，尤其著重於公共空間的擴展及改善如公園

及圖書館；在交通規劃方面則注重大眾運輸系統的整合，

及強化道路興建和提高道路品質的維護管理。市長的治理

理念是，城市的建設計畫以塑造波哥大成為一個：讓市民

能享受充滿綠意的公園、自在順暢自行車道、舒適安全人

行道、乾淨的河川、方便宜人的圖書館等良好生活品質的

城市。在安立奎潘納羅沙執政三年間，幾項重要公共建設

如下：

(1) 交通改善：

A. 整合波哥大的交通運輸，打造了Transmilenio(Rapid 

Bus System)快速公車系統，迄今該系統仍被公認為是

全世界最大的快速公車系統，而且運作及提供的服務

非常良好。

B. 興建完成約105公里長的自行車道。這也是運用自行

車來維持民眾交通的方便度的先驅，更讓城市在未來

的節能減碳的主題扮演重要的角色。

(2) 公共空間改善：

A. 在總長約202公里的道路二側新增綠帶、並興建多處

新的公園，面積達2,800,000平方英呎；並改善維護

1,034個公園，約占波哥大綠地空間54％；種植了約

7,0000棵樹、183,651棵樹苗，可大幅改善城市內的

溫室效益。

B. 於高架橋下恢復約338,297平方英呎的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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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約147,000平方英呎的公共空間，另興建約

432,000平方英呎的人行道。

這次的城市風貌大改造，多半透過公共開放空間的營

造和改造，打造花園城市的意象，這也讓波哥大締造了無

限可能的希望，政府積極投入更多資源於公共建設上，確

實是讓城市的翻轉主要因素。

(三) 美國最重要的工業城 --底特律

新生的美國大城市—『底特律不是一個簡單都市，但他

可以並且將再次成為一個好的都市』

底特律市是美國重要的汽車及重工業區，從1950年

Detroit 的人口從2百萬變成1百萬，而到2000年Detroit的郊

區人口由1百萬增加超過3百萬；然而如何讓一個走入衰退城

市再度重生，是必須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在重振計畫扮

演關鍵性角色是PPS（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PPS是一個非

營利的計畫、設計和教育組織）；該計畫主要協助民眾建置

社區和如何將公共空間改造成為更充滿活力和再發展、多元

的使用，如增強農業生產、教會與在地的組織提倡垃圾（資

源）回收和綠化、透過私人投資或地方組織將住宅轉型再利

用等。各項規劃工作都是PPS積極参與結果。PPS參與底特

律改造發展已超過15年，期間參與公部門、私部門的各項計

畫，甚至包括General汽車公司在設計規劃新的汽車中心及核

心地區的土地使用。可見一個城市的復甦必須能夠吸引私部

門的投資，經歷多年的努力，PPS選擇於2013年4 月在底特

律召開會議。

另外一位重要的影響者William（Holly）Whyte，是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的編輯者，從1975

年開始，已經在43國家完成3千個社區，在美國也走遍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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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州，一年也超過一萬人一起討論有關都市空間的規劃與使

用。定期舉辦研討會，希望讓想要改變的城市與人們共同

參與。透過發展「Placemaking Leadership Council」（已超過

500名會員）達到成為未來的改變建置方法，並且引發以都

市建築的健全、永續和經濟的觀點重新思考都市的發展和效

能，也為底特律注入了新的契機。

 底特律再發展的重要階段性執行計畫為： 

1. Estern Market 東方市場1998至2006 

東方市場是一處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食物批發市場，

但因食物批發的方式和民眾消費習慣的改變，而面臨了市

場經濟的衰退，為重振該市場，總共投入了8年的持續改

革計畫包括：（1）詳細分析顧客及非顧客群，進一步掌

握消費群，從需求面省思，並蒐集非營利組織的建議，讓

市場消費模式是由消費者的角度設計，適度改變產品結

構，達成市場的改善計畫（2）於都市空間主要計畫中增

加對市場的設計概念，有上位計畫的指導強化對市場空間

規範；於2013年秋天有2處歷史建物，被重新改善開放使

用（3）跨域合作，結合在地的組織和鄰里，組成社群服

務網，為在地的民眾提供服務。

2. Campus Martius Park 校園1999至2004 

2010完成，採放射狀的道路，以2億美金設置規劃

開放空間，以無死角的概念讓校園更具活動力。目標是

（1）提供社區24小時可使用的開放空間（2）擴大及再

生地區效益。

3. Neighborhood Markets Initiatives 2011至今

2011開始和地方社區的食物市場合作，市場為社區

的核心（1）讓市場轉型為社區的活動與開放空間，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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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中心，例如Grandmont-Rosedale neighborhood位於城

市的東南方，成為另一個社區民眾聚集的空間（2）重新

規劃擴大濱海地區成為綠地；讓非營利產品進入市場，結

合公園營造更多元的使用效能（3）跨界合作（4）為讓民

眾更方便，規劃由里鄰市場提供更多服務，不只是商業行

為，也提供了健康食物及完備的生活需求與諮詢，與週圍

的社區合作，相互互補。

4. Downtown Placemaking Plan 2012至今

從市中心地區擴展到都會範圍，由lighter, quicker, 

cheaper三方面提升，階段目標為（1）完成三個示範地

區，包含完成公共空間，提供戶外電影、爵士音樂會、室

內音樂會、莎士比亞慶典等（2）與社會工作者合作改善

900處的住宅（3）於2012年渡假季節規劃活動，吸引遊

客增加地區經濟收入；2013年夏季活動，結合地方的特

色成為一項持續的重要活動，除成就了新的海岸線，也引

領其他地區仿效，成為領導性的活動創意。例如新的市場

規劃，納入各項活動區域、草坪活動、棒球等活動（4）

區內的空間規劃改善以行人為主，讓各地的相關設施入

口，均為步行可及之處，輔以佈置豐富色彩的街道家具

（如桌、椅），同時亦吸引具有特色的餐廳進駐（5）優

先改變市中心犯罪率高的地區；讓城市得予永續發展。

5. 底特律的河邊漫步2013至今

河岸工業區轉換成河邊步道，全長近5.5公里；因河

岸地區多屬私有土地須結合在地企業，運用合作概念，結

合RiverWalk, Belle Isle,and downtown Detroit ，在2013年夏

天完成複合型的河岸步道，其中部分設施，推薦為新型的

文化設施，包括沙灘排球場、花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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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elle Isle 2011至今

該地為約1,000公頃的海島公園，早期是工業地區，

產業變遷而投資銳減，遺留一些工廠的歷史地景，2011

年開始投入（1）改變使用型態，規劃成為超過千人可同

時使用的公園與活動空間（2）2013年與非營利基金會合

作規劃「Belle Isle夏季週末」，打造綠色空間；因效果頗

佳，該基金會將持續提供不同的合作方案，依照不同季節

與節慶，運用該處閒置空間。

7. North End北端2013至今

這是一項與地區民眾共同討論的方案，主要因為有新

的交通動線導入，因此規劃者和使用者共同研商如何選擇

地區新的亮點，讓沒落的經濟得以重新展現生機，包括；

M-1輕軌車站完成後，車站周圍使用態樣與形式，將引入

的商業活動為何，這都是涉及在地民眾的生機與未來。但

大家共同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卻是「何謂公共空間？」；這

也是很多大型開發案均未涉及的議題，規劃者讓民眾了解

甚麼是「公共空間」，民眾才了解開發後應如何負擔，負

擔甚麼，讓使用者理解，如何共同使用管理在社區裡的公

共空間。

 底特律雖然曾在21世紀衰退再興起，但現在他仍敵不過美

國的經濟危機，都市已面臨破產的窘況，因為汽車產業的蕭

條，也讓早期興建的廠房與相關產業的聚集效益降低，導致

房價崩盤和工作機會盡失，政府極力想挽救該都市的發展；

在前述聰明的衰退過程中，底特律確實也再度燃起都市的生

機，然而，都市發展確實是必須倚賴在地的基礎產業，當產

業出現裂痕，在底特律退場的下半場，再度出現經濟危機，

這也是始料未及的，期盼他能再度登上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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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都市空間新思維

傳統都市計畫主要是以發展為前提的土地規劃，首先考量的是

導入的產業面向，如同早期美國都市主要住宅區是位於都市的外

圍，越外圍離都市核心越遠則房價越高。但近年已打破了該發展型

態，是以「人」的生活、工作及休閒的便利安全為優先。也因此顛

覆了傳統都市空間的概念。都市規劃的空間思維逐漸走向：

(一) 產業發展的融合：新舊的交融規劃，是現在都市再起步重要

的概念。經過百年都市的發展，從工業革命至今的產業再升

級，都是結合都市的特有發展特色，將土地使用或發展模式

轉型；如同舊的工廠的廠房可以轉型變成為文藝空間，都市

無法重新或重頭開始，規劃絕對是以解決目前的問題為主。

讓空間轉型使用，在尚未確認最佳使用模式前，保持現況減

少破壞，至少可在環境衝擊上，創造雙贏。

(二) 分區單元的變革：依據地區發展與人的使用狀態提供商業、

工業、住宅區，再搭配所需的公共設施公園、綠地，以及環

境保護設劃的保護或農業區，是以往都市規劃的基礎，以使

用分區為空間區隔的單元。隨著環境與技術的變革，使用分

區不再只是單項的使用狀態，住宅區不再只是作住宅或相關

住宅設施使用，將住宅區依據不同的各開發單元規畫兼具其

生態的完整性；即是每一塊基地或每一處街廓都可成為一處

單獨的生態系統。例如一宗基地做好水土保持那對大環境的

衝擊自然就降低。規劃者運用科學數據，讓每一開發單元都

能自給自足，將環境的因子落入實質開發中，達到最少的環

境資源消費及最小的環境衝突。其中以建蔽率、綠覆率、水

循環、綠建築、碳足跡、防災、節能產品等指標運用，使開

發單元基地的生態環境能自然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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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混合使用的普遍：台灣與部份東方都市的發展普遍存在著混

合使用形式，各國均沿襲西方城市的規劃理念，必須將都市

內的不同使用分區管理，以早期美國芝加哥學派，可謂社會

階層化的象徵，以傳統經濟學派視為「聚集經濟」所產生的

空間管理理念。承襲發展至今，都市不再是單純以某種經驗

就能完善規劃，發展也不再是全盤掌握的。近年都市內的配

置，期盼更能發揮經濟效能及便利性，兼顧環境議題，已經

逐漸朝向混合使用的形式，以不同形式且相關的混合使用，

已蔚為趨勢。例如在美國的各大都市新興的做法，均已出現

住商、住工、商工等不同的混合型態，最重要的是，要讓居

住民眾或使用者，以最低的成本就可完成他們生活中所需要

做的事。無論上班、上學、購物或其他休閒活動，都能很便

利、很安全並於很短的時間距離內達到滿足。

(四) 城市規劃者的角色

無論都市如何變遷，總是一群人在為另一群人服務；其

中有一個角色是不可忽視的，那就是「城市規劃者」，無論

在公部門或私部門，必須要有一群從事都市規劃專業人士不

斷進行都市改造。這群規劃者應具備的核心價值；

1. 技術與遠見：專業的計畫一定是首要，但擬定的計畫必須

具備長遠的視野和國際觀，雖然計畫的期程從近期、中期

和遠期不等，規劃一個可讓世代社會傳承的結構是規劃者

責無旁貸的責任。

2. 認知與共識：規劃者須非常詳實了解各項事務的真實性，

完整的基礎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在透過不同的方式和民

眾、社區、公部門、產業、非政府組織等各個組織、團體

與個人建立共識。

3. 無私與公平：雖然每項計畫無法讓所有的人都滿意，除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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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多數人的需求外，針對小眾的聲音也應該有管道和方式

處理；無私與公平的對待每一個團體或個人。

4. 守舊與創新：規劃者本應該有創新的思維，在別人的成功

經驗上學習，不要忘了因地制宜，依據社會的氛圍，思考

運用不同的方式並執行，讓計畫產生創新性，以更創意的

方式讓在地的生命力不停湧現，也藉此保有在地的特性與

價值，計畫本來就是一個滾動的過程與機會的謀合，規劃

者在裡面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行動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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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都市治理

當各大都市不斷在進行國內或國際競賽之際，永續且獨特性成

為這一波最引人關注的城市焦點。城市因為成長而帶來經濟與人

潮，也因此帶來了都市的各項問題如交通、汙染、犯罪、居住及各

類社會問題，以往容許都市無限的擴張，且有計畫的將住宅、商

業、工業等不同的使用型態分區管理或配置，但工業革命導致汽車

發達造成城市與城市間的疏離，社區與社區間的陌生，人與人間的

冷漠，且在公共空間的設施配置上，產生了較高的興建或管理成

本，居民也衍生更多的不便利。因此，美國各大都市已開始考量都

市治理的成本效益問題。打破了傳統的藩籬，讓都市集中發展，讓

社區與城市更加緊密，增加民眾與社區互動；當然透過都市規劃的

手段解決都市治理的高成本問題，以及提供民眾得以方便的生活空

間和機能。

就整體都市空間配置的概念而言有了非常大的突破，「mix 

use」是空間配置上最大的改變，住宅和商業混合使用，甚至在同

一棟大樓樓上是住宅，樓下是商場（以往這在美國都市是少見的，

且不符合分區治理的理念），在一個小型社區內完整規劃，成為所

謂「集合式住宅」翻轉了獨棟的住宅單元式的規劃，讓空間使用更

集中，在各項公共設施的配置上如道路、公園等，更可因集中配置

而減少設置和維管的成本。另外因為集中發展，社區意識變強了，

社區會在不定期的舉辦各項活動，凝聚民眾對社區認同，有了對地

方的認同，各項公共設施的維護與環境的保育，都可藉此傳達，強

調大家共同配合的重要性。筆者有感，這應該算是邁入21世紀，美

國都市最顯著的變革。

因此，無論是已開發或開發中的城市，今後主要的議題都在

於：如何運用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管理績效。城市的集中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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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議題上雖然需考量公共運輸系統配置，但就全球的角度，確實成

為節能減碳的一步，使用大眾運輸系統雖然在興建階段需付出較多

的成本（含社會、經濟等有形與無形的成本），但在完工後不只增

加地價高漲的利潤，更帶來整體都市發展的反轉契機。以美國阿靈

頓為例，現在位於捷運站的週邊房價已是較十年前增加了將近五

倍，且民眾的交通行為也已逐漸由使用個人汽車轉換成大量使用大

眾運輸工具，這也是興建捷運過程中，民眾忍受不便利後，所期許

樂見的便利性。

壹、經營管理的概念

都市的經營管理是含括人、資產的管理；而資產就其概念言：

亦包括有形與無形的資產。首先都市的人力資產即是重要的關鍵；

一個好的都市發展需靠一群相當專業與認真投入的人士，無論公部

門或是私人團體，甚至居民或開發者，且都要擁有著良好的都市經

營或使用概念。例如：公務部門需要有著前瞻性的規劃，部門內需

要專業及肯做事的人才資源，當政策或計畫執行時，無論在民眾、

社區團體、投資者等都要能夠充分配合，且同意計畫所呈現的成

果，必須大家共同來維持該計畫執行的效率與成果，當具備好的團

隊後，除了人以外，當然還必須具備都市的無形資產：也就是都市

的「內涵」、「文化」、「社區意識」等，都可稱之為都市的無形

資產，這些無形的資產有賴於--人為的發揚；結合前述的有理想的

人力資產，就可將無形資產轉化成有形資產予以保存。當然，無形

的資產是最難界定與尋覓的，一定需要透過時間的淬煉才能有所成

果，而「文化工作者」是否就是唯一能完成的人？倒不盡然，依據

很多都市的發展經驗，常常很多無形資產的保護者或推廣者，來自

非文化或藝術專業人士，而是來自在地具有熱情的民眾，他們有效

結合社區群眾的力量，甚至將其發揚後，部分非營利團體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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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能吸引企業的關心，得以成功且永續經營。以下綜理現階段公

部門都市資產管理問題：

一、資產經營管理的問題：

在探討政府執行都市經營管理的問題確實可從很多不同的

面向切入，但本報告現階段將由最基層的問題先提出討論。首

先必須說的，公部門在都市經營的基本問題無外乎：人力無法

有效配置、資源無法有效運用、城市無法明確定位。

(一) 人力無法有效的配置

無論中外都市，或是國內無論哪一個部門總是聽到人力

不足問題，那多少是足夠人力，又有誰能說明人力計算標

準是什麼？公部門的確是少了私部門在人力成本與績效的考

量；為了達到人力有效配置，很多城市的公務機關均對人員

建立績效考核與評比的指標與方式，但在執行的過程真正取

決於該機關首長的決心與同仁的自覺，相信執行過的人都會

說「真的很難」。

中華民國的公務部門的人力都得透過各機關組織章程予

以限定人數，甚至可運用預算額度去掌控人員的晉用，到底

多少人才是最適規模，筆者想應該沒有人能夠全盤了解的去

說明或面對，似乎這樣一做馬上可能很多機關都變得很重要

或不重要，這也是長久以來文官體制中，制定人事制度與

業務推動的隔閡。各機關有個別的任務，而任務和人都是可

動態調整的，「滾動式管理」相信很多人都聽過，也希望推

動，惟各機關真正落實執行的能、人力有多少？很多人事單

位用可量化的指標來評估人力，不可諱言的，那是不得已情

況下所能進行相對公平的指標，例如平均每人辦理的案件量

或處理的時效，但很多質的問題是無法在個案中顯示；當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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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質，可能又會有人建議以民眾的滿意度來衡量，但是否可

曾嚴格探討過如何取得足以代表民眾正確意識表達的滿意

度，殊不知很多民眾都是因為這樣的制度和公務部門的員工

成為長期的筆友，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都市發展的過程，機關的轉型是必要的，人力調整也是

必經的過程，但是在現有的人力結構下，如何讓人員的職

能提升，把人力放在對的位子才是最重要的判斷。在前一世

代盛行已久的「師徒制」的沿用，再加入「團隊合作的精

神」，也就是「team work」，以滾動式的責任制管理，讓每

一個人力都能為機關所用，當然淘汰機制的加入，也同時讓

長期無產出效能的人力能自我省思。在台灣的行政體系確實

相當缺乏各機關或各單位間的團隊合作。為提升機關或人員

的行政效率，除員額有效的分配外，仍需搭配個人的專長，

要透過團隊的彼此制衡，達成高度團隊合作，凡事都無法一

個人單獨完成。「團隊」是必須被凝聚，而組織內就該有凝

聚組織共識的方式，在工作成果的連坐是可加強團隊的共

識，亦可透過較為軟性的做法，如定期召開研討會提升工作

職能及提供同仁相互交流管道，以及規劃設計共同參與的活

動，讓同仁除了工作外，可透過休閒、運動、餐聚、研習等

方式增加彼此的了解，這都是對工作的合作面向有助益的。

(二) 資源無法有效的運用

在都市裡常常因為各民眾或社區的需求不同導致資源分

配的問題，以公園為例：公園是一個開放空間，是讓市民可

自由進出的場所，部分公園還設有供民眾使用的活動中心。

「使用公園設施到底需不需要付費？」，如果付費居民會認

為政府服務不夠到位，不收使用費常會讓很多設施因此不被

民眾珍惜而毀損；又除使用設施外，公園內的水、電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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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需不需要負擔？這類問題常常造成管理者與使用者之間

的矛盾。

如果我們將公園的設施放置在「公共財」、「準公共

財」與「非公共財」概念來解析，應該可以得到初步答案。

一個設施的使用是否存有獨占性，即使是在公園內的設施，

如被固定的人或社區長期占用，無轉換率，又無法讓其他人

替換使用，那這項設施是「公共財」嗎？什麼是公共財，是

由公部門出資由公部門或委託非公務機關維護，提供給不特

定對象，不特定時間使用的設施，是沒有排他性的。如果公

共設施，因為採用使用付費的觀念，那麼「準公共財」的概

念就產生了，因為它具有某種獨占性，在特許的時間可排他

使用，是由使用者支付了獨占時間的費用，那麼其他人想要

使用可能就受限，而其他人也無法隨心所欲的使用，雖然是

公共設施但卻在特定的狀況有不同的管理模式。非公共財就

更容易理解了，無論所有權或使用權均屬於特定人或機構，

相信大家不會不得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或取得不屬於自己的

東西。

因此公園內大多數的設施是供不特定的大眾/在不特定

的時間使用，是應該由公部門確實的執行讓該設施保持公共

使用權，若有人想要獨占使用公園的設施就應該回歸到準公

共財的概念，支付獨占使用所衍生的費用。至於公園的水、

電，是以必要使用為原則，廁所的用水和公園的照明，均屬

必要性的需求，且服務不特定的大眾，但特定人士或團體舉

辦的活動過程中需使用公園用電，當然就得回到準公共財的

觀念，讓使用者付費，因為是特定對象或團體使用時所產生

的電費、清潔費或其他相關費用，因此，為有效與適當的運

用資源，就不應該由公務部門負擔少部分人的使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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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各單位都能明確界定出各項公共設施或公共服務的效

益，各類資源至少維持公平性的使用，減少分配不均或不當

使用的情事，就已經逐步達成有效利用的目標。

(三) 都市無法明確定位

都市的定位首先必須了解該都市內的主要結構、功能、

特質，目前各都市的規劃均採一致性的制式模式，所以都市

的特質與不可替代性已不常見。在很多已開發或發展中的城

市，時常出現比較與沿用的趨勢。每個都市都有其特有的特

質，不同都市的成就是不容易被複製的；但學習卻是必要

的。

例如：大家都想複製紐約時代廣場跨年倒數的經驗，綜

觀世界各大城市，能有多少個都市能像時代廣場一般（於第

三篇介紹時代廣場跨年活動的經驗），聚集各地各國民眾参

與，時代廣場的獨特性就已經明顯的被凸顯。

反觀台灣從北到南各大都市確實也有存在著不可替代的

特質，也都有不同都市特性，以傳統的節慶為基底各地應發

展出不同地方文化特色的活動，如元宵節從北到南有新北平

溪天燈、台東炸邯鄲、台南鹽水蜂炮等，這都是具有地方特

殊傳承的活動；反觀每年的跨年夜，各地的形式都是一樣音

樂與流行歌的表演，是否屬於地方特色活動就有待商榷，且

由北到南所看到的表演者不競相同，更說明了該項活動的同

質性，反思他的意義到底是甚麼？在跨年夜的過程城市的定

位即驟然消失。

另一個同質性且無城市特色的實例，就是2013年法國

霍夫曼的黃色小鴨到台灣巡迴展，即是一場未結合台灣各都

市特色的展覽。小鴨停放在廣闊的高雄港口而掀起高潮，但

當小鴨游到基隆港卻因為空污讓小壓頻頻洗澡，在桃園埤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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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出現小鴨任何角度都會出現三條線且擁擠不堪的場景，結

果如何應該民眾都很明白。這就是複製的同時，並未將在地

的條件或狀況加以評估與適度的統籌規劃。認為只要小鴨擺

在水裡即可吸引人潮。然而，卻忘了，各都市邀請黃色小鴨

展覽所呈現的都市價值是什麼？因此在規劃行銷活動時，是

否想到該項活動與地方的結合，其獨特性為何？與地方的產

業結合狀況為何？是否具備地方的文化內涵？這就是都市定

位的重要課題。

二、永續的都市經營

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

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提出「永續發展」的概念；之後1992年

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也持續強調「永

續」的重要性。2005年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以「不願面

對的真相」直接的點出全球暖化的嚴重性，之後陸續有很多的

演說和影像道盡人類對環境的傷害。因此，在強調都市發展的

同時，維持好人類生活的環境，已經成為全球氣候變遷下最重

要的事情。整體規劃需貫徹的原則有：整體優化、協調共生、

功能高效、生態平衡、保護原生物種與多樣性。筆者初步將永

續治理整理幾個面向：

(一) 碳足跡的管控 

傳統的都市計劃是先確定都市定位，進而擬定發展策

略，如人口數、產業型態、空間使用的配置等，並搭配必要

的公共設施或公共建設；自20世紀以後，都市發展不僅止於

人們的需求或產業的提升，在環保意識逐漸抬頭之際，規劃

者首先必須學習開發對環境的衝擊為何？環境的承載量和永

續發展成為在環境規劃中最重要的議題，如何減輕發展對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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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衝擊也成為現在都市規劃過程最引人注意的話題；空氣

汙染的指數、水的供應量、垃圾的製造量、甚至碳足跡的研

究等，重新省思都市發展對環境的影響；「可承受的污染」

構思即是綜觀環境平衡、經濟和社會價值，仍可持續維持

「生態系統的狀態平衡」，透過生態指標反映生態足跡，綜

合評估產生所需使用的資源（如土地面積、開發強度等），

就整體生態系統是希望能透過：可再生資源的儲存沒有減

少、生態圈沒有純粹人造物的累積。

隨著開發中國家的數量增加，資料顯示未來25年全世界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增加50%，而各大國際城市也都著手進

行碳排放量的降低（德國的柏林市就宣稱在10年內每人二氧

化碳的排放量要降低50%，承諾4.3億馬克執行該項目標），

因此，從每一件產品，產生的歷程詳實記錄，讓消費者理解

每一項產品相對於環境的意義，紀錄「碳足跡」成為維繫環

境保育的共識。深度生態（deep ecology）的概念，依生活面

言即是向下修正高資源的需求，明顯減少消費，降低機動性

與能源的需求，結合永續發展的概念持續發酵，也配合今日

科技的進步提升：環保建材、水的循環再利用、LED節能省

電的裝置、可再生資源的運用、熱回收發電等等不同方式，

均是為了要避免開發對環境的衝擊，最終目標減少二氧化碳

的排放。

(二) 社會企業的推廣

社會企業源自於19 世紀歐洲社會慈善的概念，而讓

世人逐漸開始注意到社會企業，則不能不提到穆罕默德‧

尤努斯（Muhammad Yunus）所致力發展的微型信貸模式

（microfinance）。 穆罕默德‧尤努斯於1976 年間在其祖

國孟加拉成立了提供窮人小額貸款的格拉明銀行（Gram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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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用小額貸款模式提高當地貧窮人的生存與創業能

