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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球而言，2020年(1月至10月 )的全球平均溫度比1850 -1900年基線高

1.2±0.1℃。自2015年以後的六個年份都很熱，近五年和近十年的平均值也是有

記錄以來最高的，這個期間全球各國皆發生嚴重乾旱與野火事件，且越益劇烈。

    雖然台灣夏季受熱帶海洋氣團影響，地形四周環海、海風調節，限制熱浪或

極高溫的發生。但台灣亦面臨高溫問題，台北市去( 2020 )年7月24日出現攝氏

39.7度高溫，為自1896年台北市氣象站設站以來最高。今( 2021 )年中央氣象局於

3月30日時發布高溫資訊，地點位在南投縣、台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近山區或

河谷地區，此為2018年6月15日有高溫燈號制度以來，最早發布的一次，不管在

何處，全台就像是一個燒番薯似的持續發燙中。

    

    破紀錄高溫是地球給人類的一個警訊，當氣候變遷進展成威脅人類生存的氣

候危機時，加速淘汰不潔淨能源儼然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在減緩方面，高雄市

府致力於加速淘汰助長氣候變遷的化石燃料，包括推動各項空污改善及減碳措施

、促進高雄市轄內電廠可以提早脫煤時程等，並加強推廣公私有綠化住宅建設、

發展永續且清潔的再生能源；調適方面，高雄市政府持續推廣綠色交通運輸，並

發展綠地、滯洪池建設等，同時設計淺顯易懂、生動活潑的高雄市高溫 /熱浪教

材，向民眾傳達高溫警訊及預防措施，使民眾具備對抗高溫的能力，降低高溫對

民眾造成的危害，以提升城市面臨氣候風險下之韌性。

    過去的一百年，高雄從小漁村蛻變為工業大城；未來的一百年，高雄要以永

續發展為目標，從工業大城轉型為國際港灣、宜居城市，為市民創造更好的生活

環境，成為所有人都能實現理想、築夢踏實的海洋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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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社會於工業革命後，科技、經濟快速發展

，對於能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能源的來源幾乎

都為化石燃料，加上大量開發林地及拓展農業，導

致暖化的情形日趨嚴重，地球籠罩在一個猶如溫室

的環境中，使得地球的平均溫度逐漸上升，導致南

北極冰層融化與海平面升高，氣候系統的改變而提

高世界各地極端高溫事件、極端降雨引發災害及極

端乾燥事件的發生機率，對於人類生活圈、糧食生

產及產業，造成直接影響及衝擊。

   (一)氣候變遷條約發展

　　過去到現在，世界重大氣候變遷條約整理如

圖1-1。

   (二)地球溫度產生變化

　　全球在2015年通過《巴黎協定》，世界各國更

承諾減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目標是將

全球氣候平均升溫控制在攝氏2℃以下，同時希望

向更嚴格的增溫少於1.5℃目標努力，為達到此目

標，由現在起到2030年間，每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須

減少約50%，且2050年須達到淨零排放才得以實現

目標。

第一章  全球暖化與極端高溫

圖1-1 氣候變遷條約整理

1.1 氣候變遷現況

2015.9

2015.12

1989.1

2009.12

1994.3

哥本哈根協議

永續發展目標

巴黎協定

2009.12 京都議定書

聯 合 國
氣候變遷
綱要公約

蒙特婁
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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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將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穩定於適當水準，

  以保生態系統的平滑適應、食物安全生產

  和經濟持續發展。

‧1992年5月於紐約聯合國總部通過。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開放簽署。

‧1994年3月21日生效。

‧為避免工業產品中的氟氯碳化物對地球臭

  氧層繼續造成惡化及損害。

‧承續1985年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

‧整合永續發展之「經濟成長」、「社會進

  步」、「環境保護」等三大面向。

‧宗旨為終結一切形式的貧窮。

‧取代京都議定書，期望共同遏阻全球暖化

  趨勢。

‧加強《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繼續執行都議定書。

‧表明應保持氣溫上升於攝氏2度內。

‧為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條約。

‧將地球生溫控制

  在「遠低於2℃」

  最好是1.5℃。

‧2020年開始復國

  每年提供1000億

  美元「基本金額」

  的氣候資金。

‧2025年重新檢討

  金額。    
‧已開發國家須持續

 「帶頭」碳減排。

‧開發中國家應「提

  高努力」，與時並

  進減排。

‧「盡快」達到碳排放峰值。

‧2050年起快速減排，

  讓人類活動與「碳匯」

  所能捕捉的碳量達到

  平衡狀態。

‧已開發國家必須

  提供財源協助開

  發中國家。

‧邀請其他國家樂捐。

‧每五年檢討一次，第一次

  2023年。

‧每次檢討將通知各國「更

  新與提高」承諾。

‧必須承認「防止、降低，以及解決」

  脆弱國家因氣候變遷蒙受的損失。

氣溫 2100
財

政 2020-2025

分 區

減排目標

氣候變遷

檢討機制

分擔負擔

一圖看懂
什麼是巴黎協定

◎資料來源： http://www1.pu.edu.tw/~s1050421/

             Finalwork/b.html；聯合報；本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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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氣象組織(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發布報告指出，

2011~2020是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個10年，自2015年以來的6個年份都很熱，尤其2016