力，並幫助其免於高利貸的風險危害，也由於該模式的成功

發展，讓他獲得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而社會企業概念也

因此開始傳到全世界。

社會企業目前並無一個標準的定義，一般認為社會企業

是一個透過商業模式來解決某一個社會或環境問題的組織，

且其存在並非以獲利為最大目的，而是希望以解決某一項社

會問題為主要目的，如提供具環境保護的產品／服務、為弱

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等，其組織型態可以為公司或非營利組

織，並有獨立收入與盈餘。

對都市治理來說，許多曾困擾地方單位或民眾的社會或

環境問題，如今藉著資訊科技與社會企業的發展，或許能

提供解決的契機。以社會企業發展蓬勃的英國而言，就有值

得參考的社會企業案例，如位於倫敦的Unseen Tours，就是

一家以雇用街友及弱勢族群為街頭導覽員，提供遊客漫步倫

敦街頭遊程的社會企業，該企業提供街友專業導覽訓練，結

合街友特殊經歷，讓其有自主謀生能力，進而可以重新回到

社會，目前台灣的「芒草心慈善協會」也提供類似街友導覽

遊程，主要在萬華地區。此外，英國的Big Issue也是以訓練

街友或弱勢族群成為雜誌販賣員、提供其謀生能力的社會企

業，該公司創立於1991年，每週販售超過10萬本，每販售

1本雜誌，販賣員可獲得售價一半的收入，台灣亦於2010年

引進該雜誌販售模式。另外，台灣近年來社會企業的發展

亦愈發熱絡，以服務「行動不便者」與「照護者」、解決

「孕、幼、老、輪」族群的交通問題為主的「多扶接送」即

為很好的案例，其服務讓行動不便者能完成踏出家門的最後

一哩路，也解決家人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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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下而上的程序

由城市規劃的角度出發，如同前述「理性規劃模式」逐

步將問題與目標交叉分析，研擬出可行的策略與行動方案，

無論是以問題或目標導向的規劃模式，在執行的過程其實就

是以「由下而上」（bottom up）的方式推動；如何由下而

上，舉例來說，當規劃都市空間時由都市的最基礎社區或鄰

里單元開始，單元內應該保持的規模和其功能為何，著重在

地區的課題與機會，並且針對受影響的居民、工作者、學生

等，將其利害關係納入，嚴謹且謹守規劃的原則。運用社區

或鄰里組織來引導開發計畫，讓真正使用者参與規劃過程，

將計畫的願景轉換成社區或鄰里發展的願景，讓計畫產生不

再是依照典型--由上而下所形成的公部門思維或私人開發機

構的操作。

充分的資料蒐集和分析是由下而上規劃的開始，首先了

解受影響的人，包括將人口的組成、年齡、族群、戶數、職

業、收入、教育程度等，將之以圖面或表格表示，知道該地

區居住或使用的人口結構以及分布情形，進一步了解該人口

對相關的環境或公共設施使用的頻率，以及滿意度，進而

分析這群真正使用者對環境品質的評價，依據所得的基礎資

訊，初步研議規劃精進與改善的構想，在規劃者與使用者之

間來回交流，這才是為使用者客製化的產品。每一件都市事

物或單元都藉由類此方式試煉，那整體都市的形塑相信應該

可符合居民所期待的。

(四) 最適規模的產生

一個都市治理除了資源必須有效分配外，如何分配才能

達到公平和有效。應該是取決於都市規模，但都市的規模

又是如何最適化，在美國都市常運用鎮（county）、鄰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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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neighthood），社區（coumminty）等為規劃的單元，據

此單元分配該地區應該有的公共設施或各項建設，因此，在

各單元內除了明確的人口數外，可依據人口組合規劃設置相

關公共建設。早期美國都市的社區或鄰里型態是明顯的住商

分離，現今還有很多地方仍據此繼續發展，無論為何，只要

鄰里或社區定位好，該地區就提供政府認為該提供的公共設

施，道路、路燈、人行空間、公園、兒童遊憩等設施。相較

於都市人口密集區或都市鄰近政府在開發的新社區，該地區

的基本公共設施要件，時常是以有否大眾運輸系統，特別是

捷運系統，因此，現在最適的都市規模是要能夠負擔捷運系

統開發或營運的成本的人口組合。

反觀台灣，其實在所謂都市化地區其人口的密度和組

合，常常已經遠超過都市計畫書內所訂定的目標值，台灣的

都市地區或鄉村的行政單元是以「里」、「鄰」為主，單元

內的人口數，只是在選舉時易於統計及分配選區作業，但就

都市發展或都市管理的角度，似乎助益不大。里與里通常是

緊鄰在一起的，如果是以里為概念來做為都市公共設施分配

的單元，容易造成使用上的不方便，且在台灣里內的人口從

數百人到個上萬人，似乎設施的分配與需求上也會相對的不

同，而里的空間範圍更是大小不一，也導致各里的需求大不

相同。「最適規模」在台灣都市管理的議題上確實是較難達

成，近年民眾慢慢理解環境永續的重要性，運用「指標」來

監測開發計畫的產出，例如垃圾量、水質標準、空氣品質

等，當大眾感受環境受影響時，最適規模與環境承載將會一

併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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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的都市治理

美國的都市是由聯邦、州、市（郡、鎮）等不同層級組成與管

理，另外還因為不同功能需求所規劃的特區或學區，如華盛頓特

區即是一例，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區塊，因為它是聯邦政府的所在

地，因此特區內的相關事務皆由特區內的執行單位負責。各都市

雖然規模不同，但相同的是每一個城市都必須透過選舉產生「市

的議員」，市長是由該議員間互相選舉或由該議員團隊輪流擔任

（阿靈頓郡、喜瑞都市和羅登郡都是如此的形式），由市長依據該

市的發展需求，任命或遴選「市的經理人」，因此市長主要負責

決策、預算、政策、

計畫、法案的同意，

其餘的執行事務均由

市長所任命的經理人

負責執行，該經理人

可視為「市政經理人

CEO」，相關市府團

隊也有這位經理人選

擇與任命，並且需到

議會報告各項推動計

畫與預算執行。

另外在美國一個很重要的組織，也可和政府成為夥伴關係的，

是所謂「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在美國有很多

事物是由市政府或聯邦政府委託由非營利組織辦理，在很多城市裡

如住宅政策、觀光行銷、特定區域的管理等。如華盛頓特區的住宅

政策執行，補貼民眾或與建設公司合作興建住宅等，都由所謂的非

營利組織執行，甚至部分地區在執行低收住宅或老人住宅，也是由

Figure 19 拜訪阿靈頓郡經理人 (County Manager) Barbara  

M. Donnellan  1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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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執行，依規定該組織可向民眾收取應該收取的費用，收

取的方式與額度都必須經過委託單位同意，依據統計，該類非營利

組織的主要經費仍來自於該事務推動過程所收取的費用，仍不脫

離使用者付費的精神，以維持該組織的正常運作。在Santa Barbara

主要的城區管理，也是由非營利組織Downtown Organization辦理，

在該區內的各家商店都會與該組織有密切的合作，該組織也負責推

廣城區的消費與觀光，定期或不定期的規劃不同主題活動吸引來自

各地的觀光客，該組織並負責地區的環境清潔事務，與各項行銷宣

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所謂的「非營利組織」並非由政府

或公部門提供經費或補助，組織內部各項維運費用、人事與各項基

本開銷是需自行負擔，所以透過舉辦活動或其他收入來維持營運。

以下概述美國地方政府體系及舉例說明：

一、地方政府類型

美國的地方政府泛指在州層級之下的政府機關，所有的

州均可透過州本身的憲法或法律建立其所需之地方政府機

制，美國的地方政府體系是世界上最複雜體系之一，即使同

一個州也可能會有不同情形。為了便於了解，美國人口普查

局將地方政府體系簡要依綜合型或特殊功能型分為5種基本形

態，綜合型包含郡政府(County government)、市政府(Municipal 

government)及鎮自治政府或鎮政府(Township government or 

Town government)，特殊功能型包含特定區（Special districts）

及學區(School districts)。依據美國人口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2012年普查資料，美國50州總計有90,056個地

方政府，其中38,910個為綜合型地方政府（郡政府3,031個、

市政府19,519個、鎮自治政府或鎮政府16,360個）、51,146個

為特殊功能型地方政府(特定區38,266個、學區12,880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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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下：

(一) 綜合型(general-purpose)地方政府：

1. 郡政府：其組織及權力係依據各州憲法或法律所賦予，通

常為州政府之下第一層行政組織。早期郡只是州政府之

下的行政單位，執行州要求的業務，如財產評估和紀錄保

存，無法律授權或立法能力。然而二次大戰後，隨著人口

從都市往郊區擴張增加，越來越多的郡政府被要求提供如

兒童福利及消費者保護等服務，於是州政府開始賦予郡政

府更大的自主權，如擁有獨立的財政權（授權可以有自

己的稅收）。除了康乃狄克州、羅德島(地理名稱有郡但

無郡政府組織)及華盛頓特區外，其餘全美48州下都有郡

政府存在，而在路易斯安納州，不稱為郡政府，而稱為

“教區”(parish)政府，在阿拉斯加，則稱為“行政區”

(borough)政府。另依美國人口普查局2012年調查資料，全

美共有3,031個郡政府。維吉尼亞州的羅登郡及阿靈頓郡

均屬此種形式之地方政府。

2. 市政府：各州所轄之市政府體系，包括市（city）、鎮

(town)、village(村)等，是依據其數量、形式、面積、人口

而訂。一般而言，被稱為市政府的體系通常擁有類似的立

法能力及執行類似的功能，而以地理上來說，市通常存

在於郡的範圍內，有時亦可能有跨郡的狀況存在。早期

「市」及「鎮」的區別在於被賦予之審理能力不同，如

「鎮」的民眾可以参與審理公共事務及投票，而「市」則

是由「市的代表人」行使投票權。今日，稱為市及鎮或其

他類似名稱的區別在於人口的大小。市政府體系大致有5

種運作模式：

(1) 議會-經理人制（Council-Manager）：這種是最被普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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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市政府體系運作方式，有超過5成的都市採用，尤

其在人口超過10,000以上的都市最受歡迎，主要在美國

東南邊及太平洋海岸地區。加州喜瑞都市及聖塔芭芭拉

市都採用此種方式，其特性為：

A. 議會監督行政業務、制定政策及編預算

B. 議會任命一位專業市經理人（City Manager）來負責

市府每天行政業務之執行。

C. 市長在輪流擔任之基礎下，從議員之中推選出。

(2) 市長－議會制（Mayor-Council）：這是次於前述另一種

被普遍採用的市政府體系運作方式，常見於歷史較悠

久、規模較大的都市或規模非常小的都市，以中大西洋

（靠近大西洋的地區）及中西部地區最受歡迎，紐約、

芝加哥及舊金山均採用此種方式。其特性為：

A. 市長由民眾直接投票產生，不是由議會中的議員相互

選出，是全職且帶薪，擁有重要的行政權及預算權。

B. 市長的職權來自各州法令，且其權責範籌亦須視「市

政府」之組織權責而定。

C. 議會（議員）需經由人民選舉產生，且擁有立法權。

D. 某些都市會任命一位專業經理人，並賦予適度的行政

權俾利執行業務。

(3) 委員會制（Commission）：此種方式雖是最古老的市政

府體系運作方式，惟迄今只有不到1％的都市採用，通

常出現於10萬人以下的都市，如佛羅里達州的Sunrise和

田納西州的Fairview。其特性為：

A. 選民投票選出個別委員（Commissioner）組成委員

會，每一委員負責一個部門如消防、警察、公共工

程、健康及財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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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各委員會中的委員，指派一位委員擔任主席或市

長，負責主持相關會議。

C. 委員會兼具立法和行政功能。

(4) 鎮民大會制（Town Meeting）：此種方式的特性是允許

全部有資格的選民透過鎮民大會來決定政策，並選出能

執行這些政策的官員。雖然該方式被認為是民主制度最

單純的方式，惟僅有5％的都市採用，如麻薩諸塞州的

Marblehead。

(5) 鎮民代表會制（Representative Town Meeting）：只有

不到1％的都市採用此種方式，幾乎都在新英格蘭地

區一些小的都市，如緬因州的Bowdoin和麻薩諸塞州的

Lexington。其特性為：

A. 選民擇選一些當地公民代表參與鎮民大會，只有這些

代表可於會中投票。

B. 每一場會議都必須公告周知、通知並應附會議日期、

時間、地點及討論的事項。

C. 被擇選的代表要負責執行政策。

3. 鎮自治政府或鎮政府：鎮自治政府體系與市政府體系的區

別在於該體系治理的區域並無最小人口之限制，目前約有

20個州存在這種體系。至於鎮政府與鎮自治政府之區別在

於，「鎮政府」主要透過每年召開的「鎮」會議來治理地

方，「鎮自治政府」則比較類似市政府體系透過政府組織

來治理。此外，鎮自治政府通常都是由人民選出的3-5位

理事組成理事會執行鎮的治理事務，有具備獨立財源，依

據資料顯示，政府主要收益收入來自--財產稅收。

(二) 特殊功能型(special-purpose)地方政府：

1. 特定區：由州的法律賦予可行使單一或有限度的功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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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政及財政自治權能像政府體系獨立運作，這類特定

區又被稱為非常設政府(ad hoc governments)，主要係因其

填補了現有政府體系之漏洞，透過特定區可克服現有體系

所遭遇的行政管轄、法律和財政不足問題，例如水域或流

域的治理可能無法從行政範圍來劃分，而應從其流域或服

務的範圍來治理較為合適，惟特定區之產生亦會降低地方

政府對該區域的自治權、造成彼此間需互相協調。所有特

定區都組織「理事會」治理，惟內部體系則依賦予之自治

權、功能及結構而有不同，多數特定區的理事會成員是由

參與形成該特定區的州、郡、市或鎮所指派。特定區可能

會有課徵財產稅、收取服務費、獲得補助、分享其他區域

稅收或課徵某些特別稅的權力，某些特定區因受限於無法

增稅，而面臨無法獲得足夠公共工程改善財源，就必須

仰賴其週邊的特定區提供相關經費支助。此外，聯邦及

州政府部份的補助經費來源，也可能來自於設立的特定

區財源。此類為特定目的所設置的行政區，除被稱之特

定區(districts)外，亦有使用「局(authorities)」，「理事會

(boards)」或「委員會(commissions)」等名稱。

2. 學區：係指獨立的公立學校系統，透過各州的法律授權其

公立學校系統有行政及財政自治權能像政府體系獨立運

作，並為所提供的相關服務負責。超過8成的獨立公立學

校系統是由超乎黨派的學校理事會治理，理事會成員經由

民眾投票選出，某些也可能由相關政府機關派任，人數約

5至15人。學校理事會需與當地政府教育部門合作，惟涉

及學校的教育政策制定，統籌管理該學區的行政作業，以

及財務規劃，均由理事會全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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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例

依據前述美國不同的都市型態（郡、市、特定區），規劃

實地參訪了解其運作的方式，其中羅登郡與喜瑞都市，是與新

北市板橋區公所締結姊妹市的城市，因此與台灣都市有更深入

的連結；而華盛頓特區是因為設置聯邦政府所需，而存在的特

別地區。以下總整個別都市之實際運作說明。

案例一：羅登郡

現地拜訪羅登郡，都市裡有著不同於現代高度發展城市的

氛圍，房舍多屬美式的集合住宅形式。當然早期的分區使用已

經不復見，新的社區已打破以前使用分區的限制，在商場的上

面是住宅，商業中心除了商店外還有電影院、住宅或鄰近學校

等。多元使用的便利性，也漸漸在這個美國都市呈現。

2014年羅登郡人口約35萬人，預估2040年人口可達50萬

人，這是一項大膽的預測，以目前羅登郡言，人口雖然有穩定

的成長，但是「如何吸引人口移入」仍是郡政府一項重要的政

策目標。羅登郡的組織和各個Supervisors的責任與功能，是依

照不同的主題分組不同的委員會（Board）共同審查預算與談

論預算分配的問題，參訪當時的郡主席Scott K.York認為最大的

預算問題來自教育單位，因為委員會要求郡政府成立更多的學

校，在羅登郡大多數的學生都上公立學校（僅有部分教會學校

是私立），為了提供更好的教育制度，教育經費是該郡最大的

預算支出。羅登郡相關組織體系說明如下

(一) 郡務委員會：全郡由一個擁有9位成員的郡務委員會治理，

主席由全郡人民投票選出綜理全郡事務、其餘8位成員分別

由郡內8個選區（每個選區民眾有43,750人）選民投票選

出，每一成員任期4年，得連選連任，職位為兼職性質。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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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委員會下設

3 個 常 務 委 員

會 及 1 個 聯 合

委員會，郡務

委員會每月召

開 2 次 業 務 會

議 、 1 次 公 聽

會，其職責為

訂 定 全 郡 政

策、審查通過

法規、撥款、核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及未符分區使用管制之

例外個案，及其他於該州法令規定下之業務職責。

(二) 郡 政 府 ： 郡 務 委 員 會 任 命 1 位 郡 行 政 主 管 ( C o u n t y 

Administrator)處理郡政府日常業務，郡政府共有3,400名員

工，行政大樓及法院等政府機關均位於里斯堡(Leesburg)。

2015年預算有20億美元。

郡行政主管(Administrator）的職責為：

1. 執行與落實郡務委員會通過的政策。

2. 監督與管理郡政府各部門。

3. 準備預算及執行預算。

4. 郡發生緊急狀況時的經理人(emergency manager)。

5. 郡務委員會的書記官-保存維護開會紀錄。

(三) 郡教育體系：主要為公立學校制度，並由一個學校委員會

負責整個公立學校的管理運作，委員會有9位成員。目前全

郡公立學校體系有13所高中、14所國中及51所小學，教職

員9,684人，學生7萬4,000人，預計未來4年還要設立6所學

校，平均每1元稅金裡有0.7元用於教育系統。學校的經費一

Figure 20 拜訪羅登郡公立學校系統規劃與立法局長 Sam 

Adamo 1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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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約9億3千8百49萬9千美元，佔郡的總預算15億8千1百萬

的59.35%。

羅登郡政府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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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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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喜瑞都市

喜瑞都市人

口約5萬人，卻

是全美排行榜上

有名的都市，該

市的預算充裕，

幾 乎 所 有 的 經

費都來自州內各

大企業的各項稅

收，為了獎勵投資，市政府訂定了相當多的獎勵措施，為了吸

Figure 21 拜訪喜瑞都市政府及市長Mark E. Pulido 

10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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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大企業將公司或總部移入，對企業僅收取低廉的企業執照

費、權利費，又為了爭取民眾移入也讓民眾免徵財產稅、公用

事業稅等措施。市府團隊具備快速的行政效率與積極的服務態

度，例如民眾到市府櫃台洽公，及快速核准各項申請作業，這

些都是喜瑞都市引以為傲的市政績效。喜瑞都市政府組織體系

說明如下：

(一) 市議會：喜瑞

都市政府運作

採 議 會 - 經 理

人制(Council-

M a n a g e r 

form)，由5位

市議員組成的

市議會為主要

決策者，在每

一奇數年的3月由市民選出市議員，1任為4年，連續擔任2

任者需再等2年始可再參選。市長由市議會成員互相推選、

任期1年，市長有事時則由副市長代理。市議會下設5個委員

會，分別為經濟發展委員會、藝術及歷史委員會、公園及休

閒委員會、計畫委員會及財產保存委員會。

(二) 市政府：市議會任命市經理人、市律師及市財務長，以確保

相關政策順利執行。市經理人為市政業務最高執行長，負責

監督管理市政府6個局-行政事務局、社區及文化局、社區安

全局、社區發展局、公共工程局及水力及能源局。喜瑞都市

相關工程及計畫執行主要為社區發展局、公共工程局、社區

及文化局。社區發展局主要負責審查所有開發計畫是否符合

綜合計畫、相關使用規定及環境標準；此外，也負責全市公

Figure 22 喜瑞都市警察局監控中心 10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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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運輸計畫、住宅計畫及經濟發展之推動。公共工程局負責

全市相關公共工程及設施維護，共分4個科：(1)工程科：負

責交通工程、地下公用管線及相關工程案。(2)公園和樹木

科：負責全市總面積205英畝的公園及設施、30,000棵樹、

80英畝的安全島、公園道路及道路緩衝帶之維護。(3)養護

科：負責136英哩街道、242英哩人行道、109英哩下水道、

475,000平方英呎設施及77輛公務車之維護。(4)環境保護

科：負責環境監測、垃圾收集處理、清掃街道及暴雨汙染防

治等；在預防暴雨汙染方面，多透過公眾教育、法令強制規

定及最有效實際的方式來降低發生之機會。此外，社區及文

化局休閒管理科主要負責規劃利用全市公園及相關設施，為

所有年齡層提供各種休閒及教育活動或課程。喜瑞都市的公

園原則是早上6點至晚上10點開放，公園內各相關設施則依

其規定時間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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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瑞都市政府組織圖

City of Cerritos Organization Chart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案例三：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特區，法律上正確名稱應為哥倫比亞特區，為美國

首都，人口約65萬人，範圍內共分為8個區(ward)。除白宮、

國會大廈、最高法院、多數聯邦政府機關及國際性組織外(如

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組織等)，亦擁有許多國家級博物館及紀

念碑。由於地位特殊，美國國會對特區治理擁有最高權力，必

要時可以撤銷當地相關法律規定。華盛頓特區政府組織體系如

下

(一) 行政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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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長 為 民 選 、 4 年 1 任 ， 市 長 指 派 市 管 理 人 ( C i t y 

Adminstrator)負責市政業務推動，並有1位副市管理人及4位

副市長，協助監督相關局處業務。行政部門包含市長辦公

室、法務長辦公室、督察長辦公室、財務長辦公室、市經理

人辦公室及下轄39個局處。

(二) 立法部門：

包含特區議會、特區稽核長及社區諮詢委員會。議會由

13位議員組成，每個區選出1位議員代表，其他含主席在內

的5位議員則為全市居民選出。另外，每個區都有5-6個社區

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針對影響社區的交通、休閒、土地

使用、經濟發展、公共安全、環境等政策方案及特區政府的

年度預算進行討論。目前共有41個社區諮詢委員會充分溝透

各項政策計畫。

(三) 司法部門：

包含特區上訴法院、特區高等法院、司法行政聯合委員

會、司法調查委員會、司法提名委員會、特區律師公會、刑

期及刑法修訂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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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mayor.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mayormb/publication/attachments/

DC-Government-Org-Chart-January022015_0.pdf

案例四：休斯頓獨立學區(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德州的學區大多數屬於獨立學區，也就是其運作不受州、

郡或市政府管轄，是自成一格獨立自治主體，為提供完整且符

合學區內的各項服務，該組織擁有政策制定責任，以及執行獨

立的財政權，與執行各項政策的權力。其中休斯頓獨立學區是

德州最大的學區，也是全美排名第七大的學區，該學區範圍有

283所學校、共服務21萬5千位學生，並雇用2萬9千名員工，

是德州雇用員工最多的組織之一，2015-2016年預算為22.7億

美元。學區組織說明如下：

(一) 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有9位理事，分別由不同的

地區選出，任期4年，委員會於每個月第2個星期四下午5點

召開會議。

(二) 教育總監(Superintendent)：主要負責學區行政業務管理，人

選通常經由教育委員會投票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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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獨立學區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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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houstonisd.org/

小結：2014紐約市財報反映地鐵問題

美國紐約市的財務結構和市的層級與台灣有部分相關，他的行

政體系也是由聯邦、州、市組成；市內的行政單元為「區」。以紐

約市來說包含五大區，區長、市長及市議員均由選舉產生。因此市

的預算必須透過市議會（議員）審查同意，區的預算亦同，區的預

算大部分來自市政府，市的預算部分來自聯邦。市的預算編列，是

以人口數為前提，及參考前一年度預算的執行狀況，予以檢討或縮

減。

目前紐約市的財務狀況，均可在網站上查詢，任何一筆交付資

料也明確顯示在網站上；每年完成一份去年度的財報，以詳細說明

這一年市政府的經費支用成效。並且規劃有緊急計畫，以因應在人

為或天然災害產生時，因應提供相關單位支用。

根據2014年3月紐約市政府主計長辦公室針對紐約市2015年概

算及2014-2018年財政計畫的審核意見認為，紐約市未來幾年的經

濟繼續維持穩定的成長，工作機會持續增加，而且會呈現在主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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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而不會過度集中在傳統金融和保險部門，預測就業成長將使失

業率降低，薪資成長，但部分成長可能被通貨膨脹率抵銷。經濟成

長亦可強化市府預算成長的機會，2013年11月發表的財務計畫是

首次顯示在概算出來前隔年預算可達到平衡，2014年2月財務計畫

呈現出市府預算只有相對非常小缺口且有很多可利用資源。然而和

對經濟成長預測一樣，這好消息仍有不確定性，特別是與已過期的

政府工會合約集體協議有關。根據2014年2月財務計畫，2014年預

算總計為738.2億，其中包含8.62億的城市基金，這增加主要是來

自於稅收增加。這些資源使得市府能恢復部分原本預算被刪減的市

政服務。雖然2015年概算呈現平衡，執行時仍有顯著的風險會導

致大的資金缺口，最大的風險就是缺乏對所有市府員工工會的集體

協議契約，超過150個集體協議契約已經過期，協商契約成本將增

加財務計畫的成本。其他對財務計畫會產生風險的包括低估加班支

出及高估教育局的醫療補助費用，以上風險部分會被主計長對市府

收入的預估增加所抵銷，主計長辦公室預測收入的增加主要來自財

產稅的增加。財政的缺口絕非是一日可成，都是在經營管理過程中

日漸累積。

紐約的地鐵即是

紐約市目前的財政無

法 解 決 的 困 擾 ， 雖

然地鐵已經有百年歷

史，但因所需的維護

費用相當龐大，又紐

約的交通系統均分屬

不同機構，各類的交

通劵多半無法通用，

即地鐵券和公車券是 Figure 23 紐約市地鐵站 (96 Street) 10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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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互通的，早期在美國屬於交通署的員工及配偶，均可免費搭

乘，也因此累積很多財政問題，雖然地鐵已改為只有員工能免費搭

乘，但就解決財政的問題卻是杯水車薪。環顧車站內的設施老舊，

又因財政問題人員縮減，相對各站的服務人員減少，車站內幾乎不

見服務人員，導致旅客不便和層出不窮的治安問題，車站內管理的

死角也相當多，地鐵站的廁所也非常不乾淨，連在地人也告誡外來

客千萬不要使用，鐵軌上亂丟的垃圾，無人清理的場站，如此惡性

循環，站內長期被街友占據也是無解的課題，雖然NYPD（紐約市

警察局）冬季會勸導街友至安置所，但部分街友仍無法勸離。交通

局也進行評估如何維持安全，但如此多問題的地鐵系統，聯邦和州

政府都很想聯合起來改善，但所需費用龐大，無法全面翻新，現今

也只能逐步逐步進行，紐約地鐵的問題確實是可提供台灣捷運或鐵

路運輸經營的借鏡。

資料來源：

1. http://www.sahfnet.org/

2. http://www.rhf.org/RHFCMS/

3. http://www.nhtinc.org/

4. http://www.downtownsb.org / 

5. http://www.nlc.org/build-skills-and-networks/resources/cit

6. ies-101/city-structures/local-us-governments

7. https://www.whitehouse.gov/1600/state-and-local-government

8. http://www.census.gov/  

9. http://www.loudoun.gov

10. http://www.cerritos.us/ 

11. http://www1.ny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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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有感的服務設施