年、2019年和2020年是前3名。《牛津詞典》將「氣候緊急狀態」( Climate emergen-

cy )列為2019年度代表字，其定義為「需採取緊急行動以減少或阻止氣候變遷，避

免造成潛在且不可逆的環境破壞情況」，反映2019年，全球最切身體會且關注、廣泛

討論的問題。

　　2020年WMO發佈「全球氣候狀況的臨時報告(State of Global climate 2020 )」

中指出，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極端氣候事件的發生頻率大幅增加，尤其是高溫事

件(WMO 2020)，全球整體溫度皆呈現逐年上升之趨勢，且越接近現代，顯示溫度上

升幅度越快的現象(如圖1-2)，以溫度距平值展示，定義為各年平均溫度減去20世

紀全球平均溫度)。

    

       ◎資料來源：NCDR 

      圖1-2  1880-2017年全球全年平均地表溫度距平值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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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高溫及熱浪定義

　　WMO定義高溫： 35℃及以上的溫度；熱浪則是連續五天的最高氣溫皆高於其高

溫氣候平均值達5℃(9°F)以上。

　　世界各國對於熱浪定義，因各地氣候狀態而有所不同，美國、加拿大、以色列

等國家氣象部門，依據美國國家氣象局(NWS )的酷熱指數( Heat index )標準，當白

天熱指數預計至少兩天連續2小時以上超過40.5℃(105°F)或在任一時間內超過46.5

℃，即發佈高溫警報。全球熱浪發生頻率越趨頻繁，持續天數增長，熱浪強度也明

顯增強(表1-1、表1-2)，許多國家和地區都相繼受到熱浪的侵襲。

第一章

全球暖化與極端高溫

* 表格中熱浪定義：連續三天以上平均氣溫上升至正常氣溫的最高10%範圍。

**表格中指美國熱浪來時之平均溫度以及每一年熱浪出現的日數，可看到預測顯示

  2041年開始之均溫為過去的1.14倍，每年熱浪出現的次數為過去的3.28倍多。

◎資料來源：國立成功大學「我國民眾熱傷害健康識能之評估及調查與傳播策略發展計畫」。

過去觀察 21世紀末 2041-2070 vs 過去觀察

熱浪強度( °C)

每年出現熱浪
    日數

35.2 40.1 1.14

10.5 34.4 3.28

美
國
中
西
部
熱
浪

表1-1

表1-2

* 表格中熱浪定義：連續三天以上平均氣溫上升至正常氣溫的最高10%範圍。

**這裡進一步來看歐洲和中國的熱浪在過去和未來的比較，可看到歐洲在21世紀末的

  熱浪數量會為過去的3.05倍，而中國熱浪成長幅度更為明顯，未來為過去的5.64倍。

◎資料來源：國立成功大學「我國民眾熱傷害健康識能之評估及調查與傳播策略發展計畫」。

歐洲

21世紀末

中國

每年出現熱浪
    日數

10.5 10.534.4 3.283.28 3.28

過去 比較 21世紀末過去 比較歐
洲
和
中
國
的
熱
浪
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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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季節時序在過去50年逐漸改變，於1957~2006年間，夏季時長增加約28天

，冬季則減少了約30天。2015年中央氣象局所整理之全球與台灣溫度趨勢分析，全

球在過去一世紀增加0.9℃，臺灣整體增加1.27℃，上升趨勢更高於全球平均，由

於台灣近半數人口集中在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等大城市，人口與

建築物密集且空調設備林立，隨著都市化與建築密度提高，調節氣溫的綠地比率越

來越少，大量交通運輸與夜間活動活躍「都市熱島效應」的加成，使得都會區增溫

更顯著。

   (四)全球災害大事紀

　　世界氣象組織提醒「熱浪」已是歐洲的常態，頻率頻繁、更加炎熱，且持續時

間更長，2003年歐洲熱浪造成各國嚴重衝擊影響，估計造成14,800法國當地民眾死

亡；2010年7~8月俄羅斯發生熱浪，造成15,000 位死亡人數。近年來，全球許多國

家及地區持續發生極端高溫的事件(表1-3)，預期未來事件頻率與嚴重性會不斷提高

。
表1-3

近
年
極
端
高
溫
事
件
整
理

摩洛哥出現43.4°C高溫，阿爾及利亞東部
瓦爾格拉更是達到51.3°C。

日期 地區 災害說明

2018.07

2018.07

2018.07

2018.08

2019.07

2019.09

北非

日本

加拿大

西伯利亞

歐洲

澳洲
12月平均最高氣溫為41.9°C，澳洲大火也
燒掉三個台灣面積的區域。

大部分地區皆經歷史上最熱七月，較高緯
度的北海道也有多人中暑死亡事件。

致命熱浪，70人喪生。

氣溫高達32°C(往年平均約為10°C)。

史上最熱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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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熱島效應(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UHIE)係指城市大氣和地表溫度

，比附近農村地區相對應溫度為高的現象。此種區域性溫度差異的現象，於人造衛

星出現後，人類得以從高空拍攝地表，由紅外線影像中發現城區與周邊地區的溫度

有明顯差異，才廣為人知；紅外線影像中，城市區域看起來就好像在周邊地區中的

一個浮島，因而取名為熱島。

　　2019年歐洲地區經歷二次的熱浪襲擊，分別發生於6月和7月。受到歐洲大陸上

空強大的北方高壓系統籠罩，使得北非撒哈拉沙漠的熱空氣席捲歐洲。6月於法國

南部出現46°C，造成567人死亡；7月在法國、荷蘭和比利時皆有40°C以上的高溫，

這波熱浪更造成這三個國家1,600餘人喪生，連續2個月紀錄為歐洲史上最熱的月份

(表1-4)。熱浪不僅造成高溫，還間接造成西班牙和俄羅斯發生野火，更加速格陵

蘭冰床融化、歐洲各國鐵路因鐵軌膨脹變形而減班或停駛等。因各國政府積極地進

行執行熱浪應變計畫，使衝擊影響比2003年熱浪衝擊相較來的小。

第一章

全球暖化與極端高溫

1.2  都市熱島效應

月份

6月

7月

日期

6/24~7/2

7/21~7/28

比利時、捷克、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
、波瀾、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

影響國家

比利時、芬蘭、法國、德國、格陵蘭、盧森
堡、荷蘭、挪威、瑞典、英國。

◎資料來源：NCDR

表1-4

年
歐
洲
熱
浪
統
計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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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都市熱島效應的原因，簡單而言為城市與郊區能量(主要為太陽輻射能)的

蓄存與散失不同所造成的，而造成能量收支差異。

　　現今許多城市的氣溫及地表的平均溫度都較鄰近自然土地覆蓋區相對應溫度高

約1~6℃，且隨著全球暖化現象的惡化，城市與周邊溫度的差異日益擴大，如圖1-3

，陸象豫(2016)對於能量收支差異的原因列出以下幾點差異之因素。

(一)鄉村地區植物覆蓋率較高，太陽輻射能多消耗於植物的光合作用。反之城市中                 

植被較少，太陽輻射能多被建築物及其他人造物所吸收，因而此使得城市中溫

度比鄉村來得高。

(二)城市大多數地區都屬滲透量低的不透水層，地表逕流較鄉村地區為高，使得城 

市土壤水的蓄存量較低，且植物覆蓋率較低，蒸發散熱的冷卻效應較鄉村為低

，故造成地表及大氣溫度較鄉村地區高。

(三)城市中源自建築物、汽車及家庭的廢棄熱能遠較鄉村地區為高；這些額外的熱 

  能終將以不同途徑進入大氣中，進而使大氣溫度升高。據估計城市廢棄熱能的

總量，可高達入射太陽輻射能的三分之一，是相當可觀的熱能來源。

(四)城市中建築物與道路等所使用材料(瀝青、磚塊、混凝土等)的反照率較低，且

顏色較深，可吸收較多的太陽輻射能，尤以紅外線的熱能更易被建築物吸收。

城市在白晝吸收較多太陽輻射能，夜晚將所吸收儲藏的熱能釋出於大氣中，故

城市中藉傳導進入大氣中的熱能較鄉村地區為多。

(五)城市中高聳建築所形成類似峽谷的地貌助長熱能的蓄存，白天進入城市的太陽

輻射能被建築物多重的反射與吸收而鎖在建築物的峽谷中，降低返回大氣的熱

量，助長增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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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溫差可造成空氣流動形成風，強風可降低空氣的溫度。而城市中屏風型建築物

，減少風速的變化和風的流動，使熱能不易散失，加劇了城市內部的高溫化。

第一章

全球暖化與極端高溫

◎資料來源：天氣即時預報FB：本團隊重製

    造成都市熱島效應的原因，簡單而言為城市與郊區能量(主要為太陽輻射能)的

蓄存與散失不同所造成的，而造成能量收支差異。

　　現今許多城市的氣溫及地表的平均溫度都較鄰近自然土地覆蓋區相對應溫度高

約1~6℃，且隨著全球暖化現象的惡化，城市與周邊溫度的差異日益擴大，如圖1-3

，陸象豫(2016)對於能量收支差異的原因列出以下幾點差異之因素。

(一)鄉村地區植物覆蓋率較高，太陽輻射能多消耗於植物的光合作用。反之城市中                 

植被較少，太陽輻射能多被建築物及其他人造物所吸收，因而此使得城市中溫

度比鄉村來得高。

(二)城市大多數地區都屬滲透量低的不透水層，地表逕流較鄉村地區為高，使得城 

市土壤水的蓄存量較低，且植物覆蓋率較低，蒸發散熱的冷卻效應較鄉村為低

，故造成地表及大氣溫度較鄉村地區高。

(三)城市中源自建築物、汽車及家庭的廢棄熱能遠較鄉村地區為高；這些額外的熱 

  能終將以不同途徑進入大氣中，進而使大氣溫度升高。據估計城市廢棄熱能的

總量，可高達入射太陽輻射能的三分之一，是相當可觀的熱能來源。

(四)城市中建築物與道路等所使用材料(瀝青、磚塊、混凝土等)的反照率較低，且

顏色較深，可吸收較多的太陽輻射能，尤以紅外線的熱能更易被建築物吸收。

城市在白晝吸收較多太陽輻射能，夜晚將所吸收儲藏的熱能釋出於大氣中，故

城市中藉傳導進入大氣中的熱能較鄉村地區為多。

(五)城市中高聳建築所形成類似峽谷的地貌助長熱能的蓄存，白天進入城市的太陽

輻射能被建築物多重的反射與吸收而鎖在建築物的峽谷中，降低返回大氣的熱

量，助長增溫作用。

阻擋風的防護罩

高樓林立，地表摩擦力強
風不進，熱不出

熱島不僅局限於都市

都市熱氣往周圍沉降
郊區也會受影響

人為因素居多

石化燃料，空調設備等
人工廢熱加溫

風

熱

熱

一圖看懂
什麼是熱島效應



12

由地表反射的輻射

被溫室氣體吸收

大氣吸收20% 反射30%

地表吸收50%

再輻射熱95%

地表
與
海洋

大
氣層

太空

   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依照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係