「品質」與「感動」是公共服

務最重要的核心目標。無論在鄉村

或都市，每一位民眾都感受到一樣

的服務品質，不單是效率，在效率

底下仍有存在著人與人的互動與感

受，有感的服務已經成為現在都市

或相關服務單位極力追求的行政目

標。

以人為本的空間概念，說很容

易做有些困難；目前台灣相關的公

共設施規劃是否已經注入了明顯的

人本概念，例如：人行道的坡度有

無障礙、此起彼落的台電變電箱位

置、公共廁所男女的使用面積是否依照實際的使用需求而有所差

異、階梯的高度和深度、候車亭的位置、公園的設置與規模、街道

或公園燈光的亮度、街道家具的設置與形式等，都在在顯示，各項

公共設施的增設，是否能提供民眾友善的使用需求，讓民眾在生活

中自然而然的使用相關的設施，這些看似細微的設計已儼然成為世

界各國積極追求的現代化都市生活模式。

然而都市內的服務設施相當多樣，相對影響到都市民眾的感

受。公部門為維持一定的服務品質都必須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從建

設成本到後續的營運成本，如何有效的管理都市內事務也是各地方

政府甚至國家，持續思考的問題。以下選擇幾項必須滿足使用者

「人」的需求，如在都市環境中對普遍為民眾生活使用、影響生活

安全、可居性及方便性的議題，探討美國各大都市如何提供有感服

Figure 24 Pilsen Street 太陽能及風力

發電路燈 10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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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一、公園

公園是在都

市 設 施 中 使 用

最 多 元 的 項 目

之一，不同的都

市規模或人口結

構甚至不同地區

所需求的型態也

不盡相同，因此

在台灣都是訂一

套統一的設置標

準，如依照都市計畫的計畫人口規模設置兒童遊憩場、鄰里公

園和公園廣場等，設置內所設置的設備也差異不大，類此建置

相同的模組是無法呈現地區的差異，如同都市和鄉村所需要的

公園形式是無法統一規格化的。在美國不同都市對公園的使用

規則或管理細節存在著差異，位於高度發展都市內（如紐約、

芝加哥等）的公園甚至需要築起圍籬，讓區隔出公園內不同的

使用範圍，且明文規定關園時間，至於設置於公園內的兒童遊

樂設施，明定需要有攜帶小朋友的成人才可進入，並且對兒童

遊樂設施的區塊另外再築圍籬以確保兒童入內遊戲的安全。至

於在喜瑞都、聖路易斯則屬較為開放式的公園設置，只是標示

管理的要件，讓民眾自主選擇使用的時間。

另外芝加哥千禧公園，是一處典型都市型的公園，公園內

部設有表演台，是提供民眾假日欣賞活動的主要場地，當然公

園內部也設有很多指標性設施建物；公園也清楚的介紹植物的

Figure 25 曼哈頓下城珍珠街兒童遊樂場，周邊設置圍

籬，大人須帶小孩始得進入，不得單獨進入 1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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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花開的季節、植物的學名等）；公園內的草坪也定期維

護，當屬於草坪養護期是不容許民眾接近；甚至公園內所設置

人行道，僅供行人通行，腳踏車、滑板車等都不允許進入，以

確保民眾行的權益。公園內設有水池讓民眾親水，同時也考量

民眾使用的需求加設溜冰場（這是在美國鄰里公園內比較少見

的）；除此，公園內無設置任何讓小朋友玩的遊憩設施，由此

了解，該公園是以提供大型活動場域為主，並非屬於一般鄰里

公園性質，明確的公園定位而讓管理者在管理的同時更能創造

出不同的公園特色。

至於美國都

市 內 的 公 園 管

理，有大部分是

結合民間力量或

社區資源共同維

護，除由公部門

訂定明確的管理

規則外，大部分

的管理人力來自

於非營利組織，

也相對減少公部門所需的支付的經費。如S.t Louis聖路易斯

Longview Farm Park是一座由民眾捐贈的公園，該公園管理維

護由自願的組織辦理，更讓需要幫助的弱勢小朋友協助，提高

小朋友的參與率，公園的各項設施都開放民眾捐贈；例如公園

內的座椅，均於固定的位置刻上捐贈者的姓名，因此，每一座

由捐贈得來椅子上都有捐贈者的家人放置的花圈或小型的裝飾

物，非常溫馨。

Figure 26 『Cloud Gate』是芝加哥千禧公園內的著名地

標 10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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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結合公園休閒與社區服務的羅登郡

羅登郡的公園和紐約一樣，日落就關閉。使用與管理多半

結合地方的團體，大部份的經營管理是透過「志工」與「志

工團體」協助。雖然公園規劃管理還屬於郡政府，但公園無需

每日去清潔，部分志工會提供協助；另外依照使用需求於公

園內增設「民眾

活動中心」，多

數活動中心的經

營是由志工團體

協助，仍有少部

分是由郡政府自

行經營，基本上

採使用者付費的

方式，除方便民

眾使用也同時強

化民眾對公共設

備的維護觀念。考量地區的人口結構特性，也透過結合公園和

民眾活動中心，在適合的地點設置「照顧中心」，以服務需要

照顧的弱勢族群如老人或身心障礙人士。「公園休閒與社區服

務局」是主要規劃與行質公園管理相關工作的單位，他們統籌

相關活動課程，且結合在地的志工，讓公部門的服務與地區結

合，且針對不同的客群量身訂製活動，這也是這個單位成功的

主要原因。簡介如后：

1. 運作體系

(1) 3個委員會：

A. PROS(Parks, Recreation & Open Space)：成員經郡務委

Figure 27 羅登郡富蘭克林公園表演視覺藝術中心，前方

像煙囪部分內部為溜滑梯 (照片來源: 羅登郡政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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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任命，就公園及公共空間等事務提供建議意見，

俾利郡務委員會制訂相關政策及作業程序。

B. COA(Commission on Aging)：成員經郡務委員會任

命，就涉及年齡老化及老年人相關事務提供意見。

C. ACOY(Advisory Commission on Youth)：成員除由每

一選區推派並經郡務委員會任命之外，還包括社區

組織代表及每所公立高中的學生代表(私立高中的學

生代表也會被邀請參與)，主要是就少年事務提供

郡務委員會及公園休閒與社區服務局意見。另也和

LYI(Loudoun Youth Initiative合作推動青少年服務和相

關課程。

(2) 志工委員會及團體。

(3) 100個以上社區團體。

2. 公園及相關設施服務：

(1) 擁有超過30個以上的公園及運動場、10個社區中心、3

個老人中心、3個成人日間照護中心、5處歷史保存區、

休閒中心、表演視覺藝術中心、自然保護區、行政中

心。

(2) 公園內提供之相關設施：運動場、人行步道、魚池、紀

念花園、游泳池、健身設施、野餐區域、兒童遊戲場、

歷史保存區、濕地、草地、教育課程及活動等。可依據

地區的需求客製化選擇服務的項目。

(3) 成果：相關公園活動有775,928人次參與、游泳池有

35,183使用人次、提供1,071種運動/自然/文化課程、有

19,416參與人次。

3. 老年服務：提供資訊服務、個案管理、個人諮詢、住家送

餐、老人共餐、旅遊、教育、志工服務、長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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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少年服務：幼兒照護及學前教育活動課程、幼稚園至8

年級活動課程、青少年相關發展服務。

5. 特殊族群服務：適應性休閒活動、特殊奧林匹克、特殊藝

術教育。

案例二：兼具環保與休閒的紐約中央公園

園區面積843英畝(約341公頃)，19世紀設計完成開放，

為美國第一個公共公園。原

則上每日從早上6點至凌晨1

點開放、有4個遊客服務中

心。目前每年超過4000萬遊

客造訪。紐約市政府於1998

年開始與中央公園保護協會

(Central Park Conservancy)簽

訂契約，由該協會負責每日

維護管理營運、開設公園經

營管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等

事宜，2013年紐約市續與該

協會簽訂了10年委管契約，

每年紐約市會根據該協會募

款及公園支出經費狀況提供

經費予協會，協會需負責籌募每年4,275萬美元（是總營運經

費5,700萬美元的75％)。雖然中央公園的維護管理委由協會負

責、但紐約市仍保有對中央公園控管、政策規劃、法律執行及

特許營運等職責。此外、紐約市公園管理局局長和公部門成員

都有參與公園規劃，而協會所提公園改善方案都須經公園管理

局同意。

Figure 28 中央公園75%的預算來自民眾

的熱心捐款 10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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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園保護協會是一個私人非營利組織，由一群致力改

善中央公園的熱心市民於1980年組成。協會由來自不同部門

的個人、市長提名之人員、市府成員及關心中央公園的社區居

民等，共同組成之理事會負責管理，目前有43位一般理事、5

位市長提名的理事、4位市府官員包括公園管理局局長、曼哈

頓區長、中央公園行政官及婦女委員會主席、13位社區理事。

自受紐約市委託管理中央公園迄今，協會已投入約7億美元於

公園維護管理、工程改善及開設相關課程等。

公園管理局負責經營管理紐約市內的公園。由於管理經費

逐年上揚，也配合修訂公園開放時間由上午六點至凌晨一點，

為了管理及安全的需要，管理單位亦可隨時更改公園開放時

間。中央公園與

一般紐約市內的

鄰里公園不同的

是，雖然公園有

規範開放時間，

但公園並無法關

閉（但公園內屬

於是內設施者則

會關閉），仍屬

於開放空間，因此在閉園期間入園者，除必須負責自身安全

外，如被發現也將依公園管理規定予以罰緩。另外公園內的兒

童遊樂設施，如同其他都市內的鄰里公園一般，成人不允許在

沒有帶領小朋友的情況下入園，且兒童遊憩區的範圍設有圍

籬，以保護兒童遊憩的安全。

紐約市轄設置相當多樣化的鄰里公園、廣場與大型公園，

有鑑於紐約屬多元的社會結構，市府對轄內的公園制定了強度

Figure 29 中央公園內烏龜池及大草皮 10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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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管理規則，以下就紐約市公園管理規則（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Parks & Recreation）摘錄說明：

1. 開放時間

(1) 民眾可於早上六點至凌晨一點進入及使用公園；一般開

放從日出到凌晨一點，兒童遊憩區從早上八點到日落

（Dusk）；除非另有公告。

(2) 當有公共衛生或安全問題時，如天災、其他人為災害、

非法集會等，管理單位認為有必要亦可關閉。

(3) 當公園關閉時，無管理單位允許任何人不得進入。

2. 使用申請

(1) 公園從事任何活動需獲得允許證明文件。

(2) 申請人須遵守管理單位所同意的條件狀況。

(3) 申請時需依公園管理部門所提供的文件格式辦理。特殊

活動或集合（示威）需依公園規定申請，得要求申請者

交付費用。

(4) 管理單位得依據下列活動狀況及因素，要求申請者提供

保證金：

A. 可能造成活動地點的損壞。

B. 因活動或活動產生的行為，造成財產損壞的風險。

C. 參與的人數。

D. 帶到活動地點的設備。

E. 活動進行的天數。

F. 活動進行的季節。

(5) 管理單位可依據下列狀況要求申請者投保人身保險，附

帶將公園局部及紐約市列為保險人：

A. 活動是否有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之虞。

B. 活動是否牽涉到食物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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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活動是否超過2000人、參與者多少或相對活動地點

的大小。

D. 活動是否涉及交通或重機設備、舞台或其他臨時結構

物設置。

(6) 申請核准後需要遵守相關核准條件，核准的文件需隨身

攜帶，俾讓警察和相關部門查詢。

(7) 在核准文件失效或終止時，如果管理機關認為申請者未

遵守各項要求及相關規定，並有違任何法令規定時得

A. 沒收保證金（可依損害程度）或賠償。

B. 任何連帶保證人或員工一併納入索賠。

C. 保證金沒收或損害賠償，並不能免除申請者對違反相

關法令規定的罰責。

(8) 任何人均應遵守相關規定。

3. 公園禁止行為：

(1) 破壞、損壞、移除、塗鴉或濫用公園休閒管理局擁有或

管理的相關設施設備及財產。

(2) 破壞或濫用公園內樹木、花草、草地、灌木及其他植栽

等： 

A. 未經允許不得破壞、損壞、移除、切斷或塗鴉在公園

休閒管理局管理的植物、花草、灌木類或其他植栽。

B. 不能讓小孩或動物，在無人看護下獨自進入新種植的

草地或草皮。

C. 不能讓小孩或動物，獨自進入設有圍欄的區域，或公

告禁止進入的區域。

D. 除經允許，不能攜帶用來修剪樹木、花草、灌木或其

他植栽相關工具進入公園。

E. 除經事先書面申請同意及無植栽的沙灘區域，不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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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內使用金屬探測器。

(3) 不能隨地亂丟汙染及傾倒垃圾、放置或遺留無人看管之

個人物品：

A. 不能於公園內隨地亂丟垃圾；家戶或商業性垃圾不能

丟入公園垃圾桶。

B. 不能將任何東西、液體或固體等丟入或排放入公園內

水體區域(包含游泳池及沖洗區域)。

C. 不能於公園內傾倒垃圾。

D. 在公園內或公園週邊，不能放置或遺留無人看管之個

人物品。

(4) 不得在某些限制使用玻璃罐或玻璃容器之公園或公園內

特定區域內使用玻璃罐或玻璃容器。

(5) 除了某些設計給醫療疏散直升機起降的區域外，任何人

不能攜帶或讓飛機、氣球、降落傘、滑翔翼及飛行設備

降落於公園內。

(6) 除值勤的警察或維持安全的officer外，任何人不得將手

槍、彈弓、煙火、可發射子彈的設備或爆炸物帶進公

園。

(7) 禁止虐待公園內的動物：

A. 任何人不得干擾、追逐、傷害、圍捕、射獵、射殺、

丟擲公園內(包含動物園內)任何動物或移除巢穴、移

除兩棲類、哺乳類或鳥類的蛋；亦不得買賣、丟棄從

公園內(包含動物園內)射殺的動物或拿取的蛋。

B. 除未經限制的松鼠或鳥類外，任何人不得於公園內

(包含動物園內)餵食動物。某些特定區域亦會禁止餵

食所有動物。

(8) 任何人不得將大麻或受管制的物品帶進公園、兒童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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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沙灘、游泳池或其他公園財產或設施內，並在公園

內買賣、分發、吸食大麻。

(9) 動物的照顧：

A. 在公園範圍內要繫好自己動物的皮鍊、任何情況下都

不能讓其失去控制。未繫好狗鍊、未在其主人管控

下的動物或失去控制的動物可能會被捕捉或扣留。符

合 紐 約

州 法 令

規 定 有

身 分 證

明 繫 狗

牌 、 已

注 射 狂

犬 病 疫

苗 及 有

繫好皮鍊、身長不超過6尺的狗可帶入公園，但其不

得進入兒童遊戲場、動物園、游泳池及其相關設施、

沖洗區域及鄰近清洗區域的沙灘、水池、球場、籃球

場、手球場、網球場及任何禁止進入之區域。但攜帶

導盲犬的身心障礙者除外，亦不禁止馬進入。

B. 除非特別禁止，否則符合紐約州法令規定有身分證明

繫狗牌、已注射狂犬病疫苗的狗，於下列情況下可在

早上9點至晚上9點在特定公園或公園某個區域無需繫

狗鍊：

(a) 狗必須在主人管束之下，而且任何時候不得騷

擾、傷害公園巡查員、公園內動物及破壞公園內

花草、樹木、灌木類及植栽等。

Figure 30 中央公園 – 在此範圍內，狗需繫狗鍊 103/12/4



第二篇　都市治理 ��

(b) 不得進入兒童遊戲場、動物園、游泳池及其相關

設施、沖洗區域及鄰近清洗區域的沙灘、水池、

球場、籃球場、手球場、網球場及任何禁止進入

之區域。

(c) 在警察、公園管理員或公園巡查員等人要求之

下，要能立刻繫上狗鍊。

(d) 狗主人要能提供有注射狂犬病疫苗證明及現有狗

身分證明文件。

(10) 動物排泄物管制及移除：

A. 任何人不得讓其帶來的狗在公園內隨地大小便，除非

能適當地處理這些排泄物。

B. 任何人只要駕駛以馬拉動的運具進入公園，必須備有

能放置馬排泄物的設施，避免排泄物被隨地丟在公園

道路上。

(11) 任何人不得在公園或公園的建築物、紀念碑或結構物上

大小便。

(12) 在公園內禁止下列脫序行為：

A. 不從現行出入口進出或試圖進入被封鎖及限制公共進

出的區域。

B. 攀爬欄杆、外牆、樹木、公園內建築物、結構物及設

施等。

C. 未付費進入需付費的相關設施。

D. 從事賭博、金錢遊戲及算命等行為。

E. 阻礙人行通道、公園進出道路等行為。

F. 打架及襲擊他人。

G. 嚴重吵鬧到他人。

H. 從事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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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傷害他人人身安全。

(13) 禁止非法目的之遊蕩行為：

A. 遊蕩在公園內誘惑他人從事金錢性行為者。

B. 遊蕩在公園內與一人或多人非法使用、買賣或吸食大

麻、酒精或其他管制物品者。

(14) 任何人不得外露或曝露生殖器。

(15) 使用公園座椅或其他座位空間時不得影響到他人使用，

如將任何物品放在座椅上。

(16) 未經准許不得在公園內露營及搭帳篷等。

(17) 任何人不得在公園或公園的建築物、紀念碑或結構物上

吐痰。

(18) 任何人不得在公園水池、飲水機、滯留池、灑水器、泳

池、湖邊或任何水體旁幫其帶來的動物清潔、洗澡或清

洗其個人衣服及物品等。

(19) 非法訴求、誘惑行為：

A. 除經申請准許外，不得在公園內從事商業性行為或商

業性演說。

B. 除非經核准申請同意可進行非商業性募集外，不得在

公園內向不認識的人募集金錢或財物。

資料來源：

1. http://www.nycgovparks.org/

2. http://www.centralparknyc.org/

3. http://www.loudoun.gov/prcs  

4. http://www.nyc.gov/html/dot/html/pedestrians/dotar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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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明亮、清潔、安全且高使用的公園

因人口的成長與對公共設施品質的要求不斷提升，美國

都市內的公園管理也面臨經營管理成本逐年提高的問題，因

此，公園的管理確實需要各界的力量投入，如同喜瑞都和紐約

市一樣，號召企業、非營利組織、社會公益人士和民眾，共同

參與所居住地區的公園的經營管理。反觀台灣地區公園管理的

問題，除大型的都會公園和國家公園外，均落在地方政府的層

級，公園管理的主要成本為清潔人力、設施維護、水電費用、

綠美化及相關清潔物品費用，在都市內必須提供公共廁所和活

動中心，管理成本亦逐年提升。如何節省公園維護成本，但卻

未降低公園的品質，是一項經營管理過程中公部門必須有的成

本概念。另外為維護公園安全及方便民眾使用，公園內設置應

是維持公園明亮、穿透與乾淨為主且應該著重：有效減少經營

成本、選擇適切的建築材料、強化設施使用安全、人力的彈性

調配、及鼓勵民間力量投入。以下就實際作業進行探論：

(一) 人力的有效運用和鼓勵民間認養

公園的管理確實需要細心的管理人力，雖無須在每個公

園都設置管理人，但彈性的人力運用是必要的，每一個人力

都肩負多重角色，在平時定期巡檢，有事件發生時，集聚眾

人力量合作無間，發揮團隊精神。另外為減輕公部門經營管

理成本，公園內的任何設施均可提供民眾認養，除企業的公

園或綠化認養計畫外，一般民眾亦可依據個別狀況提供認養

機會，如一棵樹、一株花或小區塊花圃，都可透過民眾認養

來細心照顧，讓「都市農園」從公園開始。

(二) 節約水電費用

節水裝置是必需要的，供民眾使用的清潔水源，可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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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裝置，讓衛廁用水可更節約。另外於公園可規劃回收雨

水提供花草灌溉用水，打造公園內的循環用水系統，更珍惜

水資源。另外在硬體設施上，應儘量減少造景式的水池或供

民眾使用的戲水設施，在都市內的水景大部分都是採用自來

水源，為使水景正常運作，必須打造供水系統與髒汙截流，

相對維護成本也與日漸增，為讓都市公園回歸公園使用，在

節約的同時更需要從規劃設計做起。

(三) 適度的光源規劃

公園內的照明應該適度，在安全無虞的狀況下不應過

亮；至於公園的電燈，也可依據地方的特性除使用節能燈具

外，可考量採用分時分段方式，例如晚間依據公園的使用情

況，在安全為優先考量的前提下，可適度減少亮度，有其他

光源的（如緊鄰路燈）亦可適度減量。公園內的照明位置儘

量放低，減少對小動物的光害，且不影響人行走時視線。

(四) 適度扶疏降低災損

台灣地區颱風頻傳，特別在夏秋兩季，颱風常給台灣帶

來不同的災損，在都市內的公園，除有限的滯洪效果外，防

風也是一個重要的物理效應。因此，公園內的樹木必須定期

降低高度或扶疏，定期的修剪可讓植物成長得更好，降低強

風所帶來的折損的機會。

(五) 運用設施改善手段減少街友聚集

只要在都市化地區，街友儼然成為必要之惡。但部分街

友經常盤據公園內造成居民使用的不安全感，因此，必須藉

由設計與硬體的手段減少其盤據的機會。例如設有公共廁所

的公園，應該有其開放的時間，若24小時開放，亦同時產

生治安死角，另外公園的座椅，「只坐不躺」或是增加一些

小設計也能減少街友停留使用的狀況。減少公園內的陰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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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也是透過工程手段改善空間使用的方式。

(六) 選用環保建材及重視設施建材選擇

選擇容易維護且適宜戶外使用的建築材料；早期在台灣

的公園使用太多的不透水層，讓硬舖面充斥在整個公園內，

雖然部分是因應居民使用的需要，如球場、兒童遊戲區、跑

道、開放的平面，但與公園的實質意義是不同的，因此，近

年來都市內的公園開始崇尚高度的綠覆率，以及地面的透水

性，選用適當的建材將可事半功倍。

(七) 減少公園垃圾的產生

垃圾分類是目前在世界各國，延續環保概念共同推動的

方式，公園的垃圾分類其實是可以回饋到公園本身的環境管

理；例如落葉、枯枝，都可以將其留置公園的土堆內，以轉

化成養分，滋潤公園的樹木花草，除可減少垃圾處理量外，

亦可回饋滋潤公園內的生態。

(八) 公共廁所的改善規劃

在國內早期興建的公園（鄰里公園）或大型的公園均設

置公共廁所，這是與國外都市內公園最大不同的地方，除顯

示國人對公園使用的更多元外，也讓公園的經管需要更多的

資源。早期國內的公廁設計都是空間平均分男、女廁，經過

多年的檢討，近年來男、女廁所佔的空間比例已趨近三分之

一和三分之二，另外需增設無障礙公廁及內含親子共同使用

空間設置，為更便於清理，廁內排水路徑的規劃、乾溼分離

的設計，通風和亮度的維持，洗手台統一設置於公廁外，更

方便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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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水

人們逐水而居，都市也因此隨的水岸發展，水是民生做基

本的需求，但也成為現代都市規劃中最重要的民生問題。21世

紀以來都市的災害，儼然成為複合式的災情；例如地震引發海

嘯、火災及相關公共設施的損害，或是颱風所引發的水災、土

石流、設施崩塌等不同的災情，相較於早期的天然災害，逐漸

成為無法全面預測或掌握的災損。依照都市發展的脈絡，全球

有一半以上的大型都市都是逐水而成，水岸都市對水的防範已

成為首要，近百年各大都市的天然災害多半與水的災情有關，

因此，以下就水的治理從汙水（含廢油）、雨水面向探討現代

都市不可獲缺的災防事務。

(一) 雨、汙水分流

當開始討論水的治理時，首先須了解汙水如何處理。在

高度都市化地區雨、汙水分流或衛生下水道工程，即是重要

的基礎建設；將雨水與汙水分開處理，而汙水的處理必須透

過汙水處理廠做必要環保還原，讓所排放的汙水不會造成河

川或環境的再次汙染。想必這是各國積極且持續作業的基本

功課。往往因為分流建設計畫的腳步無法趕上都市發展的速

度，造成災損或汙染；在台灣各大都市中，除了透過都市更

新或重劃手段重新佈設公共設施外，已經開發的都市地區往

往受限於無法排除佔用或違法使用的問題，使得衛生下水道

工程無法如期的進展，為了減少環境衝擊，相信各部門均積

極的投入該項環境整備工程。依據2014年12月「新北市重

要統計速報」，全台灣公共汙水下水道普及率37.96%，台北

市為100%、新北市為62.68%；全台灣專用汙水下水道普及

率為14.52%、台北市4.25%、新北市為33.47%，至於台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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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縣市的普及率都遠遠不如預期；全台灣建築物汙水處理設

施設置戶普及率17.39%，台灣主要兩大城市台北市2.91%、

新北市11.27%，卻遠不如其他縣市，如新竹縣為全國最高

42.51%，新竹市為26.73%，主要是位於水源保護區，在開

發許可過程中公部門已強制要求各開發單位需設置污水處理

設施，以減少對環境衝擊。台灣雨量是全球雨量的前段班，

但對水資源經營管理，卻是全球的後段班，因此未來如何有

效的截流與運用，是屬於地球村的我們必須要強化的。

(二) 廢油處理

當台灣在2014年開始熱熱烈烈討論廢油處理時，很多

國外都市已進行多年有制度的廢油回收再利用機制，將廢油

運用科技化的處理技術，除減少汙染原外還可加值再利用；

美國的Santa Barbara即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案例。聖塔芭芭拉

市是一個高度觀光化的城市，餐廳和美食製造了大量的廢

油、汙水和廚

餘；為了解決

該項與一般家

庭汙水或工業

汙水不同的處

理問題，市政

府和一般城市

規劃一樣，在

鄰近城市邊緣交通堪稱方便的地點興建一處廢油、汙水處理

設施；這是一座外表建築簡單，卻聞不到嗆鼻味道的最終處

理廠。該場為有效處理汙油，減少油漬造成汙水處理的困難

度，在2012年興建完成一座廢油處理設施FOG Station(fats, 

oils and grease)，自2013年啟用，主要收集餐廳、旅館使用

Figure 31聖塔芭芭拉市 EI Estero 污水處理廠內廢油處理

設施FOG Station(fats, oils and grease) 10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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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廢油，且政府強力規定轄區內各餐廳與旅館，只要是與