指導致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的大氣氣體，以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 CO2)、甲

烷(Methane, CH 4)和一氧化二氮(Nitrous Oxide, N 2O)為主；以氫氟碳化物(Hy-

drofluorocarbons, HFC )、全氟化碳(Perfluorocarbon, PFC)及六氟化硫(Sulfur 

hexafluoride, SF6)效果最為強烈。

    溫室氣體即是地球表面溫度適合人類居住的主要因素，地球大氣由水氣、臭氧

、甲烷、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所組成，透過太陽幅射作為地球氣候系統能量來源，

經反射、吸收，使一定程度(~50% )太陽幅射進入地球，地表吸收後以紅外線方式散

熱，一部份被大氣吸收或返回宇宙，一部份則被反射回地表，重新吸收散熱，此機

制在氣候學又稱為「溫室效應(Greenhouse Effect)」。

1.3  全球溫室氣體現況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本團隊重製

一圖看懂
什麼是溫室效應

溫室氣體
水蒸氣(H O)、臭氧(O )、二氧化碳(CO )、氧化亞氮(N O)、甲烷(CH )、氫氟氯碳化物類(CFCs，HFCs，HC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 )等氣體。

2

2

2
4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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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暖化與極端高溫

　　然而，工業革命以來，人類開始大量使用石化燃料，導致溫室氣體排放上漲，

溫室效應亦隨之加強，全球溫度上升，繼而衍生出「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 )

」造成的各種極端氣象，影響生態體系、水土資源、人類社經活動與生命安全穩定

。

    此外，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與WMO於2018年

所發佈的共同研究報告《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Ozone Depletion: 2018》指

出地球大氣中的臭氧層除了能抵禦危害人類和動植物健康的低波長太陽幅射「紫外

光( Ultraviolet, UV)」，亦有助緩解南半球暖化的危機。據美國太空總署(Nation-

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 )，自1970年代人類大量使用氟

氯烴(Chlorofluorocarbons, CFC)釋放出氯化物和溴化物對臭氧層進行催化作用，

所導致的「臭氧層破洞」(臭氧耗竭，Ozone depletion )已逐漸因禁用相關化學物

品而修復，1982年記錄以來面積最為細小。雖則如此，卻顯然未有停止上述提及的

氣溫上升和極端災害持續發生，因此各國仍致力推動不同的減緩與調適方案。

◎資料來源： BBC；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Ozone Depletion:

             2018；本團隊彙整 

推動高溫的幕後黑手

過量的溫室氣體會破壞大氣自動調節氣溫

的能力，並使得溫室效應持續增強，地球

溫度上升。

全球暖化 臭氧層破洞

臭氧層可以吸收對人體與其他生物有害的

紫外線，臭氧層愈厚，可以吸收愈多的紫

外線，阻擋太陽輻射進入地球。

高溫小學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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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溫室氣體排放

    UNEP於2020年出版的「排放差距報告( Emissions Gap Report)」，1990年至

2019年世界溫室氣體總排放仍每年平均以1.4%持續上升，近十年間更達至每年平均

上升2.6 %，僅2019年便已高達524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全球碳計畫(Global Carbon 

Project)指出，全球人均排放量已達到每人4.7噸二氧化碳當量。 

    就來源分佈，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一直遠高於其他溫室氣體，佔比超過總

量一半，甲烷次之，而土地使用轉變產生的溫室氣體近年亦有明顯上升趨勢，如圖

1-3。另外，報告指出由於氣候變化加劇，人類耗用冷、暖氣調節，也導致化石燃

料產生更多二氧化碳，形成惡性循環。

◎資料來源：Emissions Gap Report 2020；本團隊譯

          圖1-3  溫室氣體歷年排放量(源頭種類)

●土地用途變更(CH4+N2O)

●土地用途變更(CO2)

●氟化氣體(F-gas)

●N2O

●CH4

●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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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全球各地，中、印兩國自2000年代二氧化碳排放量便快速增長，前者更超

越美國，僅2018年已達10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佔總量5分之1，為最大佔比排放國

家；反觀歐美地區自2010年代二氧化碳排放量開始有所下降，俄羅斯、日本則維持

在一定水平。而人均碳排放量方面，美國仍遠高其他國家，達每人20噸二氧化碳當

量，俄羅斯(17.4 tCO2e/人)次之，日本(10.7 tCO2e/人)、中國(9.7 tCO2e/人)、

歐盟( 8.6 tCO2e/人)、印度( 2.7 tCO2e/人 )緊隨其後，可見各國尚有調整改善空

間(圖1-5)。

    就產業性質而言，能源佔比最大(41 %)，工業製造(20%)、交通運輸(16.2 %)、

農業耕作(15%)次之，各項目亦呈現上漲，以電力和熱能產生排放佔比最大(24%)，

但基於各國近年積極發展環保能源技術，也促使其排放量趨勢相對平穩(圖1-4)。

◎資料來源：Emissions Gap Report 2020；本團隊譯

          圖1-4  溫室氣體歷年排放量(產業性質)

第一章

全球暖化與極端高溫

●土地用途變更

●廢棄物

●其他

●耕作土壤

●耕作土壤

●國際

●非陸路

●陸路

●其他工業程序

●原料產品

●能源使用

●建築與其他

●逸散排放

●其他能源轉換

●電力與熱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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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missions Gap Report 2020；本團隊譯

        圖1-5  各國二氧化碳歷年排放總量(左)各國二氧化碳歷年人均排放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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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暖化情況持續惡化，夏季氣溫年年飆升，熱浪席捲全球，北美洲與日本

等地區出現飆破40℃的高溫，在不久的將來全球各地區的氣溫將可能飆破50℃，高

溫將造成人及生命財產安危，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與健康將受到嚴重衝擊。21世代

高溫新議題，改善熱浪來襲已成為各國政府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本章節蒐集新加

坡、澳洲及印度等國家，包含訂定熱浪調適計畫、提出挑戰、目標及解決方案，依

個人、社區或都市層級的因應措施，提供局處及巿民參考。

第二章  國際抗熱調適共效益

◎資料來源：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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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城市概況

    新加坡位於東南亞的中南半島南端，地勢平緩，22%國土透過填海而成，新加

坡典型的白天平均氣溫為28℃，最高平均值為 30-31℃之間；在夜間，平均值可能

降至26℃，平均最低氣溫為23-24℃。新加坡普遍為低風量，其地理位置靠近赤道

，氣候條件接近人體不適範圍。

    新加坡推動巿政目標致力於永續發展、綠色環保，在城市綠化方面擁有非常優

良的實力，境內擁有300多座公園、4座自然保護區及隨處可見的立體綠化，使綠覆

率近乎50%，因此擁有「花園城市」的美名。

    2015年發布《新加坡永續發展藍圖》(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lueprint)

，在空氣及氣候變遷、水資源、廢物管理、自然、公衛、國際環境關係等方面皆有

相當競爭力，樹立亞洲最宜居城市的標準。

   (二)Cooling Singapore調適計畫政策

    新加坡的都市熱島效應嚴重，熱量儲存在城市當中，城鄉之間溫差恐超過7℃

，尤其在夜間更為明顯，且未來或許將越趨劇烈。溫室氣體的排放驅動氣候變遷

日益嚴重，致使未來(2100年)長期平均溫度可能增加1.4至4.6℃。而對處於熱帶

雨林氣候的新加坡來說，炎熱潮濕加上人口稠密，已漸漸對新加坡的人口、經濟和

生態系統造成不利影響。為降低UHI帶來的衝擊，新加坡於2017年訂定出86種減

輕城市熱島和改善室外熱舒適度的措施，包含：(1)植被；(2)都市幾何空間；(3)

水體與水景；(4)建材與城市地表；(5)遮蔭；(6)運輸；(7)能源。

2.1「花園城市」之新加坡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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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OHA官方網站    圖2-1  垂直綠化

   (三)都市層級實施方式

1.植被(Vegetation)

    植被已被全球廣泛用作減緩都市熱島效應的策略。植被的特性包括高反照率和

低熱導率，具有讓城市減少吸納太陽熱能的效果。某些類型的植被，例如樹木可以

提供遮蔭，並大幅減少太陽輻射的熱能，從而顯著改善熱舒適性(Thermal Com-

fort)。

    新加坡的高降雨量有助於植物生長，和乾旱氣候相較，這些植物不需要花大錢

維護。在都市規劃設計時，減緩策略與局部 /微觀尺度的植被是可行的，植被的種

植位置能夠改善開放空間的局部熱舒適性，同時，環境空氣溫度降低與植被遮蔭將

可降低室內冷氣空調的需求。

                              或戶外熱舒適度(Outdoor Thermal Comfort,OTC)

：有效管理公園和開放空間，可以改善開放空間的熱效能；而將綠色走廊整合到

城市(圖2-1)，也是作為改善戶外熱舒適的一種方式。改善戶外熱舒適的一種方式

。

   「植被」可應用在三個方面：

種植綠化( Planting Greener-

ies)、公園和開放空間( Park-

sand Open Spaces)，以及綠色走

廊(Green Corridors)。將植被納

入都市設計(例如：綠屋頂、建築

物周圍的植被)，其空間擴展的特

性，可以解決都市熱島效應和 /

第二章

國外抗熱調適共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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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都市幾何空間(Urban Geometry)

    建築物的佈局、高度、幾何形狀，以

及城市組成的位置，都是影響都市熱效能

的變數。這些元素的排列組合，會影響空

間遮蔭覆蓋度及環境風場，是改善當地戶

外熱舒適性之2個重要關鍵指標。

    新加坡將海洋周圍產生的空氣，藉由

局部到區域的循環風模式，可將涼爽的空

氣，藉由局部到區域的循環風模式，可將

涼爽的空氣帶入城市( 圖2-2 )並改善熱

舒適度。因此，城市規劃應考量區域氣候

特性、環境風場及建築物提供的遮蔭，並

對街谷(street canyon)、建築物幾何形

狀(圖2-3)進行合適的都市設計，來

增強建築物之間的空氣流通，及提高

遮陽帶來的局部熱舒適性。

◎資料來源：新加坡重建局

  圖2-2  未來新加坡濱海灣的風廊設計

◎資料來源：新加坡濱海灣花園官方網站

  圖2-5  新加坡濱海灣花園

◎資料來源：新加坡國家公園局

  圖2-4  雙溪布洛濕地保護區

◎資料來源：CapitaGreen官方網站

  圖2-3  建築物頂部花瓣狀結構吸收涼爽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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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體與水景(Water Bodies & Fetures)