食物生產、製造、販賣有關的廠商必須加入回收行列，由處

理場派車定時到各地回收廠逐戶收集，再將收回的廢油進行

專業處理，成為再生能源，產生的電力及熱能除主要供處理

廠日常運作使用，亦可提供製造肥料和其他產品。該汙水處

理後的水部分仍可提供園區澆灌，同時可節省水資源的浪

費。FOG Station廢油處理設施啟用後迄今，居民對該處理廠

運作並無負面聲音，雖然過程中產生的甲烷氣體小幅增加，

但相對所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約100萬噸)及需再處理的

脫水固態廢棄物，以及廢油運至其他郡處理的經費，兩相比

較仍大幅減少所需花費的成本。

(三) 生態工法

氣候的劇烈變遷下全球的暴雨現象已成常態，但如何運

用生態工法將暴雨降低對城市的災情，就是目前採用的環境

制衡的概念。例如英國海德公園是倫敦最大的置洪池，美國

紐約的中央公園也同樣肩負生態與置洪的功能。公園對暴雨

的制衡在城市的角色已越發重要，其觀念即是生態環境的再

造，回歸自然的保水處理。

以目前在都市計畫或設計的審議，均將空間的綠覆率或

公園的面積，甚至植樹的數量，納為開發准駁的討論議題，

但依據目前已開發的地區，要重塑真正可透水的舖面卻是一

項相當大的工程，因此，只要是鄰水的都市都儘量運用生態

工法讓都市的親水得予實現，或是使用生態工法讓大型且必

要的公共建設予以柔性或軟化。例如在河堤建置大量使用土

堤式的設計，讓沿岸的小生物能有棲息的空間，減少消波塊

的運用；在都市高聳的建築物間加入更多的綠色元素，運用

閒置或開放空間盡量植入綠色植物；如此，透過回歸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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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工法，產生環境與氣候微量改變。生態工法即是對環境

多一層的關心，讓生活必要的工程減低度生態的衝擊。

(四) 透水舖面(Permeable Pavers)

都市內地表逕流水經過不透水舖面(如街道、人行道、

停車場、車道等)而流至溪流或海洋，常會挾帶對水體或人

體健康影響的汙染物質，成為很多親水都市水域汙染的主要

來源。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很多城市採用了一些低影響的開

發設計(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如設置透水舖面讓暴

雨能直接滲透到土壤，減少污染物流至水域的數量，而運用

在市內公共空間如停車場及公園，設置透水鋪面(Permeable 

Pavers)，再搭配原有的水流設計，可將雨水收集或引導進入

河川。

例如Santa Barbaraca 就是一處鄰水而成的都市，為維持

他的觀光環境，必須依賴高度水的治理。該市利用公園(如

Oak公園)的鋪面，興建透水層的材質，總共運用三層不同大

小的石頭，每一層需達到12到15英吋深度，確實夯實，再

Figure 32 聖塔芭芭拉市河川管理部門 Mr. Cameson 在Oak Park 實驗，

說明鋪面的透水性 10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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舖上透水磚，讓停車場可成為透水地基挹

注地下水，相對可減少水患。另外為解決

水患問題，也確實依照地形地貌，興闢水

的路徑，考量基地的高地特性，依據現有

的流水路徑，沿途鄰河周邊或鄰河公園，

普遍增設透水面積，同時也要求沿線各住

宅 或 開 發 基

地，都必須處

理自我基地內

的排水問題，

讓個別基地開

發的排水不至

於影響其他基

地現有的排水

路徑，也藉此

讓各別開發業者，積極思考與投入，如何將水循環利用，大

家共同努力減少暴雨時節所造成的水患問題。雖然透水鋪面

成本比混凝土鋪面成本高，但如將後續水汙染或暴雨所早成

的災害，衍生的處理成本一併考量進來的話，確實相差無

幾。當鋪面施作時確實依照施工規範確實夯實，就不易產生

車輛壓損鋪面問題，對維養的經費可相對降低。

案例一：華盛頓特區的防洪規劃

華盛頓特區是美國政治最高指導中心，因該特區緊鄰水

岸，易淹水也是長久以來的問題。為解決其暴雨所帶來的水

患，華盛頓特區FIRM將原來沿河地區劃設之特定水災危險區

域，於2010年重新以平均防洪線，檢討提升為100年以上的

Figure 33 透水性鋪
面材質及厚度示範

Figure 34透水性鋪面厚度規範(資料來源：聖塔芭芭拉市

河川管理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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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部分特定水災危險區域已往內陸延伸至鄰近國會山莊

地區，依據資料顯示華盛頓特區內主要的洪氾區已嚴重影響

（1）聯邦建築及財產（2）軍事基地（3）已發展社區及水岸

（4）安納卡斯堤河東邊社區（5）已惡化的溪流及基礎設施。

華盛頓地區是僅次於紐約、芝加哥之後第三個繁忙的辦公都

市。在華盛頓地區分為8個行政區、130個鄰里單元，有包含

的綜合計畫和Small Area Plan；現在相關發展檢討都可透過小

型地區的計畫加以實現，甚至含括地區分區的變更。Waterfront 

Plan，是一處經過改善後可提供民眾休閒的水岸設施，除噴水

池用水外，其餘都是回收水；Flood proofing水閘門普遍存在特

區內，平均防水年也修改為100年。

1. 治水改善檢討

為有效管理現有環境變遷所造成的洪氾問題，特區的

管理機關提出了幾項改善檢討重點為：

(1) 在新的都市地區規劃設計透水層舖面，讓雨水透過地表

的逕流，流入地下層；同時也設置大型排水管道，也讓

大量無法流入的水源透過排水道流排出。

(2) 建築物的設計規劃，補充「指導手冊」讓各類建築設施

在規劃興建時即能配合地區環境加強水的治理工作。

(3) 建立回收水量權力交換平台，民眾可透過政府交換，所

擁有的水權，即「暴雨保水量交換權交易」。

(4) 隨垃圾袋收取使用費。

(5) 為都市發展訂定永續發展的目標「Sustainab le  DC 

Plan」；例如希望達到43%的綠覆率，以增加環境水的

滲透狀況。

2. 水岸規劃的配合

另外在水岸規劃方面，華盛頓特區政府希望將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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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串連規劃為線狀公園系統。2003年特區計畫辦公室

(DC Office of Planning)與多個聯邦及市政府機關，為處

理水岸與市區間的連結互動等議題，討論合作提出AWI 

Framework Plan(The Anacostia Waterfront Framework Plan)，

該指導計畫希望為華盛頓特區水岸地區帶來新活力並打造

為世界級的水岸，計畫目標為：

(1) 打造乾淨有活力的河川：25年內復原河川環境。

(2) 破除障礙、提升親水性：重新打造周邊交通設施環境，

讓周邊社區能更親近水岸。

(3) 形塑良好的水岸公園系統：將超過1800英畝的公共開

放空間轉換改造為互相串連的水岸公園系統。

(4) 成為能彰顯地區獨特性的文化據點：引進以地區獨特文

化為主的博物館及紀念設施。

(5) 建造有活力的水岸社區：提昇周邊水岸社區的經濟活

力、增加新的工作機會及住宅量。

3.暴雨的管理

暴雨管理措施是華盛頓特區水災防治規劃的重要事

項，因水災幾乎是美國最普遍、最容易預測、卻也是損失

成本最高的天然災害，目前對於水災主要仍侷限於興建防

洪工程和提供受害者災害賠償。災害賠償部分主要為國家

水災險方案(NFIP-The National Flood Insurance Program)，

該方案1968年通過，只要土地建物位於NFIP劃設之洪氾

區範圍內均需購買國家水災險，而且相關發展均需受規

範，一旦水災發生，聯邦政府會提供保險補償給受害者。

國家水災險方案有3項構成要素：

(1)地圖(Mapping)：製作水災保險費率圖(FIRM-Flood 

Insurance Rate Map)，俾民眾了解風險。(2)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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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s)：研訂洪氾區管制規定，以降低風險。(3)保

險(Insurance)-水災保險政策，保障風險。

然而華

盛 頓 特 區

4 3 ％ 地 面

不透水，只

要一場1.2

英吋(約3公

分 ) 的 暴 雨

即會產生5

億2千五百萬加侖(約20億公升)的逕流量，加上特區範圍

1/3地區為雨汙水合流下水道系統，管徑不夠大，每年都

會發生暴雨或汙水外溢情形，而另外2/3地區為雨汙水分

流下水道系統，汙水未經處理直接流入河川，亦造成環境

汙染。為了解決以上種種問題，華盛頓特區政府每年投入

不少成本於相關暴雨管理措施。主要包含：對住家、學校

及私有建物等設置相關透水或保水設施者(如雨水花園、

綠屋頂等)提供補助；規定公共空間進行保水規劃，如華

盛頓特區Canal Park，其最重要的設計就是暴雨收集循環

再利用系統，該系統幾乎能收集公園內所有暴雨量，且

經循環處理後95％以上水量可供公園內相關用水使用；

對每一開發案(公私有建物或空間)開徵暴雨費(Stormwater 

Fee)；規定開發基地保水標準，另為利實際執行，只要開

發基地內保水量達到其規定標準50％，另外50％的水量

得採2種彈性作法移至基地外：

(1) 付費由DDOE(特區市政府環保局)處理，每年每加侖3.5

美元。

Figure 35 華盛頓特區環保局前人行道防洪設計 10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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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各基地開發者透過暴雨保水量交換權交易(SRCs)。 

暴雨保水量交換權交易(SRCs)

類似碳交易方式，目前華盛頓特區為美國第一個試行

的地區，其作法為買賣交換權雙方需先向環保局登記後透

過市場機制進行交易。由於華盛頓特區43％地區不透水、

90%暴雨量小於3cm，評估透過此種較為實際彈性之作

法，除每年保水量可增加57％外，亦可提供不透水地區基

地重建時符合基地保水規定的機會。其運用模式如圖示：

Figure 36暴雨保水量交換權交易

(SRCs) 案例說明

Figure 37暴雨保水量交換權交易

(SRCs)運作方式

案例二：聖塔芭芭市的緊急救護  

很多國際一級的城市最關心的天災是地震，如日本、台

灣、美國等國家，特別是當地震發生，依據近幾年的經驗，

地震也和其他天然災害一樣，導致相當不同的複合性災損，

在平日政府部門應與民間密切合作，協助教導各社區防災整

備的事物。在美國，部分都市甚至透過聘任Emergency Services 

Manager以及訓練有素的志工，長期與社區互動，訓練在地民

眾在緊急危難時應如何自救和求救，甚至在別人遭遇為難的時

候，第一時間幫助他人讓災害傷害降到最低。台灣在緊急救護

方面應該算是剛起步，每次災害發生無論中央或地方都會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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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成立「緊急災害應變中心」，各地已有一套完整的SOP

流程，但災害是無法預演的，所以在每次災害發生仍會出現不

同的問題。因此，專業人員的訓練和一般民眾對災害的認知，

就成為救災的關鍵性因素。

很多深具歷史意義的城市，都擁有很多不同族群的外來移

民，因此「語言」是走入社區最重要的工具，台灣地區也是一

樣，有閩南話、客家話、原住民語和國語等四大語系中，在各

語系裡還有分不同的腔調，在地化服務的第一步，就是運用地

方的語言與在地人溝通。在美國聖塔芭芭拉市居住著相當多

的拉丁美洲裔移民，該移民也有群聚的情形，居住的聚落也較

為老舊且密集，政府為深入了解與協助緊急災害發生時，自行

訓練能運用與居民相同語言溝通的社區志工，讓他們教導民眾

在第一時間自救，志工們結合社區和學校，實際教導居民和學

生如何於災害發生時應變，政府單位並規劃各項災害手冊如

火災、地震、水災、龍捲風等，教育民眾瞭解災害的因應與

準備。在緊急應變防災的公眾教育方面，政府更進一步，透

過社區及學校，辦理社區緊急應變團隊(Community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CERT)訓練包括：（1）加強高風險族群如老年

人、小孩及身心障礙者的安全教育（2）與能處理緊急事故服

務的團體或機關合作（3）提供居民有關危及其生命財產安全

更全盤詳細的資訊（4）提供企業或商家最新防火或防災資訊

（5）透過多樣化的媒介或媒體提供公眾教育課程（6）訓練

政府部門員工了解在相關緊急災害發生時，應擔任的角色及任

務，及加強災害時各局處間的協調合作機制；等措施。

社區緊急應變團隊(CERT) 訓練計畫，全美各地都有，是

教導參與該計畫的民眾了解如何就可能影響其所住地區之災害

進行事前因應準備、並訓練其基本防災應變技能，如救火、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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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光源、救援、團隊組織及醫療協助等。透過上課及實際演

練，各地之社區緊急應變團隊成員可以在災害發生後而正式救

援人員未能立刻到達前就近提供基本救災協助，以降低災害可

能造成的損害。在台灣可每里製作各項災害的因應手冊，其中

可包含各項災害的緊急避難中心、作業的操作流程，一般的防

災資訊和各項災害發生所需的救援單位。每里的特性和基本資

料都應該納入。

以聖塔芭芭拉市為例，該市每三年修正一次「緊急應

變管理計畫」，根據2013年1月修正的緊急應變管理計畫

(Emergency Management Plan)，聖塔芭芭拉市的緊急管理系統

包含四個層級(four levels)：

1. 現地應變(Field Response)：指在消防、法律或公共工程相

關命令授權下，緊急應變人員對該災害或威脅直接採取因

應措施。

2. 召開緊急應變委員會(Policy/General Staff)：視緊急事件的

性質，邀集成員討論如何就該事件進行立即回應。委員會

成員包含市經理人(City Manager)、市府各局處首長、公

共資訊官員、行動科聯絡員、計畫科協調員、後勤科協調

員、財務科協調員、市府聯絡官、緊急應變中心經理。

3. 市府緊急應變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Response Staff)：

緊急應變中心應變人員在SEMS體制下協調全市緊急事件

回應及復原行動。

4. 部門緊急應變中心：應變中心人員會與市府應變中心協調

在SEMS體制下提供全市緊急事件回應及復原行動所需相

關協助。目前有下列幾個部門緊急應變中心：

(1) 機場緊急應變中心

(2) 建築與安全緊急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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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防緊急應變中心

(4) 後勤緊急應變中心

(5) 政策緊急應變中心

(6) 公共工程緊急應變中心

(7) 水岸緊急應變中心

資料來源：

1. http://www.santabarbaraca.gov/gov/depts/pw/resources/

wastewater/collectsys/fog.asp

2. http://www.santabarbaraca.gov/gov/depts/parksrec/creeks/

quality/storm.asp

3. http://www.santabarbaraca.gov/gov/depts/parksrec/creeks/

quality/storm.asp

4. http://planning.dc.gov/

5. http://www.sustainabledc.org/

6. http://ddoe.dc.gov

7. http://www.santabarbaraca.gov/gov/depts/fire/oes/default.asp

三、住宅

都市內另一項讓民眾有感的服務，就是因人、因地不同所

提供的居住選擇。在都市化的過程中，會面臨房價高漲的問

題，特別是高度都市化地區，當然，房價高漲是一體兩面的解

讀，有人會因高房價而受益，也有人會因高房價而裹足不前；

因此各國政府均積極檢討在都市地區如何提供更細緻化的產

品，依據民眾不同的需求，提供各類不同住得起的房價；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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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內的人口多元

性，所以必須提

供的服務對象與

需求各有不同，

各地區配套的住

宅政策也逐步進

行，其中包含提

供不同的優惠貸

款或利率，吸引

仍有工作能力的

中產階級遷入，讓他們生活便利且進駐門檻低，使得新一代的

年輕人在此找尋夢想，也完成擁有一間房子的夢想；另外針對

年長者也逐漸形成老人社區或老人住宅的市場，讓年長者能夠

在一個經過規劃設計的空間內安全且安心的得到應有的照顧。

住宅政策當然也包含了出租住宅，讓一直還無法負擔的家

庭，能很輕鬆的承租一間維持得很好的居住單元，無論是否為

公民都能有機會得到這樣的照顧。如此，將可以有效解決民眾

居住的問題，當然也相對杜絕了一些社會問題的發生。

「住宅政策」有別於一般統稱的「社會福利」政策，在先

進國家住宅政策多半結合民間力量共同推動，例如非營利組

織。政府部門每年固定編列一定的經費提供給民眾申請利息補

貼，或租金補貼；另一面也可透過非營利組織的操作，讓民眾

向該組織提出申請，組織再針對申請人相關的背景資料查證，

只要信用良好、有正常工作、無犯罪資料等，一般都能符合資

格，得到非營利組織許可申請到住宅單元。

現在美國的住宅政策，仍偏向照顧屬於全國平均收入的中

間或中下階層的低收入家庭。選擇照顧類此家庭，應該是比只

Figure 38 華盛頓特區 St. Dennis Apartment  ( 低收入戶

租用住宅 ) 10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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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生活經費補貼，更能藉此減輕該類居民的生活壓力，相對

的，他們也比較有經費去支應他們下一代的教育費用，且強迫

該家庭成員一定要有工作，比起只領救濟金，對該家庭的改善

更為顯著。在社會中的中產階級畢竟佔大多數，照顧好這一區

塊的民眾，相對也能提高國家的競爭力。以下整理摘錄美國住

宅政策執行方式：

(一) 政府部門

美國住宅補助政策概念是希望能提供民眾負擔的起的住

宅(affordable housing)， 一般來說民眾如果花費在房屋上的

成本超過其所得30％，可能就無足夠金錢購置食物、交通或

醫療等需求，因此聯邦政府會透過相關住屋或購屋補助、補

貼等方案協助民眾降低其房屋負擔。以出租住宅為例，政府

會提供以下幾種補助方式：

1. 補助券(Voucher)方式：承租人取得政府證明(certificate)

後，自行依需求尋找欲承租之房屋，並以補助券支付部分

租金。

2. 政府與建商簽約提供整棟建物出租(Project-Based)：建物為

私人所有，由政府與其簽約提供出租予符合承租資格者，

如整棟提供中低收入戶或老人住宅等。

3. 公共住宅(Public Housing)：由政府興建擁有並出租給符合

承租資格者，承租人依比例支付部分租金、其餘由政府支

付。

4. 透過稅賦抵免手段鼓勵建商興建出租住宅(Tax-credit 

program)：透過稅賦抵免、減少建商投資成本，鼓勵其願

意興建租金較低之出租住宅。

上述符合資格的承租人按規定比例（其所得30％）支

付部分租金、其餘由政府支付。該項政策補助一般是依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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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庭中位數所得(Area Median Income)的比例來作為資格條

件，另外政府還會進行承租人(或家庭)之背景、財務狀況及

資產調查。

伊利諾州的住宅部門是一個官方的單位，(該單位可以

透過發行債券來籌措資本以提供affordable housing所需財

源，並透過監督、分配聯邦及州等相關資源提供購屋者負擔

得起的貸款方案、集合出租住宅發展商所需的興建貸款及補

助)，結合了聯邦、州、市和其他資源共同推動該州的住宅

政策。該項政策有包括提供貸款給購屋者、提供租屋補貼給

租屋者、提供經費給希望更新居住環境者甚至針對不同的族

群提供不同的住屋協助。主要經費還是來自聯邦政府。從

1970年到2013年總共增加了226,261個住宅單元，經費為

11.7Billion（117億美金）。近年來由於房地產價格處於下

降趨勢，致購買房產成本相對租房成本便宜，故IHDA目前

推動多項政策鼓勵民眾購買自用住宅，甚至提供零利率貸款

給發展商興建住宅以供民眾購買，藉此亦可降低目前租金水

準。

依據IHDA2013年年度報告：

1. 在 鼓 勵 創 造 自 用 住 宅 擁 有 率 方 面 ： I H D A 共 提 供 了

304,700,000美元補助，其中272,000,000美元用於提供

自用住宅貸款及抵押貸款，共補助2,503戶；13,800,000

美元用於提供頭期款及買屋貸款手續費等成本補助，共補

助2,166戶；18,900,000美元用於提供房屋修繕貸款及補

助，共補助538戶；且透過鼓勵自用住宅政策補助，同時

為伊利諾州創造了1,251個工作機會及帶來59,000,000美

元經濟效益。

2. 在提供出租住宅方面：IHDA投資了274,000,000美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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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債193,000,000美元協助在23處基地興建1,440戶出租

單元、在14處基地修復保存916戶出租單元，其中417

戶提供做為特殊需求人士租用之單元、1,007戶提供家

庭租用、932戶提供老年人租用；此項出租住宅政策為

建築相關產業帶來了2,750個工作機會、為當地企業創

造194,800,000美元所得，為聯邦、州及地方政府帶來

21,500,000美元稅收及創造1,200,000美元地產稅。以伊

利諾州出租住宅總量來看，超過7%的出租住宅係由IHDA

協助提供。

3. 在提供支援性住宅(提供給有特殊需求或需要協助者)方

面：IHDA籌措49,000,000美元並舉債213,000,000美元協

助提供451戶支援性住宅。以經濟效益而言，提供一個人

住在支援性住宅每年所花費的成本比送這個人到相關照護

機構所花費的成本少37,000美元，對伊利諾州來說成本降

低了72.4％。

4. 在穩定社區方面：藉由提供每一購屋者頭期款10,000美元

補助，促成265戶閒置住宅再利用。

5. 在避免抵押品贖回權喪失方面：每個抵押品贖回權喪失案

所花費成本約79,443美元，2013年有69,568戶透過IHDA

相關方案獲得諮詢協助、其中67％成功避免抵押品贖回

權喪失、估計避免因抵押品贖回權喪失所節省的成本約

3,070,000,000美元。

以下提供兩處由公部門發起，透過私部門的投入共同打

造的成功案例：

1. 紐約布朗克斯區VIA VERDE多戶式合宜住宅

本案基地為市府所有，位於曼哈頓東北方、布朗克

斯區南邊Melrose社區、擁有大眾運輸及其他都市便利性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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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面積約1.5英畝(6070平方公尺)，部分曾經作為鐵路

公司貨運場、工業及商業使用，從80年代早期鐵路拆除後

基地一直空置。為了重新提振南布朗克斯區活力，2006

年市府與相關私人公司及團體合作辦理住宅設計競圖比

賽，希望遴選出一個能提供合理負擔兼具永續性的住宅設

計，並為南布朗克斯地區創造一處綠色、健康永續的都市

住宅、這也是紐約市首次針對該類型住宅所辦理的設計

競圖比賽。2007年遴選出優勝者後，市府召集設計公司

(Dattner Architects and Grimshaw)、開發商(Phipps Houses 

and Jonathan Rose Companies)及相關單位合作成立工作

小組持續督導推動本案，2010年開工，2012年完工啟

用。本案曾獲2013年美國建築師協會住宅獎(AIA Housing 

Awards)、2013年Rudy Bruner Award銀獎。目前該案已全

數出售出租完成。

為使城市和自然環境能融合，該建築設計呈階梯式形

式，南至北依序為低樓層的連排樓房、中樓層的複合式住

宅及高樓層的大樓住宅，中庭空間設置了一個有活力的花

園作為有機建築元素及該社區的精神表徵。本案提供222

個住宅單元，住宅形式有工作室、1至3房等類型，其中

151個單元出租、71個單元出售(合作式住宅)，每一單元

面積從13坪至39坪不等，另有辦公室、商業零售空間、

屋頂花園及公共開放空間。興建成本約9880萬美元，經

費多來自於市府融資及補助等。

申請條件：只要符合規定的所得及家戶人口的規模等

相關條件者，都可提出申請，151個出租住宅提供給低收

戶(家戶所得屬40％至60％地區中位數所得者)、71個出售

住宅提供給中等收入戶(家戶所得屬70％至100％地區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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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所得者)。

Figure 39布朗克斯區VIA VERDE多戶式合宜住宅，外觀示意圖

2. 紐約曼哈頓東哈林地區(East Harlem)廢棄校舍改建合宜住

宅(EL BARRIO'S ARTSPACE PS109)

EL BARRIO'S ARTSPACE PS109是一個透過社區力量

推動的合宜住宅改建案，將一處位於東哈林地區的廢棄公

立學校校舍改建為兼具工作及居住功能，可提供給藝術家

及其家庭居住的合宜住宅及社區藝廊空間。本案提供89個

住宅單位出租、住宅形式有工作室、1至2房等類型，每一

單元面積從13坪至28坪不等。改建成本約5200萬美元，

經費多數來自低收入住宅稅捐抵免、聯邦及州課徵的歷史

稅捐抵免、及其他政府相關資源等。

申請條件：只要符合規定的所得及家戶人口的規模

等相關條件

者，都可提

出申請，住

在紐約市的

藝術工作者

可獲優先考

量，另50％

住宅單元優

Figure 40曼哈頓東哈林地區(East Harlem)廢棄校舍改建合

宜住宅(EL BARRIO'S ARTSPACE PS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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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保留給現有社區居民、5％給身障申請者、2％給視障及

聽障申請者、5％給市府員工申請者。本案2014年初開放

申請，7月中截止時共收到53,000份申請書，7月底已開

始抽籤及進行審核，預估2014年底可讓住戶進住。

(二) 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美國的很多非營利組織，並非我們傳統認知的所有經費

都來自於政府或捐贈，有許多非營利組織會將大多數的經費

注入該組織所營運的事業或事務上，仍必須自負盈虧，政府

藉此減少了很多相關事務的推動與經費的支出。但如何籌組

非營利組織，仍應有一定的規範，他必須負擔一些執行的績

效與責任。例如：推動住宅單元時，向民眾收取的費用，同

時也接受聯邦政府、州政府或企業的捐助，但必須自負相關

管理營運成本，該類組織沒有董事長、亦不會發放股利，最

重要是必需要有成本概念，所有組織內的開銷皆來自於相關

住宅單元的運用收入。以下彙整美國積極參與住宅政策的不

同非營利組織，辦理方式。 

1. 以「租用」為主的國家住宅信託非營利組織NHT

NHT（National Housing Trust）和房產業者共同規

劃，提供住宅給一定條件的申請人（例如規範申請者的所

得必須低於某些標準）。所規劃提供的住宅單元約可容納

四人的家庭，當其入住後必須依照居住規範如：生活約

定、訂期繳房租等。該組織所設置的管理者甚至握有每個

房間的鑰匙，雖然不容許管理者隨便進出各別住宅單元，

但當發生生活脫序或其他特殊狀況時，管理者是可以進入

緊急處理。另一方面，當入住者的收入已超過標準申請標

準時，仍可經過許可繼續居住。

Preserving Affordable Housing 是結合：聯邦、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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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策制定者、私人擁有者、投資者、住宅從業者和公共