    水體與水景可作為改善過熱建築環境

之對策，水可影響地表溫度，可被視為是

一個散熱片。依據水體的大小，也可以開

發特定的風循環模式，並在環境中產生相

應結果。

    另外，水景過去被作為一種美化環境

的方法，後續發現藉由水蒸發提高空氣的

濕度，將對當地的熱舒適性產生正面影響

。然而，新加坡的濕熱氣候限制了這種減

緩措施的優勢，該措施更適合乾熱氣候，

利用城市設計相關的現有水景，來降低地

表的溫度。

   「水體與水景」的應用可分為兩

個方面：水體本身(Bodies )和水景

(Features)。「水體」是利用大自然

的水域(如河海湖泊)或人工水域(如

滯洪池、水庫、濕地)(圖2-4 )落實

減緩措施。「水景」主要是將水元素

融入都市層級之景觀設計中，除了美

化環境外，還可對當地的熱舒適性提

供貢獻，例如：在屋頂 / 地面裝設池

塘(圖2-5)、蒸發冷卻(水霧)系統、

噴泉。

第二章

國外抗熱調適共效益



22

4.建材與城市表面(Materials & Surfac-

es)

    建材和城市表面可能會影響城市的氣

候和熱平衡，因此城市空間的設計或改造

，必須考量城市建材的熱屬性，並根據氣

候進行選擇。另外，不同的物理和光學特

性會影響道路鋪面和建築外殼材質，並檢

視城市表面的熱行為與微氣候，兩者的相

互作用及影響，以及建材如何影響戶外熱

舒適度。

    在高輻射量的炎熱氣候中，高吸附材

料(High Absorption)與反射材料(flec-

tive material)相比，在緊密的環境下，     

。位於熱帶的新加坡，其建築物對於降溫

能源的需求與氣候息息相關，因此，採取

誘導式降溫策略可成為一個城市空間(建

築物和開放空間)的合適解決方案，以下

為應用說明。

   「建材與城市表面」的應用包括「街

道和開放空間」(Streets and Open Spa-

ces)與「建築物」(Buildings)兩部分。
◎資料來源：Strategies for Cooling Singapore, 2017

  圖2-6  淺色外牆及道路

第一部分可將不同功能原理用於城市

人行道，藉由鋪設淺色或白色街道、使

用涼爽磁磚或特殊塗料，與保水多孔的

人行道系統進行降溫，以減輕都市熱島

效應，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改善行人的室

外熱舒適度。

第二部分主要於建築上應用的不同措施

和解決方案，設計可助於降溫的屋頂(

白色或淺色的反射表面)及外牆(反射

材料)，可同時減少建築物的熱量吸收

及降低建築能耗與成本；當大規模應用

時，皆可能有助於減緩都市熱島效應。

淺色外牆及道路如圖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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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遮蔭(Shading)

    遮蔭是改善戶外熱舒適度和減緩都市

熱島效應的關鍵措施，因為它會導致空氣

和表面溫度的降低，帶來冷卻的效益，亦

會影響路人對「熱」的感覺和調適能力，

此措施在中午最為重要。

    在新加坡，透過適當的城市幾何形狀

(例如長寬比)和建築物/街道朝向，來提

供城市街道的遮蔭。藉由水平和垂直等遮

陽設計方式，可對太陽進行額外的物理控

制。但是，任何類型的遮蔭都會成為影響

其他熱舒適度的因素，例如自然通風和照

明。

   「遮蔭」可從兩方面著手：「建築幾何

空間」(Building Geometry)和「遮蔭設

計」(Shelter Design)。第一種方式藉由

城市街道中建築物的方向，以及在建築物

立面上整合(如街道、廣場或公園)遮蔭

空間或設備來提供遮蔭 (圖2-7)，此策略

可同時針對都市熱島效應和戶外熱舒適度

。遮蔭設計包括固定式的涼棚架、遮陽棚

，甚至是太陽能板外牆；移動式的遮蔭

設備則可讓使用者依據需求調整空間

；智能遮蔭利用先進的智能材料，安裝

在公共場所的屋頂與建築立面，依據氣

候條件(例如：外部環境的溫度、濕度

和光線等)，改變其顏色、形狀或密度

，來控制所吸收的太陽熱能；另外，建

築物、樹木、屋簷或其他現有基礎設

施(例如：橋梁、高架道路)，可提供行

人或自行車道遮蔭，讓人們能舒適地行

走、騎車與出遊。

第二章

國外抗熱調適共效益

◎資料來源：Strategies for Cooling Singapore, 2017

  圖2-7  街道上種植遮蔭的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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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運輸(Transportation)

    如果內燃引擎車(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Vehicles，ICEV)的效率在

16%或20%之間，則燃料中所含有剩餘能量都將轉化為熱能，將會增加都市熱島效應

。車輛產生的熱量與消耗的燃料量成正比，在城市，燃料消耗量與車輛的平均速度

大致成反比。故減少運輸系統擁塞的措施都可以視為減緩措施，以減少車輛的熱流

通量。

    新加坡的交通運輸業佔該國石油總消耗的25%(能源統計，2014年)，故交通運

輸成為島上最大的熱能生產者之一。但新加坡擁有進步的基礎設施及先進技術，因

此較易有效率的執行減緩都市熱島效應的策略。此外，新加坡氣候炎熱的情況，造

成步行或騎自行車上下班的交通方式無法普及。

   「運輸」的改善分為三個部分：減少交通(Traffic Reduction)、燃料消耗( 

Fuel Consumption)、減少熱流通量(Heat Flux Reduction)。第一部分主要涉及減

少需求，尤其減少道路上的車輛數量(圖2-8)，以及車輛路線規劃(降低距離、成本

或時間)相關的解決方案。第二部分涉及技術解決方案，可在既有的交通條件下，

◎資料來源：新加坡陸路交通局      圖2-8  抑制私人運具發展

降低能耗並減少

熱量散發。第三

部分則是直接減

少來自車輛的熱

流通量，並增加

日常通勤者的熱

舒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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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能源(Energy)