事務工作者，一起為各階層提供的有品質和健康的居住單

元的團隊。工作任務是為低收的個人或家庭提供他們可負

擔的居住單元。截至目前已在41個州協助超過2500戶，

投注了超過一百億（1 billion）經費。NHT是唯一由非營

利組織，為民眾維持居住正義的單位，他的工作面向包括

（1）政策面的確認或承諾：聯邦、州地方政策制定者不

能減少住宅的提供（2）不動產發展：控制為低收提供住

宅的價格，特別是在首府地區（3）貸款：幫助開發者和

需要更新者。

「保護和改善」是住宅政策重要的意涵。這項信託政

策是必須要和企業結合，企業也提供了超過5000單元納

入體制：當然該組織也透過NHTCDF（the National Housing 

Trust Community Development fund ）和ICERLF（the 

Institute for Community Economics Revolving Loan Fund）快

速將相關機會提供低收入者。

承諾的永續經營：NHT將永續照顧家庭和小孩並提供

健康的環境；主要工作角色為（1）擔任執行者：結合各

級政府將綠建築和環境保護的議題放入住宅政策內（2）

擔任發展者：Galen Terrace是組織內的員工也是第一個將

企業綠社區的概念運用到DC（3）擔任貸款者：可將綠標

準和技術透過住宅來完成。

以目前的社會結構住宅的提供越來越重要，不僅只有

低收入家庭或個人，甚至目前也提供了老師、警察、消防

員和其他各種服務業從業者，依資料顯示美國國內有三分

之一是住在「租屋」內。住在租屋內所需的費用相對少，

對於住宅的品質更新可支付較少費用，組織運用企業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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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營造一個好的環境，並包括提供工作機會、保持綠帶、

提供好生活環境、保持需要的公共設施、充分利用每個已

經存在的建築或空間，還有社區的更新以及社區里鄰的營

造，都是永續發展的重要事項，不再只是提供「租屋」這

件事。

2. 以「老人住宅」為主的RHF（Re t i r emen t  Hou s i ng 

Foundation）非營利組織

1961年由兩位聯合教會的牧師和一般民眾建立一個

供老年人居住住宅，逐漸成為國內最大的非營利住宅提

供者專為提供老人住宅服務。該組織Logo的意義是運用傳

統基督的遺產，採用四方皆有可供居住的住宅，以十字

連結讓四方

都可合作運

用，四方開

口讓所有人

都有機會進

入，為所有

人提供住宅

需求。只要

7000美金即

可進住，這

項措施後來延續到不同的階級和低收家庭。為老人提供的

服務包含：財務管理顧問、營養學教育、居民服務、制定

市場計畫、關懷與照顧、合作承諾的持續。基金會的人員

從事社區改善與服務及解決各項老人問題的工作。

負擔得起的住宅的重要性：針對已退休人士其所得或

收入已無法改變，但房地產卻逐漸升值。每人以收入的

Figure 41 參訪華盛頓特區 North Capitol at Plymouth 

老人租用住宅 10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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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支付租金，基金會收取部分的費用為服務管理運作支

用。在2011年基金會得到40.6(百萬)經費興建新的社區，

但仍然有部分人仍無法負擔所提供的住宅。因此，需要政

策持續的支持，讓公部門也能在立法上施力，使得此類住

宅能永續經營下去。

在華盛頓區為老人所規劃的住宅社區已完成9年，現

住有72位老人，平均居住年齡為79歲，以女性居多，每

一位老人或每兩位老人住一個單元，包含客廳、臥房、廚

房和浴室。單元內由老人自行規劃擺設需要的家具，洗衣

和餐廳可共用。老人必須自負電費、瓦斯費和電話費。現

在仍有將近50位長者排隊等候入住。但該社區主要是照顧

還可以自己照顧自己的長者，而入住者的家人一年中可來

與其陪伴住宿約18天。為讓年長者居住在這個社區能夠自

在，管理單位不定時規劃不同的活動，且替這些老人家安

排很多生活上的照顧。整棟房舍的設計，處處都很貼心，

除空間明亮外，怕老人家走錯樓層部，各樓層的牆面都塗

上不同顏色，且牆上都規劃很好的扶手。

3. 以「社會住宅」為主的SAHF（Stewards of Affordable 

Housing for the Futrure）

2003年由11位資深社會企業的非營利人員組成，該

組織在49州都擁有住宅，全國超過100000住宅單元，為

低收及個人甚至街友提供租賃住宅。並且面對面為窮人解

決問題，除住宅問題還有工作上的協助；另外還有銀行的

協助，和與政府部門合作的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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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他山之石—美式的住宅政策

國內為了提供一般大眾所能負擔的住宅，從30年前公部

門主導的國民住宅，到近年結合都市更新與私部門合作，共同

推動合宜住宅，主要都是為解決都市地區住宅正義的課題。當

然無論是國民住宅或合宜住宅，申請者都必須具備某些社會條

件，當完成過戶後，僅規範不可轉讓的年限，並未持續規範轉

手出售的購買者要件，經過多年，無論國民住宅或合宜住宅的

房價可能只稍減於鄰近的房價，但對於政府為了照顧某些族群

的美意，被第一手屋主所抹煞，最後房價還是會上揚，只讓原

有屋主獲利了結。這就是多年來台灣推動住宅面臨解構的最大

課題。

美國屬於高

度都市化地區的

城 市 ， 同 樣 面

臨住宅需求的問

題。住宅政策就

美國推動的方式

言，仍是屬於社

會福利政策的一

種。住宅政策的

執行是以利率補貼和貸款的方式協助民眾取得或租用房舍，與

台灣較不同的是，政府所協助提供的租屋相較於台灣，提供的

態樣較多且數量上也較高。唯美國現今房地產下滑，反倒造成

購屋比租屋便宜。

美國住宅政策主要協助的對象多半集中於：低收入家庭、

特殊狀況家庭、老人或其他年輕的家庭組合。但以芝加哥及華

Figure 42 拜訪SAHF主席William C. Kelly ,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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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頓兩城市而言，芝加哥的住宅政策主要是由依利諾州的住宅

部門執行，而華盛頓地區確是由非營利的單位SAHF（Stewards 

of Affordable Housing for the Futrure）負責執行，在華盛頓地區

有相當多的非營利單位進行各項租屋的房仲市場，以及專為老

人成立的租屋公寓；兩者比較確有其優缺點。在華盛頓地區多

半由民間單位進行相關租屋或購屋的補貼作業，在經費的分配

可能較易招致質疑，且因與部分建商合作，為確保其經費能正

常運作，對於承租者的限制較多，一旦無法正常繳納租金就會

被強迫退租；雖然各單位仍有急難救助的管道，甚至可提供有

毒癮或需要工作的人協助，但終究該非營利組織仍需考量他們

所肩負責任，和組織營運所需的成本，因此，對於無法正常支

付租金者只能退租。就整體結構而言，該住宅策略較偏向有自

給自足能力的居民，保障屬於社會中、下階層的居住需求。

反之，在芝加哥所執行的住宅政策與紐約最大不同在於，

芝加哥是將住宅政策定位為「社會福利政策」。芝加哥推動

的方式，只要願意或需要經費的民眾，都可以透過申請取得協

助，所提供的面向較廣，當得到政府的協助後，就落入一般的

貸款體系，若有支付的困難，亦可透過官方請求協助，徹底落

實住宅政策。有趣的是，經過政府的協助，不僅滿足個別的居

住需求，當地的就業機會也因此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建築產業

的發展。

反觀紐約市公共住宅的危機，近年來，紐約市住宅的短缺

已達到危險臨界點，主要因素有下列2項：

1. 紐約客的房屋購買力逐漸減弱：過去20年紐約租屋者的薪

資水準幾乎呈停滯狀態，即使在調整通貨膨脹因素之後，

薪資上漲幅度也少於15％，而同一時期紐約市公寓每月平

均租金卻上漲了40％，導致紐約客租屋越來越困難、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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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租金占薪資所得比例越來越高，連帶影響其日常基本生

活需求。根據調查，2012年紐約市有55％的租屋家庭面

臨房租負擔過重(rent-burdened)問題(即薪資所得30％以上

用於租屋)、超過30％的租屋家庭有嚴重房租負擔(severely 

rent-burdened)問題(即薪資所得一半以上用於租屋)。

2. 房屋供需失衡：此現象之產生來自於越來越多人想要搬入

或留在紐約而不是搬出紐約，如年紀大的長者退休後想

留在原地而不是搬離紐約、年輕家庭當小孩達到就學年齡

時，會選擇留在城市裡而不是搬到鄰近鄉鎮等。然而，私

人房屋市場並無法提供現有居民足夠的房屋供給量，更不

用說能容納前述人口成長而需要的房屋量，而公共補貼住

宅供給量也只能符合部分需求。

為持續保留紐約市的多樣性及活力，吸引更多人才及雇主

以提升經濟發展，增加及保護合宜住宅的供給量是必須施行

的。因此，2014年新上任的紐約市長白思博將合宜住宅列為

其施政最優先政策之一，並承諾要為紐約市興建或保存約20萬

個合宜住宅單元，Housing New York便是為解決紐約市合宜住

宅危機問題而擬定的橫跨五個行政區、為期10年的策略計畫。

紐約市2015-2024住宅策略計畫簡述如下：

1. 計畫指導原則：

(1) 住宅政策必須能解決及應付紐約市相關人口成長需求。

(2) 都市計畫程序及土地使用政策必須修改。

(3) 經濟多樣性必須是住宅發展的基石。

(4) 相關市政管制工具，程序或資產要能更有效率地應用。

(5) 社區轉變過程中必須保護或補貼現有住宅、控制住宅的

租金及其他住宅存量。

(6) 要更積極保護控管租金額度和承租住宅的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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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必須利用目前低利率、有利之房地產市場，預防未來市

場低迷。

(8) 增加相關住宅方案的資本支出。

2. 主要政策及方案：

(1) 鼓勵發展多元化、宜居的社區

A. 在5個行政區尋求發展合宜住宅的契機。

B. 實現一個強制性社會住宅方案。

C. 利用發展合宜住宅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2) 維護現有住宅的合理負擔性及品質

A. 保護房客及遏止租金管制失序。

B. 採用較有策略之方式來維護現有住宅。

C. 引進簡單有彈性的獎勵方式(如稅賦獎勵等)以保障長

期的合理負擔性。

D. 對於因社區環境改變導致租金上漲之住宅地區，應預

先納入租金控管範疇，保障社區之合理承租金額。

E. 對需要維護的合宜住宅提出新的環保獎勵方案，以節

省能源及保障長期的合理負擔性。

(3) 為所有的紐約客興建合宜住宅

A. 大幅度地為低收入者(所得在平均中位數所得30％以

下)增加合宜住宅量。

B. 利用低度使用的公有及私有地發展合宜住宅。

C. 創造2項新方案(NCP及NIHOP)以開發小型、空置的基

地。

D. 引進新的混合所得住宅方案(如20％提供低收入戶、

30％提供中等收入戶、50％提供中產收入戶)。

E. 結合紐約市房屋局，擁有房產居民及鄰近社區，研議

在地發展需求及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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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修改使用分區、建築及房屋相關法令及管制、以降低

成本及帶動發展機會。

G. 檢視現有住宅補貼政策以嘉惠更多人。

H. 確保合宜住宅的永續性，並規劃符合紐約市人口變遷

的需求。

(4) 協助遊民、年長者、援助性及無障礙住宅需求與發展

A. 將預算從高成本的遊民收容中心轉移到低成本的永久

性住宅。

B. 開發更多援助性住宅(如供身心障礙者或遭家暴虐待

者等)、以降低對各類較高成本收容中心、醫院及緊

急設施的需求、節省公共支出。

3. 計畫目標：

(1) 為紐約市興建或保存約20萬個合宜住宅單元。

(2) 計畫經費40％興建新的合宜住宅、60％用於維護現有

住宅。

(3) 合宜住宅提供服務下列4種所得類別：

A. 20％提供給極低收入戶(Very Low Income-50％AMI以

下)。

B. 58％提供給低收入戶( Low Income-50％-80％AMI)

C. 11％提供給中等收入戶( Moderate Income-81％-120％

AMI)。

D. 11％提供給中產收入戶( Middle Income-121％-165％

AMI)。

4. 計畫經費：

本計畫預估經費約414億美元，由市府預算、州政府

及聯邦政府補助，以及金融機構融資等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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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藝術

一個令人感動的都市，是將人

文創作融入在都市空間，運用可利

用的空間或設施營造出不同的都市

氛圍，讓來往的民眾享受空間的另

一份樂趣，這就是有規劃的出現在

都市內的「公共藝術」。隨處可見

的藝術創作，提升文化藝術的能見

度，藉由公共建築的興建，導入在

我們的公領域生活空間中，是我們

在進行公共藝術佈置最主要的思

維。讓創作者除了在展覽場或畫廊

展現作品外，可有更多的空間展示

藝術家的創作，也讓一般大眾不用

走入專業的場域，輕鬆且隨意的就

可接觸到藝術創作，讓藝術的饗宴在無形中植入民眾的生活。

在很多國外城市，都市隨意的角落就可看到極富巧思的創作，

不需要大型展場或大型作品，簡單的牆面創作，甚至一處公園

休憩的椅子、桌子、涼亭、護欄、花草種植的紋路、廁所的造

型、舖面、路廊的設計等，都可展現藝術創作的氛圍。「藝

術」並非只侷限在名家或大型藝術創作上，讓公共藝術真正能

讓民眾輕易的接觸與觀賞。

為藝術而藝術是目前國內各單位依法執行「公共藝術」的

普遍思維，就一般工程人員，真的很難理解如何將藝術生活

化，空間藝術化；但台灣自從執行公共藝術法後，逐漸產生公

共藝術規劃的課題，在冗長的審查過程和無法達到設施與藝

Figure 43 加州索夫昂丹麥村，

配合地區意象設計的公共電話亭 

10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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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融合的準則下，時常耗費相當多的人力和時間，又加上各項

設施必須民眾參與，多數的民眾甚至執行者，都很難掌握真諦

下，當然產生很多讓人無法理解的作品。「公共藝術」本應是

在規劃公共設施的同時必須一起被納入統合考量的作業，或是

因應公共建物而生的，並非為了有經費而產生的藝術消費行

為。一棟有特色的建築物或設計作品，難道就不是公共藝術

嗎？到底「藝術」由誰來說的算？在公共藝術的推展上，很多

國外先進的都市起步較早，且不受限於僵化的法令規範，多半

都是讓有經驗或者有興趣的創作者自由發揮，並透過公聽會的

機制，讓民眾了解未來公共藝術設置的重點，並非由大眾去決

定何種類型的公共藝術，所以主導權還是落在一群專業的藝術

創作人手上。

(一) 作品的種類

公共藝術

絕非只是一件

作品，也許只

是一個概念或

是一項與建築

物 結 合 的 設

計，當然也可

能只是一件創

作。在國內依法必須執行的公共藝術除了小額經費可透過所

謂的「活動」推廣執行，大部分的經費都還是落入硬體的建

設或採購藝術作品。採購的藝術作品或投入的藝術創作往往

與公共建設本身並無關聯。例如已具有歷史意義或文化價值

的建築物（在本國屬於尚未依法公告的古蹟或歷史建物），

在有計畫保存維護的同時，本身就是一種公共藝術展現方

Figure 44 舊金山市場街上結合

科技與生活創作的街道傢俱 10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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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將整棟建築當成一種創作，何需額外採購作品。

另外每一項大型的公共建設都有相關的整體設施，選擇

一項設施透過藝術家的參與將其融入在設施內部就是一項

加分的公共藝術。例如紐約市透過各項設施與交通建設的結

合，在2008年10月共出現100處以上的公共藝術創作。「實

用性」也是我們在推動公共藝術的同時常常忽略的事情，當

然國內也有部分的作品確實結合了使用性和藝術性，期待未

來可大膽嘗試在各項大型交通規劃的同時，也一併將公共藝

術考量規劃，例如規劃街道創造街景，或選擇在公共開放空

間、行人陸橋、牆面、路邊等空間，結合藝術家創造色彩壁

畫、動態燈光、雕塑等，讓台灣的都市展現在地人文特色。

(二) 作品的產生

在國內執行公共藝術計畫是採公開徵件的方式，及經過

公開展覽讓民眾投票選擇，確定案件後需經過學者專家的

審查同意始得設置。雖然在選件的過程也確實已經結合了專

家、藝術創作者與民眾，定案後該項作品就會一直放在某一

個場景，如不說明導引，很多人從作品旁邊經過，仍不知道

是一件公共藝術，甚至有些作品完成後並不受在地居民的歡

迎。

反觀在紐

約Hight Line 

Park，該地區

是非常受歡迎

的觀光地區，

每年有百萬計

的觀光客和在

地人參訪，很
Figure 45 芝加哥Wicker Park 地區街角牆面創作 

10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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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藝術創作者都希望能在該處有展示作品的機會，因此，經

營團隊就藉由公開徵件的方式更換藝術創作，只要透過一定

的審查機制，讓所有希望從事藝術創作的藝術創作者，都能

輕易的將其作品參加評審，獲選的即可置放在開放空間讓民

眾瀏覽。高度的榮譽感應該是每一位創作者所追求，同時

也可透過這樣一個選件的機會，再次創造該地區的話題，

也讓很多民眾提高重遊率，只為了公園內增加了某件藝術

創作。另在紐約的Willoughby Plaza 是第一座戶外畫廊，在

Brooklyn；Voice Tunnel是用燈光創作的（300盞燈和150擴音

機控制），該地區一年舉辦2次創作競圖，並選擇適合的區

位委託藝術家進行評比創作，都顯示創作藝術必須是互動，

並且時持續性的動態經營。總之，以不同面向和不同方式進

行公共藝術的創作，絕非僅以法令規範即可達成，「公共藝

術」應該被結合在都市人的生活當中，而非獨立存在。

五、城市智慧

水道讓城市發展，印刷術推動啟蒙運動，報紙則促成了民

主。從1990開始，運用到鄰里單元、鎮或城市，讓各項資源

或資訊都可透過日漸進步的設備傳遞出去，協助方便與國際或

國內的交流。因此，現代城市運用科技與資訊的傳播，有效提

高服務品質，同時運用寬頻經濟（Broadband Economy）讓地方

發展創造商機，全球資訊無國界。

資訊的廣泛流通造就了如Yahoo、Google類此全新的產業，

小公司即可運用全世界的資源運作自如。最重要的是運用最低

的成本，就可連接到很多以往不可能做到的事。除了在經濟或

社會資源的無限使用上，更可使用在社區生活的事物，讓社區

可以與世界接軌形成一個永續發展的社區。但是不能只靠寬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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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技術就能協助解決經濟問題，重要的是要選擇對的組合、投

資和策略。

如何營造社區的智慧空間，首先從「寬頻的銜接」開始，

讓城市裡訊息的傳遞透過科技的方式快速傳播；「knowledge 

workforce」運用軟實力規劃設置網路工作中心，無論任何產業

均可透過連結讓產業串連與合作；「數位」與「創新」運用科

技評估設計環境的優缺點，提供好的選擇解除問題，讓數位化

的過程協助政府部門、私人企業或資本的正確投資，和提供不

同產業結構和就業機會；「市場與執行」如同市場面對全球化

的競爭，社區也是一樣，讓社區一直保持良好的環境無論在經

濟成長或其他各項事務，都能維持一定功能，讓居民可以非常

方便的使用。運用科技規劃一處成功的社區或城市要素為：

1. 合作collaboration：必須在政府與私部門共同合作，很多公

共建設需由政府部門辦理，但建立共同的目標在公私間卻

是最大的難題。

2. 領導能力leadership和雙贏的政策：公部門訂定明確的發展

目標，帶領著城市裡的產業一起轉型，能讓公、私部門達

到雙贏的發展策略。

3. 永續sustainability：運用稅收和長期的投資，甚至包含環

保課題、交通建設、好的公共建築讓社區可以永續。很多

智慧城市運用在環境議題上，減少汙染、減碳觀念都涵括

在發展的議題上，讓社區永續發展和健康的社區長存於地

球。

案例一：紐約市（New York City）

紐約市被智慧城市論壇ICF(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選

為2001年，年度智慧城市，主要原因是作為美國金融及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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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鎮，紐約市在90年代末期開啟了數位經濟的發展。1995年

紐約市設立了創投基金，Plug‘n’Go program提供新的或年輕

的公司一個負擔得起，且已規劃配置的電路系統，和規劃完整

的網路辦公空間，“Digital New York: Wired to the World,”則

提供種子基金，在曼哈頓以外的其他地區設置新的高科技產業

聚落。近年來紐約市結合高科技推動的市政服務：

(一) CityPay：紐約居民可以透過線上付費系統支付如違規罰款、

稅金、執照費、電力或消防等檢查費、水電費及相關市府開

設課程費用等，民眾使用最多的前三名是繳納交通違規費、

財產稅及環境管制罰單。

圖：線上支付系統(違停罰單為例)

(二) NYC Open Data：

為改善市政府資訊提供之可及性、透明化及有效性，紐

約市公開資料平台蒐集了不同市府機關及組織可提供公眾使

用的資料並適時更新。透過公開資料網站之設置讓民眾可更

有效率地找到其所需的市府資訊或服務，且任何人都可利用

網站相關資料來進行研究分析或應用，進而更加瞭解市政府

所提供的服務及市府如何使用或透過甚麼方式讓這些服務改

善市民生活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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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igital.NYC

Digital.NYC是一個整合紐約市新創公司和科技商業生態

資源的官方線上網站，由紐約市政府、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

及IBM等數十家紐約在地科技及媒體公司合作設立，該網站

整合了紐約市五個行政區內科技公司、新創公司、投資者、

工作機會、辦公空間、相關活動、訓練課程等資源，讓有需

要的公司或個人能透過網站迅速找到所需資源或機會。

(四) LinkNYC

LinkNYC是首創、獨一無二的通信網絡，將為數以百萬

計的紐約客、小型企業和遊客帶來最快的市政Wi-Fi無線網

路。五個行政區的LinkNYC系統建置費用將來自於廣告收

入，納稅人無須花費一毛錢，而且在建置完成的第一個12

年將為紐約市帶來超過5億美元的收入。這個計畫是以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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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的網路系統取代已老舊的公共付費電話系統(即LinkNYC站

取代傳統公共電話亭)，目標除了可以改造城市街景、增加

紐約客獲得最新資訊信息的機會，同時也透過相關系統的發

展、服務及維修為當地創造新的就業機會。LinkNYC系統建

置於2015年，未來將會在紐約市5個行政區設置超過10000

個LinkNYC站。

每個LinkNYC站會配置最先進無線網路技術、互動系統

和數位廣告展示。每個LinkNYC站提供： 

1. 全天候免費公共Wi-Fi

2. 免費撥打電話至美國的任何地方

3. 觸控螢幕的平板介面可查詢城市相關服務

4. 快速連接911和311

5. 免費的行動設備充電站

6. 數位廣告和公益服務資訊的顯示

Figure 46 LinkNYC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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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新北市政府

「 單 一 窗 口 （ o n e  s t o p ） 」 、 「 開 放 政 府 （ o p e n 

Goverment）」是現階段各國共同推動的方向，運用科技整合

展現創新、便利與有感的國家效能。筆者為新北市政府的成

員，也透過本書介紹一個居住著四百萬人口的城市，各項服

務案件量（每年約700萬）遠超過其他的台灣都市，如何快

速且正確的提供服務，積極的運用雲端運算、巨量資料（big 

data）來提升政府整體行政效率，以下就「服務與便民」與

「行政效能」兩個面向分述：

一、服務與便民

(一) 單一窗口一次到位：

運用先進的系統支援民眾的服務事務，重要是節省民眾

的時間和一次到位的服務機制如：

1. 跨機關資料通報：民眾在戶政事務所「一處」辦理地址

的變更，於「監理」、「稅捐處」、「國稅局」、「地

政」、「社會局」、「教育局」、「中央健康保險署」、

「國民年金」、「新北市圖書館」、「瓦斯公司」及「有

線電視」等機關之資料可同步更新。

2. 跨區服務：讓民眾申辦服務無需到戶籍所在地，透過跨區

的受理或申辦，區公所即是為民服務的第一線。

3. 跨縣市戶政、地政及財稅服務：打破行政區界限，與離島

縣市合作推出跨縣市行政服務，包括戶籍資料變更、不動

產登記及報稅等，讓離島旅台鄉親無須回到戶籍地就可洽

辦相關服務。

4. 雲端證件包-免檢附書證謄本：民眾申辦涉及民政、地

政、工商、工務等業務（如戶籍謄本、地籍謄本、工商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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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資料、使用執照存根影本等）及「財稅」及「社會福利

資格」（如所得證明、財產證明、身心障礙手冊等），可

透過雲端系統直接查詢，不但節省市民的時間，更為民眾

省下荷包。

(二) 快速通報即刻處理：

民眾端：1999通報系統是目前各地方積極推動的為民

服務專線，當然新北市亦同，在處理民眾服務事項中很多是

需被即刻處理，目前新北市有23項快速服務，另外為掌握

通報的實效，除整併市府各局處通報專線，並建立民眾、

1999與相關局處的三方通話；藉此讓通報作業更精準落

實。

里長端：為讓在基層服務的里長更完整接收市府訊息，

開發「智慧里長」服務系統，運用雲端科技及行動載具(平

板電腦、手機)快速傳遞公務訊息，並可利用行動裝置的拍

照攝影及定位功能，讓里長於第一時間透過「里長通報系

統」進行問題通報及查閱案件處理情形，使里內問題能快速

獲得處理。

(三) 量身訂製貼心服務：

為特定族群打造專屬服務，量身訂做的專屬網站，其一

為「LKK網站」特別為老年人口或其家人提供自己查詢的網

站服務；另為福利人口規劃設計「福利補助自己查」網站，

整合120多項的福利補助項目，以民眾(申請人)立場設計出

九種情境，包括生活困難、工作問題、天災、照護、育兒、

醫療、居住、 教育、特定福利資格等，讓民眾可以針對自

身需要，點選對應的情境、回答問題，即可快速條列出符合

自身條件需要的福利補助項目、內容及聯絡窗口。

(四) 資源統合質能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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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悠遊卡繳納規費：運用已有的使用機制，加值現有的功