    都市熱島效應會增加城市建築物周圍的環境溫度，且依據不同季節變化，將直

接影響對建築物降溫或加熱之能耗。在冬天，當建築物需要供暖時，會使用夏天所

儲集的熱能，在降低加熱需求的情況下，都市熱島效應減少了能耗；而在夏天，都

市熱島效應則增加了建築物的降溫需求。

    新加坡一年四季都需要對建築物空間進行降溫，因此，都市熱島效應對於能源

造成消耗，產生負面影響。任何旨在於降低能耗的減緩措施都有雙重效應：一是直

接降低能耗；其次是降低都市熱島效應並間接影響能耗。

    從降低能耗的角度來看，能源(Energy)提供了都市熱島效應緩解策略，該策略

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減少各部門能源消耗(Consumption)相關的減緩策略，包

括提高住宅、商業和工業部門使用的設備能效。第二部分涉及建築系統(Building 

Systems)和改善節能的技術，包括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並在現有系統中實施熱回收

措施。第三部分是戶外系統(Outdoor Systems)，透過戶外自然通風和機械通風系

統，以減少能耗。

第二章

國外抗熱調適共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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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城市概況

    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d)是印度西北與古加拉特邦的第一大城，曾被《印度

時報》 評為印度最佳城市，其都市化非常快速，共有720萬人口，容納來自印度其

他地區和國外的大量移民和貧民窟的人，並吸引了建築工人及其他戶外工作者，加

劇了其致命熱浪的危害性。 

    艾哈邁達巴德市位於印度乾旱的西北地區，為熱帶季風氣候，雨季通常發生在

每年6月至10月，期間易發生洪水，年平均降雨量為782mm；每年3月至6月期間為夏

季，平均每月最高溫度為38.8℃，溫度通常在5月達到最高峰，乾燥溫暖的環境為

熱浪的好發季節，而2010年5月20日至23日發生的熱浪中，溫度飆升至46.8℃(圖

1-9)，使官員們意識到極端高溫對健康的威脅。

2.2  印度-艾哈邁達巴德

◎資料來源：NRDC(2015).Addressing Vulnerability to the Health Risks of 

            Extreme Heat in Urbanising Ahmedabad, India.；本團隊譯

            圖2-9  2010年5月艾哈邁達巴德遭熱浪襲擊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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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外抗熱調適共效益

    2010年5月致命的熱浪襲擊艾哈邁達巴德後，使艾哈邁達巴德市政機構(AMC)於

2013年開始針對高溫實施相關措施，並發布的《艾哈邁達巴德熱行動計畫》(HAP)，

使印度成為南亞第一個制定實施的熱行動計畫的國家，此計畫也成為一個非常好的

戰略，其制定了立即和長期行動，以增加城市備災、訊息共享和協調應對的能力，

並使人們了解熱傷害疾病的風險以及應採取的預防措施，以減少脆弱人群的健康影

響。

    而2019年印度中央政府借鏡HAP經驗，與23個州和100多個城市合作，在印度實

施並制訂熱行動計畫。

(二)艾哈邁達巴德熱行動計劃(HAP)調適計畫

    一個有效的熱行動計劃需要強大的地方首長、機構間協調、科學專業知識、廣

泛的溝通策略以及社區參與的結合，加上一個因地制宜的有效計畫。印度的熱行動

計畫具有五個重要的策略，可使社區免受極端熱的影響，以下將以不同層級區分進

行說明。

1.國家層級作法

  (1)啟動預警系統和機構間協調

     A.在極端高溫發生期間，預警系統(黃色、橙色、紅色級別對應不斷升高的熱

       度)將觸發相關城市和州政府的共同響應，並向居民發出警報。高溫預警系

       統如表2-1所示。

     B.透過正式的溝通渠道以提醒州和市政府機構，包括衛生官員、醫院、緊急

       情況響應者、當地社區團體、媒體和其他主要利益相關者。

(三)調適計畫政策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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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圖2-10  溫暖vs.涼爽屋頂差異

  (2)解決弱勢群體的熱傷害

     A.兒童、老年人及因其職業而長期處於高溫中的人(建築工人、農民、交警，

       其飲用水更容易遭受極端高溫的影響，確保其飲用水穩定供應。   

     B.為弱勢族群提供負擔得起的避暑空間和醫療保健。

     C.調適措施，例如為弱勢社區提供涼爽的屋頂(圖2-10；表2-2)。 

◎資料來源：NRDC(2019).Ahmedabad Heat Action Plan：

            Guide to Extreme Heat Planning in Ahmedabad, India.；本團隊譯

表2-1

高
溫
預
警
系
統

警報類別

紅色警報

橙色警報

黃色警報

白    色

警報名稱

極端高溫警報日

高溫警報日

熱天警告

無警報 ≤41°C

溫度

≥45°C

43.1-44.9°C

41.1-4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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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層級做法