能，結合小額支付，推動悠遊卡繳費便民服務。

2. 雲端書櫃：整合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公務圖書館及

市府出版品的電子書資源，建立單一閱讀入口平台，讓民

眾隨時隨地透過網路借閱電子書，無須擔心還書逾期的問

題。

3. 網路e櫃台服務：24小時不打烊的線上服務方式，提供線

上申請和表單下載的服務。

二、行政效能

運用雲端科技，以「電子公文簽核」、「公文行動簽

核」、「雲端辦公桌」、「雲端會議室」及「雲端檔案櫃」等

服務，讓行政效率提升，及節能減紙與節省經費。以電子公文

線上簽核，透過電腦流程設定傳遞，減少人工傳遞及會簽單位

可能分散不同地區所花費之時間。「雲端會議室」是透過線上

進行會議及專案討論，減少交通往返時間及差旅成本，同時也

啟動各單位的線上學習，以節省同仁通勤時間與便利性。「雲

端檔案櫃」相關資料存檔可隨時隨地透過行動載具，串連所需

的電子檔案。建置「資料開放平台」的單一窗口，將各機關資

料於網站公開訊息，提供民眾可以查詢和下載，新北市的開放

資料已是全台使用下載量最大的城市。

資料來源：

1. http://www.seietw.org/

2. http://www.seinsights.asia/aboutse

3. http://sockmobevents.org.uk/

4. http://www.bigissue.com/

5. http://www.duofu.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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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ttp://www.ihda.org/

7. http://www.nht.gov.jm/

8. http://www.rhf.org/RHFCMS/

9. http://www.sahfnet.org/

10. http://www.nyc.gov/html/housing/pages/home/index.shtml

11. http://www.viaverdenyc.com/

12. http://grimshaw-architects.com/project/via-verde-the-green-

way/

13. http://www.artspace.org/our-places/el-barrio-s-artspace-ps109

14. https://secure24.ipayment.com/NYCPayments/nycbookmark_1.

htm

15. https://nycopendata.socrata.com/data

16. http://www.digital.nyc/

17. http://www.link.n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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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都市行銷

壹、行銷策略

「行銷」是以「消費者」為焦點的行為模式；都市行銷（city 

marketing）即是以居住在都市內或即將吸引來都市活動的族群為

焦點。行銷是必須發現同時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為前提，因此都市行

銷就必須了解都市的特質與異質才能精準的讓人們了解城市。雖然

都市行銷不是一門新的學問，但至於每個都市行銷的過程都會產生

一些新的體認，各都市間為了發展競爭，經過全球化的洗禮後，爭

相爭取金流和人流，這是一個正向的循環，如果各項發展是相輔相

成，那城市就會倚賴行銷的成果，更激進城市的發展；但相反的，

如未達到行銷的效果，那麼人潮出走、產業外移、經濟衰退就會產

生一種負面的衝擊。

一、都市行銷概念

如同前述「都市發展的模式」是無法被複製的，但發展過

程的經驗是可以被分享的，如同「都市行銷」無法被模仿，但

經驗和成果是可以被學習和共享，都市行銷首需具備的概念：

(一) 建立城市風貌與意象

都市的風貌是需要在都市內生活的人不斷的討論與鋪

陳，城市的生命力來自於生活在都市內的人們，因此城市的

風貌與意象是需要人們不斷的努力才能維持。如同「場景」

理論，場景的價值在於人們使用其中，透過人們生活的實證

來完成都市內場景的改造。在建立風貌與意象的元素中除了

人們，自然成就了城市內的文化、歷史、景觀、建築物等，

在這些實質與非實質的場域中，交織著城市的風貌。當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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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歷史文化的城市展現的他的獨特性，這就是最好的行銷

元素，有著鮮明的城市風格，那麼對城市的認識已經就有好

的開始。義大利羅馬競技場、米蘭時尚之都，美國紐約時代

廣場、芝加哥現代化的建築，台灣台北101的跨年煙火，這

些都是無法被取代的城市意象，當城市行銷置放在這樣的一

個平台上的同時，民眾也能清楚而明白的了解想要傳達的訊

息，當然也就很快速的被接受和理解，同時發揮了相輔相成

的加成效果。

建立城市的風貌或意象，主要還要仰賴居住在城市裡的

人們，例如在美國時代廣場周邊的各類看板，都是必須透過

市府的審查機制才能變換，因此，無論何時，時代廣場的看

板永遠都是最新最受歡迎的。如何尋求建立城市風貌或意象

的元素，其實各項質量都在城市裡，可能是一項顯性或隱性

的，只要公私部門合作選擇對的元素，建立有效的機制大家

共同遵守，想必無論在哪一個地方，都能建立起屬於城市自

己的風貌。

(二) 保留城市特色與文化

在地的特色是包含有形和無形的資產，當然美麗的景觀

和無法取代的生態資源這都是有形的地方資產，在現今環境

意識的抬頭，各項生態資源確實相較於以往更易被保護或保

育，如澳洲的大堡礁、美國的黃石國家公園、台灣淡水的夕

照，這些都是有著強烈地區特色的資源，反應在都市行銷

的同時也成為一項無法取代的價值。如何尋找在地的特色和

價值？城市發展的歷史脈絡，城市裡居住人們的生活方式和

習慣，城市生產的產品或食用的食物，城市構建過程所發生

的事物，城市發展所遺留下來的實體物件，城市裡的鄉野傳

說、人物故事和歷史典故等，這些都是找尋城市特色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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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多元的事物都是集合前人的智慧和後人的發想所產生無

可取代的城市價值。

地方的特色轉換成發展地區的價值，是現階段改變都市

價值很重要的方式，無論一個都市如何成長，如果失去了地

方的特色或者是無法成功建立地方特色，那麼這個城市將逐

漸失去競爭力，如同前述，當城市發展一定規模，產業與特

色無法永續，城市的替代性也將因此而生，無論工業、農

業、商業或服務業，都是圍繞著城市而生；因此，在行銷都

市的過程如無「城市特色價值」，是無法產生城市的生命

力。

(三) 創造城市價值與差異

獨特性（unique）是行銷策略的要項，與眾不同的具備

個性和特質；在行銷學中所闡述的獨特性就是將商品建立無

法取代的存在著差異性（differentiation），透過宣傳讓使用

者了解商品的特殊和優勢，當城市置入行銷的過程同樣的必

須鎖定城市的差異價值。城市是由相當多不同的元素組合而

成，如同前述城市裡的各項元素都可能成為它獨特或特殊的

加分題，透過這些獨特元素加以運用，將他發展出足以代表

城市有別於其他的差異性價值，以下就文化、歷史、建築、

慶典和自然環境因素列舉如下：

1. 文化：城市的文化傳承是地區發展的精髓，城市的文化價

值主要在於人們的論述，文化可能是有形或是無形的事

物，例如飲食、喝茶是台灣讓很多遊客駐足的食的文化，

台灣的廟宇也是宗教文化的展現；讓文化透過有形物品或

是物產出，也讓民眾理解與接受，更是行銷城市讓人感受

獨特的精彩。

2. 歷史：每個城市都有的他發展的脈絡，將其歷程記錄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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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發展的故事與演藝，這些都是呈現城市獨特價值與差

異性，也是城市行銷最佳利器。例如

3. 建築：獨特的建築物是能代表城市意象，強化城市行銷的元

素。無論古今是歷史建物、古蹟或現代化建築，在國際城

市中都有足以代表該城市的建築物，法國的凱旋門、巴黎鐵

塔，台灣的101大樓，中國上海灘建築群；這些都是可以增

加成是色彩的具象事物，也足以代表城市吸引民眾目光。

4. 慶典：在台灣同樣是元宵節慶，台南的鹽水蜂炮、台東的炸

邯鄲、新北的平溪天燈，這都是顯示在同時節慶期間各地的

獨特性慶典。當然紀念類型的慶典是與地方風格結合的方式

之一，例如在台灣的教師節有學生演出的八佾舞，結合相關

的慶祝活動來展現文化傳承的意義。

5. 自然環境：藉由在地的自然環境所能集結成的行銷元素，例

如台灣各地國家公園或國家風景區，即是以賴該地特有的自

然環境成就了地區的差異性價值。另外亦可運用不同季節的

天候因素展現地區的特質，在台灣運用夏季豐富的水量的規

劃泛舟，日本每年春季的櫻花祭，這都是運用不同的季節因

素展現地區的環境吸引力。

二、細說策略

其實每個人在自我的生活中是不斷面對著行銷這件事，在

求學、就業、交友或過生活，當我們與旁人有關的事物即是行

銷的開始。讓同學和老師認識我們，讓朋友支持我們和在工作

的過程讓同事和上司能與我們共事，這些都是自我行銷的結

果，如何讓別人與我們共同執行相同理念，自我的思維讓人接

受。因此，行銷如何打動人心，得到認同就是從自我做起。如

同理性規劃模式一樣，行銷策略的形成，就是一種必須按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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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決策行為：

(一) 了解問題：

行銷第一步是了解問題，理解一個人對於理想與現實的

差距，所以「行銷的行為」是可以促使消費者做出決定的過

程。我們將住在城市或來往於城市間的民眾當作消費者，都

市行銷透過規劃者了解消費者的需求和需要被改善的問題，

選擇已經被解決的課題，成為行銷城市的利基。另外一種方

式為了解其他城市的問題，當我們理解其他城市所發生或曾

經發生過的問題，凸顯我們有能力改善這樣的問題或者我們

沒有他們的問題，甚至可將問題轉化成另類的吸引力，這也

是刺激消費者做出選擇的行銷行為。

(二) 蒐集資料：

當理解問題之後，廣泛蒐集各類資料，除在已有的記憶

當中整合出系統性的訊息，也應該透過外部的力量，廣蒐各

式的狀況，特別是「市場性」的主導訊息，例如：當低碳已

成為全球議題時，城市的行銷策略絕不能正面挑戰或批判，

因低碳造成的經濟損失，反而更應該強化城市內配合全球性

的議題，如何降低碳的產出，讓城市行銷與世界接軌，共同

為低碳所做的努力。找到正確的資料價值才能訂出正確的行

銷策略。

(三) 進行評估：

消費者會依據甚麼樣的價值進行消費？了解問題分析資

料後，進行執行方案的評估，試圖理解消費者的選擇，從

不同的角度與方式進行消費者行為分析，評估消費行為的路

徑，依據不同路徑設計入口，讓所有消費者都受到相同程度

的重視。評估標準包含主觀標準和客觀標準，主觀標準是來

自於個人的喜好，客觀標準卻是來自標準化的過程；如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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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的過程讓消費者理解和接受；城市裡往來的人，組合

差異很大，在進行都市行銷時，必須鎖定需服務的族群，量

身訂製特色方案，藉此才能產生區隔，讓這些足以成為決策

的評估標準，加速城市行銷的進行。

(四) 採取決策：

消費者如何確定決策，決策的時機為何；所提供的方案

是否是消費者所喜好的、所提供的方案是否是符合消費者的

需求、所提供方案的同時是否有清楚的論述沒有其他疑慮、

所提方案的提供者態度是否誠懇具遊說的力道、所提供的方

案對消費者產生的效益是提升的、所提供的方案讓消費者是

感到愉快的；這些都是消費者採取決策前所會檢視的面向；

因此，城市行銷即是讓城市內活動的關係人能清晰的理解所

傳達的訊息。

(五) 實際行為：

決策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實際的消費行為，行為完成後

就會有滿意和不滿意的回應，當市場產出是一種不滿意的氛

圍時，那就必須重新設計或論述產品，相反的，當消費者高

度滿意時，產品的價值也因此而提升。顧客的滿意度是行銷

工作的焦點，以現今多元的社會結構，在城市行銷的過程，

獲得一份高度滿意的成績單是代表多少價值？這是公部門進

行城市行銷必須面對的抉擇。少數的發言者和多數沉默者，

是現在常見的現象，如何判讀消費者的意見統計訊息，是城

市行銷需理解的認知衝突。

(六) 解除狀況：

「再完整的計畫常常都趕不上即時的變化」這是每一個

計劃進行過程都會遇見的狀況，在規劃階段往往會同時提供

不同的方案，為達成計畫目同時，也針對計畫進行過程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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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見的問題或狀況提出因應策略。真的美意見狀況是能在計

畫前都能想像的到嗎？答案一定是「當然不是」；所以，在

計畫進行的過程中各種狀況的排除是發揮團隊能力和反應計

畫目標正確性，最堅定的態度。執行計畫是人的因素，環境

也有無法掌握的變數，社會反應也有隨著氛圍而產生不同的

論述，做好全方位的準備和提供充分的資訊分析，當狀況發

生時即刻處理，將衝擊在第一時間掌握和降低，對變化做出

因應的行動，改變負面的變化，利用正面的面化，同時將衝

擊換成轉機，成為解除狀況的最佳典範。

(七) 積極回饋：

檢視原定的計畫目標和實際作業所產生的績效是否相

符，這是在計畫推動的過程中必須反覆檢核的作業，透過重

複檢視積極推動既定目標值，更可藉由各項因子的修正與更

新，達成優質的計畫成效。運用計畫來比對結果以分辨變

化，當目標達成數字與實際成長數字之間的落差，即是一般

所稱的計畫間隙（planning gap），運用這些計畫間隙，評

估計畫的結果與路徑，這是回饋與檢討的重要性，就是運用

計畫的目標與真正的結果相互比較，改變一切的可能成就目

標績效，或隨著實際演練的需要，動態的調整計畫的目標。

貳、市場定位

現代都市發展的歷程與經營管理的目標，最終成效幾乎都是展

現在「都市」給予人們的印象和概念。因此，一個好的都市「場

景」視野強調社會成員共同的生活環境和消費理念對人們的價值觀

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影響，場景使得區域發展研究以經濟因素分析轉

變為「文化消費和生活方式」，進而探索和建立以價值觀為核心，

以文化動力為特徵，結合社會生活環境與創造性群體之優秀人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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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形成「後工業社會區域發展模式」。

因此，每一個都市場景都是藉由個別的都市特質與人的結構所

組成，如何讓都市在發展與形成過程，成為獨一無二，這是所有現

在都市持續追求的，都市的獨特性來自於該都市歷史脈絡，一個動

態的演進過程，加上延續性的發展概念，當人的因素同時出現，都

市這項產品即可有明確定位，各項都市改善與建設，必當延續該產

品的需求，核心概念不變，但執行策略與方法確可精進和演繹，這

樣都市的價值就圍繞在都市所呈現的「場景」。

以下分別就集聚藝術創作的紐約 SOHO區、現代與傳統的中心

羅登郡、觀光產業化產業觀光化的聖塔芭芭拉市，臚列出三種不同

城市運用地方資源所建立的市場定位。

一、集聚藝術創作--紐約SOHO區

SOHO區是位在紐約曼哈頓下城區的一處早期工業區，歷

經百年前的工業

革 命 ， 到 目 前

成為高級住宅和

藝術家集結的區

位，也成為紐約

市區內不可獲缺

的歷史保存區；

目前他無法被取

代且吸引民眾前

往主要因素，就是它結合了當地百年發展的歷史脈絡，營造出

都市內的空間意象，鑄鐵建築(Cast-Iron)就是一項無法被取代

的地區風格，再加上政府部門有計畫的發展與限制，終可維持

地區的整體風格，塑造了SOHO的產品獨特性，以及他無可取

Figure 47 紐約SOHO區鑄鐵建築 (Cast-Iron) 10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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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市場區隔。

SoHo的名稱主要泛指休士頓街南邊區域"South of Houston 

(Street)"，並參考倫敦 Soho區來命名。蘇豪區的範圍東至Crosby 

St.、西至Sixth Ave.、南至Canal St.、北至W Houston St.。1973

年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將蘇豪區SoHo劃為鑄鐵建築(Cast-

Iron)歷史保存區、1978年被列為國家歷史地標、2010年保存

區範圍擴增，現今幾乎所有SoHo區都納入歷史保存區範圍。 

SoHo區在紐約市近代歷史上受到公眾注意主要係由於聚集

很多藝術家工坊和畫廊，近來則轉型為多樣化商店、時尚高檔

精品店及國內或國際連鎖商店聚集點等。該地區的歷史是一個

城市內再生和中產階層士紳化的案例，包含了社會經濟、 文

化、 政治和建築的發展。在19 世紀中期，已經存在的聯邦和

希臘復興風格的住宅被更多固體結構砌體及鑄鐵建築物取而代

之，很多大型商業場所，包含豪華酒店陸續進駐，劇院開始發

展，堅尼街和休斯頓大街之間的百老匯大道成為一處相當活躍

的劇院、購物和娛樂中心。因此，也伴隨著許多妓院移入，使

得百老匯大道旁邊的街道變成了這城市的紅燈區。隨著使用型

態的劇烈變化，導致原來居住或在此地工作的居民或產業，紛

紛出走，都市內的中產階級產生了分佈的質變，而這現象也漸

漸引起小型製造業廠商關注。

隨著居民大量離開，1860 年至 1865年間SoHo區減少了

25%的人口。內戰和1873年大恐慌結束後，1880年代和1890

年代，大型製造商開始移入SoHo區，尤其是紡織產業，亦使

該地區成為紐約市商業和批發乾貨貿易中心，並帶來房地產投

機興起。之後該區的發展隨著19 世紀結束而逐漸停滯，而當

紐約市的發展逐漸往上城移動，該區的生活品質亦逐漸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紡織業大舉南遷，導致許多紡織業生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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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大型建築物空置，部分建築物變型使用成為倉庫、印刷工

廠，另一些建築物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加油站、汽車修理

廠、停車場和車庫。至1950年代，該地區已經成為俗稱的〞

百畝地獄區〞(Hell’s  Hundred Acres)，一個工業廢棄區，白天

充斥著血汗工廠和小工廠，晚上卻是空城。直到1960年代，

藝術家們開始對擁有挑高的天花板和，有著許多窗戶的閒置建

築閣樓感到興趣，該地區才又開始再次改變。

1960年代，SoHo區曾經被選為兩條高架公路(即下曼哈

頓快速道路二條分支)預定興建區域，該條快速道路是Robert 

Moses所提計畫案，目的是打造東邊可連接曼哈頓大橋和威廉

斯堡大橋、西邊可連接Holland隧道的汽車和卡車的快速通過性

道路。因受1963年原賓州車站被毀壞及其他歷史結構物受威

脅之影響，年輕的歷史保存運動和建築評論，都對該快速道路

計畫提出質疑，因為會使得當時未受到普羅大眾或商界人士高

度重視的19世紀鑄鐵建築物大量消失。1966年John V. Lindsay

成為紐約市長，他最初試圖推動該計畫案，強調該條快速道路

將成為這城市交通動脈的重要性。然而，在Jane Jacobs、Tony 

D'apolito, 和其他地方、公民和文化領袖以及 SoHo區居民的努

力下，這項快速道路的興建計畫終究未能實行。

在快速道路計畫被否決後，1970年代這座城市留下了大

量的歷史建築物，而這些建築物對當時仍存在這城市的製造業

和商業的活動缺乏吸引力。因為，很多廠房的上層閣樓是作為

生產線的商業性辦公使用，又為製造業（工業）所規劃無隔間

的大空間，如今反倒吸引了藝術家的目光，有著大規模空間，

裝置著大型的窗戶，並有自然光線且低租金，讓藝術創作者產

生高度興趣，大多數空間轉換成藝術創作的生活空間，因當時

城市經濟低迷，類此現象普遍存在的違反分區使用情形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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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一段時間。然而，隨著藝術家人口增長，市府嘗試一些措

施來阻止藝術家移入，如關注未符合住宅建築法規的空間使

用、這些空間可能再度回到紐約市的製造業所需要等。由於受

到多方壓力，市府放棄嘗試將該地區規劃為純工業使用空間，

1971 年，分區管制修訂增列「藝術家」將其工作及生活空間

作為聯合使用章節，而M1-5a和M1-5b區被規劃允許視覺藝術

家可住在他們工作的場所，這也是首先將工業區容許使用加入

居住使用。當該地區發展已成產生聚集效益的同時，在1987

年，居住在SoHo和NoHo(North of Houston Street)的非藝術家也

首度被允許繼續居住在該空間，那是唯一適用於非藝術家且是

一次性的協定。

1980年開始，因市府未有新的分區法規可供執行，SoHo

區開始吸引一些比較有錢的居民。由於1982年閣樓法賦予的

租金保護和穩定條款，不只很多藝術家擁有co-ops住宅，許多

最先移入該區的藝術家都仍留在此地，盡管多數人誤解中產階

層士紳化(gentrification)會迫使他們離開，然而事實顯示，很多

居民都在這此居住幾十年。1990年代中期，大多數畫廊搬到

切爾西(Chelsea)，但仍有一些畫廊留在SoHo區。直到2005年，

該地區才開始被允許，在這歷史街區範圍內的空地興建新的住

宅(residential buildings)。

SoHo的地理位置、建築內的閣樓可作為生活空間、特殊的

建築結構，以及被稱為藝術家天堂美譽等，都是促使SoHo區的

發展因素。中產階層士紳化的這種模式被稱為"SoHo效應"，而

且在美國其他地方亦陸續出現。1970年代曾是充滿貧窮的藝

術家和小工廠的SoHo區，現今已成為追求時尚服裝和精湛建築

藝術的觀光客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也變成美國最昂貴的房地

產所在地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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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H o 區 的

連鎖商店、時尚

精品店等都聚集

在該區北邊沿著

百老匯大道、王

子街和春天街。

SoHo區的南邊沿

著格蘭街和堅尼

街尚保留了一些

SoHo區早期的氛

圍，讓民眾得以感受到早期該地區的城市風貌。

SoHo區的發展經驗其實讓從事都市規劃者理解到，當一個

城市在發生質變的同時，不要太快決定城市的下一步是甚麼；

早期的建築如無法完整的保留，也要儘量讓歲月的痕跡和都市

的紋理得以保存，這也就是當一個城市要發展的重要的關鍵，

因為城市的定位都取決於這個城市有否無可取代的地位，都市

的特質才是讓都市得以永續發展的希望。

二、現代與傳統的中心--羅登郡    

羅登郡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屬大華府地區範圍。有關羅

登郡成功經驗郡長Scott認為，羅登郡之所以能吸引很多世界知

名的企業進駐主要原因來自於機場（Dulles）的興建且有便利

的聯外交通系統，可直飛全球48個城市，每年超過2200萬旅

客、27萬噸貨物運輸，每天70％網絡流量經由羅登郡資訊儲

存中心至世界各地。且與其他美國都市相比有較便宜的稅率，

所以吸引了很多大型企業及優秀專業的高科技人才到此，也因

此產生了吸引的效率，使得人口及所得均呈現成長。目前為

Figure 48 紐約SOHO區原為藝術創作者及工廠聚集的區

域，現已轉變為時尚精品店聚集的景點 10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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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便利讓旅客抵達，Dulles機場已進行擴建方案，未來亦會

有機場捷運線連通至華盛頓特區，羅登郡內有3站、其中1站

在Dulles機場、該機場捷運經費係由聯邦政府、維吉尼亞州政

府、費爾費克斯郡及羅登郡共同出資。該計劃更結合州和聯邦

的各項資源投入，讓該機場成為維吉尼亞州重要的國際機場。

羅登郡最傑出之處有：

1. 富比世網站評為美國最富有的郡第1名。

2. 富比世網站評為快速成長的大郡第2名。

3. 70％全球網路運輸經過。

4. 東岸泛大西洋第3大運輸樞紐。

5. 連續8年榮獲AAA信用評等。

6. 維吉尼亞州酒莊數第1名。

都市的產業是支持都市持續發展的原動力，羅登郡就是一

個很好的案例，在美國羅登郡是屬於小型的都市型態，但因為

它擁有現代資訊產業，讓高科技產業成為該市的核心產業，為

此興建便捷的交通和適宜的生活環境，也同時推展產業間的跨

域合作，環保與開發兼顧的情況下，讓羅登郡成為美國的首富

都市，也因此，讓都市的市場定位更為顯著，成為無法被取的

城市。以下就該都市兩大項主要產業逐一介紹：

(一) 產業一：資訊交換中心

羅登郡主要產業有信息和通訊技術(ICT)、大型資料儲

存中心、航太科技及國防、生命科學和健康科技、貨運和航

空業等，以一個全美收入最高的都市言，在商業發展上最重

要的是：關心高科技引入。單一窗口的概念，讓民眾非常

清楚如何在該城市投資，只要一份文件就可完成申請。Data 

Center就是一個例子，為了建置該中心，變更土地使用項

目，以提供該地區不斷電系統和高量的電力，因此在其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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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供電站，當然居民會有反對的聲音，但是透過規劃的手

段也讓該空間稍遠離住宅空間，讓噪音和電波儘量減少對居

民的影響。其次，Dulles機場的擴建，也將持續吸引更多的

旅客和貨物在此進行交流；因為以北美或南美地區羅登郡的

稅相對低，且鄰近加拿大，所以在機場完成擴建後將可吸引

更多的使用需求。「小型商業」也是羅登郡很重視的商業市

場，透過公部門媒合或協助，成功的讓小型商業轉型為大型

產業，且透過郡政府的定期發布訊息，讓訊息透明公開，使

有需求的人可透過郡政府的媒合找到可合作的廠商，進行跨

業合作。有一個重要的數字，就是羅登郡少於20人的企業家

數超過8000家，可見得小型商業或企業在羅登郡內的重要

地位。目前羅登郡的外國企業主要來自於歐洲國家，共有85

家。

羅登郡能吸引企業進駐重要因素，主要為能提供對企業

發展有利的政策、創造企業能盈利的環境、擁有高技術及專

業人力及擁有便利的海陸運輸網絡。在提供企業友善的環境

部分，主要為簡化行政流程、配合企業需求的申請時程、降

低企業申請核准時間、設置單一聯絡窗口等。至於創造企業

盈利的環境部分，羅登郡的企業所得稅率6％，為全美提供

最低企業所得稅率之一，州和地方銷售稅率合計僅有6％，

失業保險稅率為全美第2低，另外也為企業提供各類優惠方

案及媒合等。

(二) 產業二--先進農產經營

羅登郡的農業計畫除了教導民眾如何經營農業外，也提

供新的技術，讓農民的技能提升，並且透過共同行銷的整

合，讓州內各城市可方便獲得新鮮的農產，重要的是價格合

理。例如羅登就是重要的「馬」市場，養殖的馬主要提供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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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娛樂，如競賽、訓練或狩獵等世界各地的使用需求。有趣

的是：羅登郡鼓勵大家移入，特別在農業這個產業，鼓勵希

望從事農作生產或畜牧業的人移居，相對的提供優惠的方

式，除了農業產值增加，也因此讓在地的觀光休閒產業，藉

由農業產生附加價值。

羅登郡農村主要分布於西部地區，為了促進農村經濟發

展，羅登郡於2000年成立農村經濟發展委員會(REDC)，該

委員會與郡政府合作共同推動農村地區發展，發展策略：

1. 發展全年營運的農夫市集：提供農村產業一個可互相交

易、活動的地方；提供消費者接觸當地農產的機會。

2. 推動及認識農村產業品牌化方案：納入羅登郡行銷計

畫-Visit Loudoun推動；主要由私部門推動。

3. 透過行銷加強農村與都會的連結關係：Ag Art Wear-1994

年首辦，讓時裝設計師利用農村原料創造出具有農村藝術

的時尚秀；擴展DC的酒莊鄉村小徑計畫；開發農村護照計

畫(可結合不同產業)。

4. 鼓勵發展一個多元化使用的小徑系統：發展以馬產業為核

心的多元化使用小徑系統；鼓勵公私合作。

5. 重新設計及加強相關網站有關農村產業的內容：重建及重

新思考網站(loudounfarms.org)的目的；加強biz.loudoun.gov

網站有關農村產業的內容；擴展線上訓練機會。

6. 辦理定期性農村企業主的調查：優先作為政策擬定之決策

參考；提供了解當地產業狀況一個具信賴性的資訊來源；

可作為修正策略性計畫參考。

7. 發展可提升馬產業發展的完整配套措施：設立馬產業資訊

的資料庫；以馬里蘭國立首都公園和計劃委員會模型為基

礎規劃馬產業方案；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以利馬產業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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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8. 設立同業/同儕間諮詢和交流研究網路：擴展現存的相關

計畫可及性及可能促進發展的方案；利用最新的知識和經

驗將服務擴展到地方企業；處理政府對農村產業支援減

少、擴展公私合作夥伴關係。

9. 加速羅登郡農業及農村產業發展措施：複製康乃爾大學的

“科技農場”；專注在食品、酒類、生物科技、製造業及

相關領域等最新發展。

(三) 產業三—產業跨界合作

羅登郡政府自行辦理各項投資與行銷事務，以單一窗口

的方式，提供投資者諮詢，主要透過跨域合作方式，或提供

媒合各產業間的合作，採用統合性的行銷概念，吸引商業及

企業進駐。主要重點為：

1. 確立其「商業品牌」形象：讓產品直接敘述其特性與定

位，例如距離美國首都近；擁有高學歷、高技術人力；

杜勒斯國際機場所在地；大型資訊中心聚落(over 60 data 

centers)所在地；未來機場捷運經過。以上都是在商業包裝

行銷上共同且強調的優勢。

2. 行銷管道：

由政府直接

與媒體建立

關係經營，

並透過、社

群網絡、網

站、報紙、

廣告、參與

及舉辦相關
Figure 49 拜訪羅登郡政府及郡主席 Scott K. York 

10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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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展覽，讓產品露出，提高整體行銷的效益。

另外羅登郡的旅館，民眾所支付的費用，部分轉為

稅收投入旅遊市場，以協助推展觀光，如台灣的「觀光

發展基金」一樣，該項稅收就是必須支應跨域合作共同

推展觀光事業所需支付的費用。羅登郡的旅遊行銷是由

羅登郡政府全權委託The Loudoun Convention & Visitors 

Association(Visit Loudoun)辦理，負責對外觀光旅遊政策訂

定、與旅遊產業及在地社區合作行銷等事宜，總計吸引超

過1.66億美元投資；提供超過166個工作機會；並結合各

界閒置空間轉換投入觀光發展需求，總計約40萬平方英尺

多功能空間(工廠/辦公室/展示)提供使用；其中閒置辦公

室空間約3.2萬平方英尺、閒置的工廠超過2.7萬英尺，均

釋放出協助地區的觀光發展需求。該組織1995年成立，

每年經費主要來自於Restricted Transient Occupancy Tax，

類似住宿稅，由房客支付給飯店、飯店再支付予該組織，

其經費使用必需經郡政委員會(Board of Supervisors)審查通

過。

三、產業觀光化，觀光產業化—聖塔芭芭拉市

Santa Barbara是以「觀光產業」為主要產業的海岸都市，

該市已經累積多年都市行銷和管理的經驗，為保持城市的觀光

資源，同時也了解環境保護是觀光發展的首要，因此，「永續

發展」成為該市都市發展的重要策略，包含水資源的管理與運

用、資源回收再利用、使用太陽能、鼓勵使用電動車、和鼓

勵民眾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走路上班和騎腳踏車等，

都是顯示都市成長與管理積極考量環境面的各項因素。市政

府負責都市內主要的公共設施的維護，也有部分工作是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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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進行

管理，「使用者

付費」和「商業

者自行管理」的

精神，是該市推

展觀光事業的核

心概念。該市的

觀光行銷工作和

Downtown地區的

管理營運，均是

由政府機關是與非營利組織密切的合作成果。合作態樣分述如

後：

(一) 公部門主導

聖塔芭芭拉市的水岸管理局(Waterfront Department)管理

該市範圍內水域、Stearns碼頭、港口和水岸停車場。其運

作方式與其他市政府機關較不一樣，經費非由一般政府稅

收而來，而是主要來自出租收益如遊艇停泊租用費、商家

營業額10％作為租金及停車收入等，2014年該局預估收益

12,445,066美元、支出11,897,959美元。

Stearns碼頭是一處擁有20餘家商店，二個博物館，並可

搭乘船到另一個碼頭，停滿了私人遊艇的港澳，由政府機關

負責經營管理，所有的經費都來自於商家營業額的10%，因

此該區的商家營業額越高所收到的租金也越高，但該區內的

各項設施和改善工作，全部由該辦公室辦理。該地區每年

的五月到十月都是觀光季節，管理單位也因此在每一段時節

規劃不同主題活動，如7月4日美國獨立日煙火活動、10月

的海鮮節、遊艇遊行活動等，其中以每年10月舉辦的「海

Figure 50聖塔芭芭拉市10月海鮮季

(圖片來源 : 聖塔芭芭拉市水岸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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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季」吸引最多人潮，除了海鮮必須和當地的衛生單位合作

外，還邀請很多志工參與，結合音樂、藝術和海鮮成為一個

具多元吸引力的活動。近年來該局也推廣郵輪旅遊，以提昇

淡季（春季及秋季）時的觀光人潮；另因港口空間限制，通

常郵輪會先停泊在外海，讓遊客改搭小船上岸，上岸後可改

乘港口至市區巡迴公車造訪市區，目前每年搭郵輪造訪遊客

數約73,000人。

(二) 公私合作

聖塔芭芭拉市的主要都市核心區，也就是所稱的

Downtown地區，該地區落實了社區結合與在地管理的概

念，由當地的商家與文史工作者共同合作經營，雖然大部

分的公共建設仍是由市府辦理，但針對地區的管理維護或

行銷宣傳，均是透過Downtown Organization予以規劃和執

行。該組織是一個負責downtown各項管理與行銷業務的非

營利組織，維

護管理的範圍

主要在為聖塔

芭 芭 拉 市 區 

State street兩

側 Anacapa、

C h a p a l a 、

Miche l t o r ena

和Gutierrez街

所在之街區範

圍，主要資金來源為TOT的基金，除行銷推廣街區外，亦配

合協助維持街區安全及環境清潔美化等事宜，例如規劃宮燈

旗計畫：規範可以懸掛的大小，方式和時間、費用及以圖像

Figure 51 拜訪Downtown Organization ，該組織負責聖塔

芭芭拉市主要城區 State street 管理與行銷 10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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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文字精簡等策略。該組織在中心區定期舉辦不同的活

動吸引遊客。其中每個月第一個星期四最受歡迎，因在週末

之前一日，讓想休假的民眾可以提早抵達，當晚5至8點市區

畫廊免費開放民眾進入欣賞、組織會邀請很多不同的表演團

體和文化人士，在法院前放映戶外電影，佈設不同主題的街

道裝置讓遊客有別於其他嘉年華的型式。

1. 在行銷方面：該組織會配合春秋2季郵輪抵達的時間，在

港口設歡迎攤位，由志願參與的歡迎大使駐點協助宣傳及

提供遊客所需旅遊資訊，並安排巡迴公車將遊客直接載到

市區觀光。

2. 在街區安全方面：與聖塔芭芭拉市警察局(SBPD)合作成立

安全委員會協助提升市區安全，並執行街區守望隊長計畫

(Block Captain Program)，每個街區都有一個隊長負責商家

與市警局之間的相關聯繫通報，以加強互助合作防止犯罪

事件發生。

3. 環境清潔美化方面：該組織轄下有約10人的維護工班，負

責維護其範圍內環境綠美化、人行道清潔、塗鴉清除、活

動後清潔整理、State Street旗幟拆設、相關節慶(如聖誕節

等)照明裝置之拆設等。

(三) 委託辦理

Visit Santa 

B a r b a r a 是 一

個 非 營 利 組

織，受聖塔芭

芭拉市政府委

託，負責Santa 

Barbara市內所
Figure 52 拜訪Visit Santa ，該組織負責聖塔芭芭拉市對

外觀光行銷業務 10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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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inbound market觀光事務，透過各式各樣與相關產業的合

作，積極宣傳該市的觀光產業，惟該組織並不負責規劃辦理

相關活動。每5年依前瞻性的目標規劃，每年會檢討一次一

年工作績效和改進的重點，是一份相當完整的觀光產業推動

報告，該市一年吸引六百萬觀光人潮，消費金額可達每年50

億元，其中約84％是本國人，以加州本地旅客占多數，其餘

16％為國外觀光客，又以歐洲、英國、加拿大、德國、法

國、澳洲為主要。該組織也定期透過相關單位辦理消費者的

問卷調查及每季旅遊市場研究，以做為該市整體行銷的重要

訊息，例如經調查了解，有10%的遊客是由網路獲得相關旅

遊資訊，因此，組織就加強各項旅遊資訊的傳達，甚至讓遊

客可以很方便在網路上預定旅館、餐廳、遊程、租船等。

至於行銷，近年該市除宣傳其各項觀光資源外，亦結合

產業會議、電影拍攝、婚紗產業等來行銷。因此，參與很多

國際性的旅展，並結合加州州政府的資源整體行銷。並與交

通系統結合運用了國內航線的相關雜誌宣傳、及針對吸引淡

季旅客如郵輪旅遊、會議旅遊等進行行銷。

該組織行銷經費皆來自於founding，如聖塔巴巴拉郡

政府補助、聖塔芭芭拉市政府補助及TBID(Tourism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的稅收等，這是一項透過消費稅提撥的

經費，納入遊客消費稅中，只要遊客越多消費越高，提撥金

額就愈多。Visit Santa Barbara 2013-2014年預算約404萬美

元，其中廣告及媒體行銷占了約63％。

為了與當地社區建立更緊密關係、發掘更多能推廣聖塔

芭芭拉觀光的創新想法及方案，Visit Santa Barbara主辦5個

社區工作坊，就廣告及媒體宣傳、科技及社群網絡行銷、影

片、消費購物、公關等主題邀集當地社區參與並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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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意見經該組織成員審查可行後納入2013-2014年旅遊策

略行銷計畫，內容簡述如下：

1. 計畫目標：

提高團體及休閒型旅客對過夜旅遊之整體需求(特別

是在第1季及第4季)，進而增加聖塔芭芭拉週邊地區的收

入及就業機會。

2. 行銷指導原則：

(1) 針對主要的旅遊目標市場，持續將聖塔芭芭拉定位為一

個世界級旅遊目的地。

(2) 加強消費者了解聖塔芭芭拉提供了非常多不同類型及價

格範圍的住宿及活動。

(3) 行銷主軸在於戶外休閒、藝術文化、美酒佳餚、浪漫旅

遊、家庭旅遊及頂級旅遊。

(4) 吸引能停留長時間、消費能力較高之旅客。

(5) 延長旅客停留的時間。

(6) 著重能提升淡季(季節性及平日)造訪率的計畫。

(7) 持續關注造訪率增加的新的國際旅客市場。

(8) 增加科技及社群網絡行銷的應用。

(9) 加強推廣聖塔芭芭拉成為吸引團體旅遊的目的地。

(10) 加強推廣聖塔芭芭拉成為拍片的最佳地點。

3. 目標市場：

(1) 以旅遊行為來分：

A. 喜愛藝術文化、戶外休閒、美酒佳餚的遊客。以形式

而言，從事家庭旅遊、浪漫旅遊、頂級旅遊的遊客。

B. 團客部分則為會議旅遊。

C. 影片製作人。

(2) 以旅遊人口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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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國內旅客：

(a) 主要年齡層為35歲至65歲、次要年齡層為25歲-35

歲及75歲以上。

(b) 家戶所得10萬美元以上。

(c) 家庭旅遊及情侶旅遊。

B. 國際旅客：

(a) 45歲至65歲。

(b) 家戶所得15萬美元以上。

(c) 從事休閒旅遊

(d) 利用洛杉磯為主要入境地點者。

(3) 以地理區位來分：

A. 區域市場(Regional Markets)：

(a) 南加州：大洛杉磯地區、聖地牙哥、河邊郡、橘

郡。

(b) 北加州：中央谷地、灣區。

B. 直飛市場：

(a) 西部地區：丹佛、鳳凰城、舊金山。

(b) 臨太平洋西北部地區：波特蘭、西雅圖。

C. 來自達拉斯、芝加哥及紐約的旅客。

D. 國際市場：

(a) 短期目標：英國、澳洲、加拿大、法國及德國。

(b) 長期目標：墨西哥(頂級客層)、巴西、中國。

(4) 以季節來分：

A. 應優先著重於第1季(Winter Season)、第4季(Shoulder 

Season-between peak season and off season)及平日旅遊

之行銷。

B. Shoulder Season的行銷策略應著重在50歲以上高所得



��� 都市的治理與行銷

族群。

C. 由於許多旅客往往在最後一分鐘才會預訂行程或旅

館，建議應考量從事藝術文化、戶外休閒、美酒佳餚

的旅客之訂位行為分析，俾利相關行銷。

小結：有規範的旗幟策略

現代化都市

內，因舉辦活動

或行銷，常常運

用懸掛旗幟的方

式，讓參與者或

都 市 形 象 更 鮮

明。但往往都因

過多的旗幟與訊

息，造成都市內

的另一種視覺衝

擊。聖塔芭芭拉的市中心區，為了有效規範該地區的市容景

觀，由民間與和政府合作擬定「State Street Flag Program」：

該計畫源自1990年代，直到2004年才開始以現今運作的方式

辦理，相關行政及審查作業都由Downtown Organization負責，

主要目的是讓旗幟懸掛安排能達到辨識及宣傳市區相關社區活

動和節慶的效果，旗幟懸掛以市區為主的活動優先，再將社區

服務組織及其他機構活動納入考量。

(一) 一般規範：目前獲得同意得以懸掛的有32個社區團體之活動

旗幟、4個美國節慶活動旗幟及Downtown Organization自己製

作的相關節慶裝飾旗幟。由於旗幟製作成本高，已獲得同意

懸掛的對象多半是已經參與該計畫之團體，以及與該地區及

Figure 53 聖塔芭芭拉市主要街道State Street 街道美化維

護及宮燈旗製作、懸掛都由Downtown Organization 負責

管理 10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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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有關的活動。每次活動懸掛期間為7-11天，每年懸掛期

程都由Downtown Organization人員與旗幟委員審慎考量及監

督。

(二) 申請參與資格：申請團體所需懸掛期程、對市區活動或節慶

的推廣程度、是否為Downtown Organization的會員或協力廠

商、及對聖塔芭芭拉市社區參與程度等綜合審查，是該機構

在審查是否同意接受申請的最主要因素。旗幟的懸掛不是只

是為了宣傳活動，是否取得許可的最重要因素在於對地區發

展的貢獻。該計畫現在尚有很多機構及團體在等候能加入，

如果有期程空檔，Downtown Organization的旗幟審查委員

會，就會採公開的方式，讓希望参與的團隊提出申請。

(三) 旗幟製作要求：

1. 旗幟內容：儘量以圖面化、具美感之方式呈現、文字精

簡並限制在圖面比例3％以內。所有旗幟會就其設計、大

小、顏色及材質等進行審查。

2. 旗幟數：每個參與計畫之團體每次活動至少要製作125面

旗幟。另因當地社區仍認為有在State Street上懸掛美國國

旗之需求，故目前Downtown Organization持續在週邊懸掛

12面美國國旗，其他113面則由各該活動之團體懸掛；此

外Downtown Organization也鼓勵參與團體能額外準備10％

旗幟量，供旗幟懸掛期間毀損時更換。

3. 參與計畫之團體每年需投保100萬美元責任險、發佈新聞

稿及繳交700美元行政作業費。製作125面旗幟成本約在

8000-10000美元之間。

資料來源：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Ho,_Manhat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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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 Lynch, Soho–From Boho To Bobo: The Business 

Establishments of West Broadway,2011

3. http://www.nycgo.com/slideshows/must-see-soho

4. http://www.loudoun.gov/

5. http://www.santabarbaraca.gov/gov/depts/waterfront

6. http://www.santabarbaraca.com/

7. http://www.downtownsb.org/

參、活動規劃.

吸引人的活動規劃是行銷城市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目前各大城

市都會規劃不同的活動，以常態或非常態的方式辦理，或是依照

活動的性質以結合在地特色、地區型的主場活動、指標型的國際性

活動或大型的連結式的活動，都是整合城市的相關資源大肆行銷

宣傳，也針對不同的族群提供配套的活動參與，藉由參與活動的

同時，造訪城市，並

進行各項消費。甚至

藉此建立城市在世界

的知名度，提高能見

度。本單元提供美國

兩大都市紐約和芝加

哥辦理活動的經驗分

享。

一、紐約時代廣場的盛會

紐約這個世界級的大城市，除了他活絡的商業市場外，每

年定期舉辦常態型的季節活動，除加強宣傳城市的聲望外，也

可透過活動的舉辦吸引人潮，紐約讓人津津樂道的是聖誕節在

Figure 54 洛克斐勒中心聖誕樹，每年點燈儀式吸引來自

世界各地觀光客造訪 103/12/5



第三篇　都市行銷 ���

「洛克斐勒中心」的聖誕點燈、音樂會等一連串的聖誕盛會，

然後一直延續到「時代廣場」的跨年活動；這高達二個月一連

串的活動主要動力是來自於城市裡各大廠商的贊助和支持，再

加上紐約市政府的協力，造就了一種無法取代的節慶份圍。

(一) 活動舉辦方式

以時代廣場的跨年活動

為例，該項活動是由紐約市

長辦公室主辦，各單位均共

同參與，並於活動結束後提

供檢討改善意見。自從1904

年One Times Square大樓所有

人在屋頂舉辦慶祝活動迎接

新年，開啟了時代廣場迎接

新年的故事，首次降下彩球

活動是在1907年，而此項傳

統現在已成為時代廣場一項

全球知名歡迎新年到來的象

徵；迄今109年，時代廣場

每年跨年活動已成為全世界

關注的焦點，從一棟建築物到整座城市，從一個跨年夜的倒

數計時到成為延續二個月的系列活動，從一個首次降下彩球

的歡樂城市成為一個迎接英雄式的歡迎儀式，這就是時代廣

場成就的世紀之最。

(二) 活動管理

在討論紐約活動的同時，也需敘明的是，該城市已建

立一套完整的活動管理方式，方便公、私部門舉辦活動的

申辦，在2007年彭博市長簽署授權CECM（Office of Citywide 

Figure 55 時代廣場One Times Square

大樓，上方為每年跨年倒數彩球懸掛

處，1樓為紐約警察局派出所 1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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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Coordination and Management）是屬於市長所轄辦公

室，這個辦公室負責全市各項活動申請程序、活動計畫審查

及許可等，並且是需要進行各部門間或與活動申請人之間的

協調溝通，並協助及提供市長決策的建議。CECM同時負責

收集並宣傳即將辦理及正在進行的活動資訊，包括在市區公

園的聚會活動、遊行、街頭市集、封街派對、商業宣傳、相

關電視電影拍攝等，各項活動的舉辦必須依活動屬性及內容

向有關單位提出申請並獲得許可同意。另外CECM位辦理街

道活動而設置「街道活動許可辦公室」(Street Activity Permit 

Office)，專門負責核發所有在紐約市道路及人行道舉辦活動

如封街派對、清街、農民市集，宗教、商業宣傳等活動之許

可，並且規定所有街道活動都需要於活動日至少2個禮拜至

90天前提出申請，要辦封街活動者，必須在活動辦理前一

年的12月31日前提出申請。此外。所有舉辦活動的單位，

需自行做好活動清潔回收，否則可罰25元至500元不等的罰

鍰。以下就列舉申請各項活動必須獲得許可和申辦機關彙整

如下：

活動許可性質 主要申請機關

活動中提供或販賣酒類飲料
許可

州立酒類管制局-第一區(State Liquor 
Authority-zone 1)

動物展示許可
(非馴養類) 

健康局(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體育活動許可
(自行車賽、路跑等) 

紐約市警局(New York Ci ty Po l ice 
Department)(遊行許可)

遊行許可 紐約市警局(New York Ci ty Po l ice 
Department)

示威活動許可
(在街道或人行道範圍)

紐約市警局(New York Ci ty Po l ice 
Department)(遊行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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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擴音設備許可 紐約市警局(New York Ci ty Po l ice 
Department)

5000人以上參與之活動許可 紐約州立健康局(New  Y o r k  S t a t e 
Department of Health)

公園範圍相關活動許可 公園休閒遊憩局(Department of Parks 
and Recreation)

臨時集會許可
(戶外空間參加者200人以上
、室內空間參加者75人以上)

建物管理局(Department of Buildings)

活動搭建舞台、平台、帳篷
等臨時性結構體許可

建物管理局(Department of Buildings)

商業/宣傳活動許可
(在街道或人行道範圍)

街道活動許可辦公室(Street Activity 
Permit Office)

街道派對/封街派對許可 街道活動許可辦公室(Street Activity 
Permit Office)

農夫市集許可
(在街道或人行道範圍)

街道活動許可辦公室(Street Activity 
Permit Office)

紅地毯活動
(非與電視或電影有關者)

街道活動許可辦公室(Street Activity 
Permit Office)

街道節慶活動
(涉及連續多天、多個街道範
圍)

街道活動許可辦公室(Street Activity 
Permit Office)

使用消防栓許可 環保局(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食物及健康有關許可 消費者事務局發照中心(Department of 
Consumer Affairs Licensing Center)

臨時食物攤位申請 健康局(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via DCA)- 消費者事務局發照
中心(Department of Consumer Affairs 
Licensing Center)

攜帶式遊樂設施許可 消費者事務局發照中心(Department of 
Consumer Affairs Licensing Center)

氣體/汽油、易燃性物品許可 紐約市消防局(Fire Department New York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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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火/火焰許可 紐約市消防局(Fire Department New York 
City)

電視/電影拍攝許可 市長所轄影片、劇院及廣播辦公室
(Mayor's Office of Film, Theatre and 
Broadcasting)

記者會/媒體活動許可 市長所轄影片、劇院及廣播辦公室
(Mayor's Office of Film, Theatre and 
Broadcasting)

紅地毯首映許可(電影或電視
首映)

市長所轄影片、劇院及廣播辦公室
(Mayor's Office of Film, Theatre and 
Broadcasting)

靜態攝影許可 市長所轄影片、劇院及廣播辦公室
(Mayor's Office of Film, Theatre and 
Broadcasting)

活動後回收/清潔 紐約市公共衛生局(New York  C i ty 
Department of Sanitation)

募款許可 社會局(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使用大型車輛許可 交通局(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電線/電纜許可 交通局(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街道設施移除許可
(路燈、交通號誌、柱子、街
道標示、公車站等) 

交通局(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街道宮燈旗許可 交通局(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馬車許可
(中央公園及其週邊範圍外)

交通局(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三) 自發性的團體

一個城市的永續發展除了公部門策略性的經營，整合私

部門的活力，才能發揮乘數效果，如同台灣的部門城市的商

圈成立協會一樣，紐約時代廣場周邊商家於1992共同成立

「紐約市時代廣場聯盟（Times Square Alliance）」，主要

是以第六大道至第八大道間的40街至53街及所謂的「餐廳



第三篇　都市行銷 ���

街」第八大道至第九大道間的46街為主要範圍；他是一個

為非營利組織，由自願性委員會負責治理事務，成員包含當

地企業和商家，為了讓聯盟能發揮更大的功能，同時也邀請

了政府機關代表，包含曼哈頓區區長、紐約市議會發言人、

紐約市主任審計官、小型企業局局長等，在這一個公私合作

的平台上，彼此溝通需求與討論合作。時代廣場聯盟主要職

責：

1. 改善、行銷、推廣時代廣場，使該地區成為娛樂、文化及

都市生活的象徵。

2. 負責公共安全人員及聘任衛生清潔廠商，提供週邊環境維

護和服務。

3. 推廣當地產業、鼓勵經濟發展及公共環境改善。

4. 配合相關單位辦理時代廣場主要大型活動，包含每年的跨

年倒數及夏日活動；因該聯盟有著完整地區活動與商業機

驗，因此對於即將在時代廣場舉辦活動的企業商家，可提

供專業意見、諮詢服務，其中包含申請流程、市府核准及

現地佈置等。

5. 經營時代廣場博物館與遊客中心。

6. 代表其組織成員對相關公共政策、規劃及生活品質等議題

提出主張或意見。

7. 時代廣場聯盟每年會就跨年活動與相關政府單位(如紐約

市警局及都會大眾捷運署等)及當地企業商家協調辦理，

並將各類活動訊息公告於該聯盟網站。

(四) 訊息揭露

時代廣場跨年活動，最高的指導原則是「活動結束後，

參與者能在20分鐘內能抵達地鐵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除了活動的訊息，在活動的管理上交通訊息的全面佈達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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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場活動最重要的事，以下整理2014年跨年活動前，紐約

市政府提供的完整交管與應注意訊息：

1. 商家在跨年夜當晚舉辦活動的注意事項：

舉辦活動區內的商家配合是活動成敗的關鍵因素，以

跨年夜當晚而言，經過多年的經驗累積，市府、警方、商

家和参與者，已建立起彼此信賴的模式，所以，警方也能

確實落實各項管制的規定，當然區內的商家的消費行為，

也未因此受限制，但就一大型的活動言，時代廣場周邊的

商家全力配合，讓參與活動的支持者或消費者得到最好且

安全的服務。因此，商家的積極配合也已成為跨年夜的紐

約傳奇。以下整理區內商家所配合的方式包含：

A. 12月31日晚上要至時代廣場只能由第六大道或第八

大道進入，任何人均禁止進入已關閉的街道。如你的

目的地在百老匯和第七大道以東、必須從第六大道進

入，如你的目的地在百老匯和第七大道以西、則必須

從第八大道進入。

B. 旅客對其計畫進入的每一個餐廳都必須有一張票/通

行證，但只憑一張通行證是無法出入不同地點，在不

同地點都必須出示不同的通行證明。紐約市警局會絕

對落實這樣的安全檢查。另外邀請卡或票/通行證由

廠商必須統一製發，參與者必須持有預定參與活動或

派對的邀卡或通行證，以方便參與者進出管制區域。

C. 區內各項活動主辦廠商，需指派一位人員至最近被禁

止進入的街區，協助警員加速辨認參加活動的參與

者。警員會支援或分配護送參加人員至相關派對/活

動場所。

D. 紐約市警局明確要求，舉凡管制期間，在管制區內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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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較大型活動，均應向該局登記，以利掌握區內各廠

商舉辦活動狀況以及參與的人數。 

E. 在管制區內的工作者，均應配戴應有的工作證或雇主

的證明，始得進出管制區域。

F. 相關派對/活動資訊，均彙整通報「時代廣場聯

盟」，以利將訊息分送張貼至週邊告示牌，及於各網

站公布。相關告示應有明確的說明確保參與者能進出

餐廳、戲院及旅館等（如出示戲票、邀請卡等）。

2. 活動時程、安全措施與注意事項：

紐約市警局曼哈頓南區及北區勤務指揮中心，累積了

多年舉辦跨年活動的經驗，但每年仍會就當年活動的特

性再召開跨單位的協商會議，會議參與者包含時代廣場聯

盟、紐約市警局及當地企業、商家；會議進行的目的主要

說明當年活動辦理的內容，並蒐集管制區各類活動或派對

的狀況，並針對前一年活動所產生的問題進行改善方式說

明，就這樣共同制定出一套安全措施，以下摘述當年相關

安全措施，是相對於台灣舉辦活動未曾或較難看到的措施

如下：

(1) 基本資訊：

a. 活動日期：12月31日星期二

b. 地點：百老匯大道及第七大道、38街至59街之間

c. 設置之觀看區域與過去類似

d. 禁止攜帶酒精類飲料，將指定沒收小組執行

e. 指定小販強制細節

(2) 活動時程：

a. 1300-安全警備範圍定位

b. 1330-42街至48街禁止車輛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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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400-開放民眾進入43街至47街的區域

d. 1530-預演開始

e. 1800-表演開始

f. 1830-開放民眾進入43街至55街的第七大道

g. 2115-開放民眾進入56街的第七大道

h. 2300-開放民眾進入42街以南

i. 2310-開放民眾進入百老匯至57街區域

j. 2325-開放民眾進入59街一半區域

(3) 安全措施：

a. 在所有進入點或進入觀賞區域的管制點，每個人都必

須以手持電棒搜身，確保無夾帶危險物品進入。

b. 不允許攜帶背包及大型包包，所有包包都要經搜查，

拒絕搜查者將不允許進入。

c. 活動全程均需部署便衣工作人員。

d. 活動開始前，移走部分販賣機。

e. 關閉41街至50街、第六大道至第八大道間人孔蓋。

f. 移走百老匯大道至第七大道間，34街至59街，所有

垃圾桶。

g. 各區塊指揮官會調查所設置之螢幕告示，並指示在活

動開始前將相關垃圾移除。

h. 活動過程中清潔單位隨時配合移除袋裝垃圾及瓶罐

等。

i. 要求在第七大道及百老匯34街至59街之所有信箱應

維持郵寄服務。

j. 在活動期間設置相關探測器。

k. 每一處螢幕告示載明有關注意可疑包裹、搜尋指引及

人群擁擠等特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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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提供區內居民、戲院及餐廳客人護送服務。

m. 活動現場沿線屋頂設置監看點，監看各個出入點狀

況，如有需要，立即通報機動性警力提供支援。

n. 汽車阻斷器：整個活動場地會有輔助性汽車阻斷器保

障安全。

(4) 管制區的進入點：

a. 41街以南：37街和第七大道、37街和百老匯、38街

和第八大道、38街和第六大道。

b. 43街以北：從第八及第六大道的46街進入（媒體進

入）、緊急車輛通道(第五大道和第九大道間的48

街)、從第八及第六大道的49街進入、從第八及第六

大道的52街進入、從第六大道的54街進入、從第八

大道的55街進入、從第七大道的57街進入、從百老

匯的57街進入、從第八及第六大道的58街進入、從

第八及第六大道的59街進入。

c. 人行及地鐵行進通道：39街-百老匯至第六大道、41

街-第七大道向西至第八大道、49街-第七大道向東至

第六大道、50街-百老匯往西至第八大道、53街-百

老匯往西至第八大道、55街-第七大道向東至第六大

道。

d. 視現場指揮狀況開放情形之公告地點：43街及百老匯

(PBMS ICP)、50街及百老匯、51街和第七大道、37街

和第七大道、33街和第八大道(麥迪遜花園廣場)。

e. 交通資訊：12月31日星期二，時代廣場週邊部分地

鐵系統出入狀況將會更動。實際更動時間將視跨年活

動當日群眾抵達狀況而定。由「時代廣場聯盟」一得

知最新地鐵系統變動訊息，立即更新，最新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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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透過http://www.mta.info/查詢。

每年紐約市警察局會在跨年夜前夕發布當天時報廣場周

邊街道管制資訊，提供市民及遊客當天參加活動參考，以下

是紐約WABC-TV於2015年12月30日根據紐約市警察局所發

布街道管制封閉訊息所顯示的街道封閉示意圖(依12月30日

晚上6點半以後時代廣場周邊街道封閉為例)。

二、芝加哥的夏季音樂會

芝加哥是一個可以讓造訪者相當方便遊走的都市，除了

服務在地居民外，更讓觀光客方便抵達及遊覽。因為氣候因

素，所以主要活

動都集中在春、

夏天舉行；「活

動是可以被創造

的」，吸引人的

活動更是結合在

地的特色共同行

塑。如同芝加哥

在夏天舉辦各式

各樣的活動及音
Figure 56 芝加哥藍調音樂節

 ( 圖片來源: Chicago Visitor Gui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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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會，配合當地的文化產業，吸引無論本國或國際觀光客造

訪；「Entertainment Machine」是芝加哥大學Terry Nichols Clark

給芝加哥的詮釋，一個充滿活力的都市才是吸引人的都市，在

都市行銷的過程，不斷運用在地文化創造其獨特性，即是最好

的行銷手段。

芝加哥市政府為加強音樂盛會的變化性，除安排不同音樂

主題外，因為活動期程很長，所以也安排了農產品的展售，讓

參與的民眾可方便購得新鮮的農產，另外各飯店與餐廳也提供

相關的優惠措施。在市政府的旅遊網站上，提供民眾在進入芝

加哥的前10天即可上網申請，即可由政府安排免費的專業導遊

人員，帶領民眾暢遊芝加哥。芝加哥文化局(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and Special Events (DCASE)則致力於推廣行銷，

以吸引各地遊客造訪。

在這一系列市政府主辦的音樂盛會，多半集中在芝加哥的

Loop地區，芝加哥河邊，湖岸、市區及公園等地，這種充滿專

業和創新的音樂表演，每日都有不同的主題和團隊，一連串的

音樂舞台，不只邀請各國受歡迎的樂手或音樂人，更吸引美國

各地的青年和國外人士熱烈參與。部分地區甚至封街讓參與者

能更便利與安全。筆者抵達芝加哥是四月已經在捷運或鐵路的

車廂上看到活動的海報，可見這樣受年輕人歡迎的夏季音樂盛

會是多麼熱鬧可期。以2014年為例，夏日五大免費表演活動

如下：

(一) Chicago Blues Festival

地點：Grant Park

時間：6月13-15日

芝加哥藍調音樂節是世界上最大且提供免費入場的藍調

音樂節，也是芝加哥最盛大的音樂節活動，連續三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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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超過50萬粉絲前往Grant Park參與，活動期間，除了音

樂活動外，也會在市區各處針對藍調音樂辦理相關講座、影

片欣賞及旅遊行程，提供喜好藍調音樂者或遊客不同選擇。

(二) Chicago Gospel Music Festival

地點：Chicago Cultural Center and Ellis Park

時間：6月27-29日

芝加哥福音音樂起源於1900年代早期的Bronzeville社

區。迄今每年的福音樂節活動更加榮耀這個傳統，讓芝加哥

在這三天活動中處處充滿福音。

(三) Taste of Chicago

地點：Grant Park

時間：7月9-13日

這項活動始於1980年，是一項提供食物和家庭歡樂的

活動。透過市內一些優秀餐廳於現場提供的一系列不同類型

食物，也展現了芝加哥餐飲文化的多樣性。芝加哥主要代表

性食物如Deep dish比薩、Eli’s起士蛋糕等及其製作過程均

可於攤位看到，而且還有現場live音樂。

(四) Chicago Air and Water Show(由Shell Oil贊助)

地點：湖岸-北方大道海濱

時間：8月16-17日

兩天活動期間可於密西根湖上看到美國空軍藍天使飛行

特技表演、美國陸軍黃金戰士飛行傘表演及其他表演活動，

為美國境內類似活動中最大且免費者。

(五) Chicago Jazz Festival(相關節目由芝加哥爵士協會策劃)

地點：Millennium Park

時間：8月28-31日

芝加哥夏日最時尚特別的就是在勞動節(First Monda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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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周末參加爵士音樂節。它是芝加哥歷史最悠久、

免費且在湖岸舉辦的音樂節，四天活動有近50個不同類型的

現場表演，甚至鄰近社區也都會有小型爵士表演，使芝加哥

在勞動節週末沉浸在爵士音樂的氛圍中。

小結：活動不等於行銷

為強化都市的競爭力，找到都市特殊的或與眾不同的地

位，是在都市行銷首要做的事。很多都市都以舉辦各式各樣的

活動來行銷或吸引民眾前往。但一個有趣的都市雖然可透過創

造來衍生需求，辦一個沒有議題或內涵的活動，只是消耗掉預

算，也許短時間可吸引人，就長期操作言，無法因此注入城市

生命，只能說曇花一現。

都市行銷並不是只有辦活動，但不可諱言的，活動確實可

以行銷都市，但如何在兩者間取得可長可久的營運模式，是需

要結合在地的特色與議題，如同博物館的經營一般，除必要的

鎮店寶外，仍需要在一定時間改變並規劃不同主題活動以增加

重遊率。例如台灣很多都市都舉辦過各類的演唱會，但辦理

演唱會的目的為何？演唱會和都市的連結又是甚麼？似乎都沒

有人會深究，一場演唱會至少好幾百萬甚至千萬元，還要看找

到的表演者是否為一時之選，集結的也都是年輕的一代，他要

傳達的意義為何？雖然有些演唱會的舉辦，目標很明顯的就是

為了聚集人氣，是為了成就另一項活動（或議題），但時常出

現的結果，卻是忽略了需要傳達的訊息，所有的焦點都聚集在

歌手或演唱會上。就像民間企業在辦新車展示時，在車展的現

場show girl雖然很吸睛，但車商絕對不會讓他們搶了車子的風

采，這就是民間和公部門操作活動最不同的地方。

辦一場行銷型活動最重要的是需要政府與民間的協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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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就以紐約時代廣場每年辦理的跨年晚會為例，他是一個由

紐約市長室直接掌握且主辦的活動，因為美國的行政體系與台

灣不同，所以直接由市長室確認該年度辦理的內容與形式，主

要的執行單位卻是民間，每年都有不同的議題與該地區的商家

合辦，把它當成一系列的嘉年華進行。為此，紐約市可強制規

定在時代廣場的各建築物一定要加設看板，也因此，各建築物

每年都會有新的科技進入，為增加曝光度，所有的產業也將集

聚一堂，在每年的倒數計時，走向全世界，這是一個相當成功

的都市行銷活動案例，且活動的吸引力夠強，幾乎所有的經費

都由主辦單位（民間單位）自籌，各界企業也都爭相出資，就

是為了要搏版面，他確實創造了都市的特色。

都市的行銷作法從早期的購置平面或電子媒體的廣告，製

作政策宣導短片和觀光活動的行銷宣傳片。隨著都市發展的腳

步，其實一個成功的都市行銷是一種綜合型的宣傳行為，它必

需結合一定主題予以推播，國際型的會議、大型的活動、甚至

結合影視節目的製作與拍攝，都是現代城市轉變行銷的模式。

主要概念包含：

一、設定行銷主軸，創造關鍵議題：

每一項行銷或宣傳都要有一定主軸，所謂的核心價值，

再依據核心價值發展出可配套宣達的關鍵議題。例如「腳踏

車」、「節能減碳」、「環保」、「永續發展」。

捷安特是一個從台灣發跡的腳踏車製造公司，它確實掌握

先機投入這個廣義的環保型產業，雖然其間有經歷過產業低

潮期，但最終他與21世紀的現代城市結合，成功創造了腳踏

車奇蹟，每一次環島行程均結合觀光、休閒、運動、環保等概

念。當然這當中政府部門的加持是必要的，例如在都市內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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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的路權，和增加騎乘腳踏車的便利性與安全性，在強調節

能減碳的現代都市內，腳踏車確實可成為一種代言，當政府在

每項公共建設都兼顧到實用、環保與安全的同時，就是打造一

個低耗能城市的開始。這便是一個統合宣示都市治理與遠景的

概念。因此，在政府部門完成腳踏車使用的基本架構後，透過

辦理無車日的活動，讓大家更加認識都市內騎乘腳踏車的方便

性，以達到行銷轉換「交通」「無汙染」的概念。已經很多企

業紛紛投入鼓勵員工改變交通習慣，在公司內設置因為騎乘腳

踏車所需梳洗的設備，甚至為高價位的腳踏車提供專屬的停車

空間，這應該是全民都可共同推動與保護環境的作法。目前台

灣各政府部門仍持續推動各地的腳踏車道系統，因此，腳踏車

在台灣，由早期開發中社會的交通工具，轉變成休閒運動的運

動設施，再回歸現階段既可運動又可載運的複合式具備時尚感

的新名詞。

二、集合群體力量，完成團隊目標：

Team Work和Coporation是現代都市行銷必須具備的，因為

每一件工作都須靠團隊的力量以及共同意識完成。無論國內

外，在公部門推展行銷的過程，私部門的參與是關鍵性的要

素，當在地的企業或居民投入行銷行列時，那麼行銷的成果絕

對是事半功倍，政府的角色必須轉換成一個全方位的「合作平

台」，並共同討論「由誰做行銷」、「行銷什麼」、「對誰行

銷」、「行銷活動是誰獲利」及「如何獲利」。因此，為達成

團隊目標其行銷過程的完整規劃流程如：

第一階段：擬定計畫

步驟一：完成的資訊收集後完成SWOT分析

步驟二：設定產品的行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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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擬定行銷計畫

第二階段：實施行銷計畫

第三階段：掌握計畫執行的結果與回饋改善檢討

三、尊重行銷責任，傳遞正確訊息：

依據行銷學註解「傳播是將訊息傳送給他人的過程，其過

程包含消息來源、消息內容、傳播管道、接收者、和訊息解

讀和了解等六大要素」，而當要傳播訊息給消費者時必需將廣

告、促銷和運用公共關係所統稱的「大眾促銷」納入，以達到

可以訴求最大數量的消費者；這些是公部門在進行公共政策行

銷時應理解的概念。

公部門是市場上最大的消息傳遞者，民眾是消息的接收

者，當消息是正確且快速的傳遞到接收者，那麼這個訊息應該

可相當程度的被民眾接受；反之，當訊息傳遞出現落差且不完

整時，那麼隨之而來的，應該就是一定程度的正反雙方的論

戰。政府如何扮演一個訊息的優質傳遞者，正是目前各單位積

極在進行的「行銷模式」。常見的運用媒體，無論平面、電

媒、網媒等方式，或是結合活動，甚至與電影、視訊製作合作

等，不同的管道進行，當市場上衝刺著不同單位或相同單位，

不同主題或相同主題的行銷訊息時，民眾真的理解或接受？

資料來源：

1. http://www.newyearseve.nyc

2. http://www.timessquarenyc.org/index.aspx

3. http://www.nyc.gov/html/nypd/html/home/home.shtml

4. http://www.nyc.gov/html/cecm/html/home/home.shtml

5. http://abc7ny.com/traffic/street-closures-for-new-years-ev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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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square/1141180/

6. http://www.choosechica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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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世界上最美的是一切都是免費：The Best things in life are 

free。

在21世紀的美國城市已不同於工業革命以後汽車盛行的年代，

大多的美國都市已經開始覺醒如何讓城市發展為更適合居住，讓在

都市內的居民或都市內的工作者更加便利。當然還是有些都市的型

態仍依賴汽車甚鉅，但該類都市發展仍有待觀察。並不是每個美國

城市都是典範，筆者選擇了美國當作本次研究報告的主要題材，旨

在於台灣的都市發展規劃受到美國影響頗多，且美國都市亦相對熟

悉；因此，選擇了世界最大的商業活動中心紐約市，和美國第三大

的芝加哥市，探討其都市發展過程如何透過規劃手段，將已經成為

落寞的都市地區重新燃起生機的再發展經驗，以及美國這兩大都市

辦理都市大型活動的經驗，和對都市內公共設施的管理方式；另外

也針對美國特區型都市如華盛頓特區和阿靈頓郡，如何透過規劃手

段來適度發展都市空間和對重要的環境議題的控制；聖塔芭芭拉市

是一個以觀光為主要產業的城市，透過民間的力量讓其觀光產業能

成為美國各大都市的典範；同時也走訪新北市板橋區的姊妹市羅登

郡和喜瑞都市，如何在類此人口不多的都市創造高經濟收入的城市

管理經驗。

每個都市都有它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本次研究擇取了各都市的

優勢和成功的要素，及藉由美國都市發展過程所產生的問題之他山

之石，綜整彙成都市治理與行銷的經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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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言

「民眾的認同」是筆者在板橋區公所三年服務最大的感動。每

每舉辦的社福活動，從規劃到執行都是由同仁共同承擔，看到被服

務民眾的喜悅，讓我們感動。當預算與人力均遞減情況下，更需要

充分運用每一份資源；同仁的齊心協力讓我感動，這一切可從公所

的一樓服務櫃檯開始，以前櫃台每位同仁是依照業務性質分工，往

往因時間與業務特性的關係，讓民眾等候，經過社會課長對同仁3

個月的下班後集訓，以單一窗口的概念，讓民眾抽取號碼牌，依序

到櫃台洽公，平均民眾等待時間均在一分鐘以內，所能得到的服務

時間可達8分鐘甚至更長。在公所每年高達7萬件公文，也在大家

齊心下平均時效從102年3月起都能在1日內完成，而我們維管的公

園、道路、下水道、天橋、地下道、路燈等都在同仁的努力下連假

日都不打烊。

板橋區和其他都市一樣，居住著需要幫助的族群，因此，我們

針對不同弱勢族群量身訂做關懷系列，如為單親失婚無法工作的媽

媽舉辦「自立更生計畫」讓單親媽媽能學會使用天然食材製作的小

西點、麵包或運用線材編織手工製品，在家也能就業，甚至一起到

板橋的遠東百貨公司銷售；為中低收入家庭的大學新鮮人提供獎學

金，讓孩子得到鼓勵認真就學；代用麵的顏老闆主動和我們聯繫舉

辦百人齊聚分享；邀請身障、視障朋友到電影院欣賞電影，很多人

是第一次踏入電影院；端午節與地方的廟宇、社團一起舉辦「萬粽

齊心」，一天包了一萬個粽子，當天在第一時間就讓弱勢家庭感受

到過節氛圍；二手衣募集在第一年舉辦就收到上萬件衣物，民眾的

熱情回饋將家中衣物清理乾淨，到了第三年已經擴及至全市；一年

為獨居老人送27000個以上的便當；這些都是我們集合政府與民間

的力量共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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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與人，機關與機關間的「本位思考」，是執行各項事務最

大的挑戰。「以前都是這樣做」是時常聽到的反應，雖無涉對或

錯，只因為制度與環境不同，各項作為會因時、因地、但不會因

人而改變。板橋區的里幹事每人需要負責3-4個里，和台北市的每

人一個里確實差距很多，為發揮團隊力量，將板橋分為5個次區，

以次區的總服務人口數和相關資料分配里幹事人數，同分區需相互

支援；同樣的，各項公共設施的維護也以空間劃分，讓人力資源能

更彈性運用；而涉及全區事務，如老年健康金、重陽禮金發放，中

低收入家庭的實地家訪、年度的大型活動等，都必需公所全體同仁

共同投入，也因為如此，團隊的共同信念和默契逐漸形成，打破隔

閡，創造共同績效來展現為民服務的成績。

當「台北縣的市公所」變成「新北市的區公所」，有著民眾對

一個直轄市的期待，需要更多的「同理心」與內化的過程，藉由在

各項業務的推動，取得同仁的認同，再與里長交流，進而讓民眾感

受與理解。在最基層的公所服務，才深深體會到公務員服務的真正

價值，來自「感動」。對的事，就是堅持下去；感謝板橋區公所同

仁的齊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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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參訪美國城市基本資料 (2010年美國人口普查資料) 

城市

項目
紐約市

華盛頓

特區
芝加哥市 羅登郡 阿靈頓郡

聖塔

芭芭拉市
喜瑞都市

面積

(k㎡)
���.�� ���.�� ���.�� ����.� ��.�� �0.�� ��.��

人口數 �,���,��� �0�,��� �,���,��� ���,��� �0�,��� ��,��0 ��,0��

0-14歲 ��.�％ ��.�％ ��.�％ ��.�％ ��.�％ ��.�％ ��.�％

15-64歲 ��.�％ ��.�％ �0.�％ ��.�％ ��.�％ �0.�％ ��％

65歲以上 �0.�％ ��.�％ �0.�％ �.�％ �.�％ ��.�％ ��.�％

人口密度

(人/平方

公里)

�0��0 ��0� ���� ��� �0�� ���� ����

家戶數 �,�0�,��� ���,�0� �,0��,��0 �0�,��� ��,��� ��,��� ��,���

一級產業 0.�％ 0.�％ 0.�％ 0.�％ 0.�％ �.�％ 0.�％

二級產業 �.�％ �.�％ ��.�％ �.�％ �％ ��.�％ ��.�％

三級產業 �0.�％ ��.�％ ��.�％ �0.�％ ��.�％ ��.�％ ��.�％

Median 

家戶所得

(美元)

��,��� ��,��� ��,�0� ���,0�� �0�,��� ��,��� ��,���

Mean 

家戶所得

(美元)

��.��� ��,��� ��,0�0 ���,��� ���,0�� �0,��� �0�,���

資料來源：

1. http://www.census.gov 

2. http://www.nlc.org.



��� 都市的治理與行銷

附件二：參訪美國城市及單位一覽表

城市 參訪單位 訪談對象

New York

Department of C�ty Plann�ng 
Manhattan office 

1. Director- Edith Hsu-Chen
2. Principal Urban Designer - Patrick 

Ping-tze Too
3. Senior Urban Designer - Jamie Chan
4. Retired Principal City Planner – Jerry 

S.Y.Cheng
The office of Comptroller, The 
C�ty of New York

Planning Associate - Jasper Li

Office of Management & 
Budget, New York City Transit

Computer Associate, Revenue Unit – 
Jamie C.Li

Loudoun 
County,
V�rg�n�a

Office of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Chairman - Scott K.York

Office of the County 
Administrator 

County Administrator - Tim 
Hemstreet

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 Assistant Director - Michael”Miguel”
Salinas

2.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 
Steve Hargan

3. Marketing & Communications 
Manager - Lois Kirkpatrick

4.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ficer - 
Kellie Boles

Department of Parks, Recreation 
& Community Services

Director - Steve Torpy

Department of Plann�ng Director - Julie Pastor
Loudoun County Public Schools 
Planning and Legislative 
Services 

Director - Sam Adamo,Ph.D.

Arl�ngton
County, 
V�rg�n�a

Office of The County Manager County Manager - Barbara 
M.Donnellan

Arlington Economic 
Development 

Deputy Director - Cynthia A. 
Richmond

Virginia Tech National Capital 
Reg�on

Director - Nicholas D.Stone, Ph.D.

Arlington County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and 
Director for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Services – Jack Belcher

Artisphere Executive Director - Jose A. Ort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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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D.C

District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DDOE) 

1. Special Assistant to Director - Michelle 
Dee

2. Stormwater Management Division 
Associate Director - Jeffery M. Seltzer, 
PE

Neighborhood Planning 
Division, District of Columbia 
Office of Planning

Neighborhood Planner - Andrea 
Limauro

Stewards of Affordable Housing 
for the Future(SAHF)

1. President - William C. Kelly Jr.
2. Program and Policy officer - Clare 

Duncan
Retirement Housing 
Foundation(RHF), North 
Capitol At Plymouth

1. Property Manager - June Daly 
2. Service Coordinator - Angela Guthrie

National Housing Trust(NHT), 
St. Dennis Property

1. Enterprise Preservation Corporation 
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 Aimee 
McHale 

2. Enterprise Preservation Corporation 
Director of Asset Management - 
Beverly D.Hanlin

3. Property Manager - Mercedes Coreas

Chicago

Illinois Housing Development 
Authority

1. Executive Director - Mary R.Kenney
2. Director of Community Affairs - Nicki 

Pecori
3. Homeownership Programs Special 

Assistant - Vanessa Hill
4. Alderman Robert Fioretti Chief of 

Staff - Timothy Steve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ofessor of Sociology – Dr. Terry 

Nichols Clark

C�ty of 
Cerritos, 

Cal�forn�a

Cerritos city government 1. Mayor - Mark Pulido
2. Mayor Pro Tem - Carol K. Chen
3. Councilmember - Bruce W.Barrows
4. City Manager - Art Gallucci
5. Community Services Supervisor – 

Emely C. Merina
6. City and Theater Marketing Manager – 

Annie Hylton
Cerritos Sheriff’s Station, 
Sheriff’s Department, County 
of Los Angeles

Captain - Keith E. Swen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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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y ofSanta 
Barbara, 

Cal�forn�a

City of Santa Barbara 1. Mayor - Helene Schneider
2. Assistant to the City Administrator – 

Nina I. Johnson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Fog plant)

Facility and Energy Manager – Jim 
Deway

Department of Parks & 
Recreation

Creeks Division Manager - Cameron 
Benson

Waterfront Department Waterfront Director - Scott Riedman
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 Manager - Yoli McGlinchey
Visit Santa Barbara President & CEO - Kathy Janega-

Dykes
Downtown Organization 1. President - Gene McKnight

2. Marketing & Communication Director 
-  Kate Schw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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