  (1)衛生保健專業人員的能力建設

     A.為城市衛生中心的衛生人員提供特殊培訓(圖2-11)。

     B.針對基層醫務人員、醫務人員和社區衛生人員，進行培訓計劃，使其具備

       效診斷和治療與熱相關疾病的急救知識。

     C.在當地衛生專業人員的幫助下進行“做與不做”的清單，並透過有效使用

       各種媒體(印刷、社交媒體、廣播電台、電視廣告)向公眾傳播。

第二章

國外抗熱調適共效益

    一個有效的熱行動計劃需要強大的地方首長、機構間協調、科學專業知識、廣

泛的溝通策略以及社區參與的結合，加上一個因地制宜的有效計畫。印度的熱行動

計畫具有五個重要的策略，可使社區免受極端熱的影響，以下將以不同層級區分進

行說明。

1.國家層級作法

  (1)啟動預警系統和機構間協調

     A.在極端高溫發生期間，預警系統(黃色、橙色、紅色級別對應不斷升高的熱

       度)將觸發相關城市和州政府的共同響應，並向居民發出警報。高溫預警系

       統如表2-1所示。

     B.透過正式的溝通渠道以提醒州和市政府機構，包括衛生官員、醫院、緊急

       情況響應者、當地社區團體、媒體和其他主要利益相關者。

表2-2

涼
爽
屋
頂
類
型
介
紹

塗層屋頂
屋頂頂部塗覆具有高反射率

的材料或塗料。
75.35-165.65

特殊材料
  屋頂

由椰子殼和廢紙製成，可以

代替鋼筋水泥混凝土屋頂。

綠屋頂
利用植被幫助屋頂吸收更少

的太陽能。

薄膜屋頂
使用膜或薄板覆蓋現有屋頂

。
75.35-227.87

平舖屋頂
在現有屋頂之上或新屋頂上

使用瓷磚馬賽克或木瓦。
207.1-414.2

屋頂類型 說 明 圖 示

◎資料來源：NRDC(2020).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s)-Cool Roofs.；NRDC(2019).

            Ahmedabad Heat Action Plan：Guide to Extreme Heat Planning in Ahmedabad,

            India.；NRDC(2018). Cool Roofs: Protecting Local Communities and Saving

            Energy.Issue Brief.；NRDC(2013).Saving Money and Energy : Case Study of 

            the Energy-Efficiency Retrofit of the Godrej Bhavan Building in Mumbai. 

費用(m /元)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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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實施調適措施

     A.交流有關應對方法的訊息，包括極端高溫時的飲用水、冷卻中心、花園和

       陰涼處。

     B.土地使用策略以減少都市熱島效應，包括綠色基礎設施、降溫的屋頂、樹

       木、植被以及增加的綠色空間。

     C.簡化交通和減少擁塞的政策和策略。

3.個人及社區層級作法

  (1)建立公眾意識和社區宣傳

          當地開發擁有科學認證的訊息、教育及溝通文宣(圖2-12；圖2-13)/廣

      告/影片圖，透過社交媒體、短信、電郵、廣播、社交軟體(如WhatsApp)向

      民眾傳播，如何保護自己免受極端高溫的影響。

◎資料來源：NRDC(2019). Evaluation of Ahmedabad's Heat Action Plan: Assessing India's 

            First Climate Adaptation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Extreme Heat

  圖2-11  為醫療專業人員舉辦的HAP培訓講習班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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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外抗熱調適共效益

   (四)具體效益Australia

    根據2018年HAP實施前後有效性，在HAP實施後期，估計避免了2380例死亡，

HAP不僅能保護健康，更防止因酷熱而死亡，HAP實施後2014-2015年相較於基準年

(2007-2010年)總死亡率的影響，並發現實施HAP的前兩年(2014-2015年)總死亡率

降低了。

    降溫的屋頂提供了簡單且經濟高效的解決方案以面對城市化的挑戰，可節省能

源、提高熱舒適性、減少製冷需求，並且反射陽光、吸收更少的熱量，將有助於減

少城市的熱島效應、空氣污染、霧霾和能源需求。與傳統的屋頂相比，涼爽的屋頂

可根據室內設置將室內溫度降低2至5℃。

◎資料來源：NRDC(2019).Ahmedabad Heat Action Plan

            ：Guide to Extreme Heat Planning in 

            Ahmedabad, India.

          圖2-12  如何保護自己海報

◎資料來源：NRDC(2019).Ahmedabad Heat Action Plan

            ：Guide to Extreme Heat Planning in 

            Ahmedabad, India.

          圖2-13  公眾意識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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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2.3  澳洲-維多利亞州

    (一)城市概況

    維多利亞州是澳洲東岸南部的一個州，是澳洲大陸本土五個聯邦州中幅員最小

的，但人口卻為澳洲第二多，維多利亞州範圍內的氣候各不相同，西北部較熱和乾

燥；南部和東部較溫暖，降雨量較高，而東北部有一個高山地區。長期觀察到的記

錄顯示，維多利亞州的氣候正在氣候異常和全球暖化的影響下發生變化，自1910年

官方氣象局開始記錄以來，全州平均氣溫已升高了1.0°C以上，預計未來這些變化

將持續發生。

    2009年1月末至2月初，熱浪突襲澳洲，墨爾本(維多利亞州首都)是主要的受影

響城市之一。該市保持長達150年的最高溫紀錄在此時被打破，加上臭氧層空洞的

問題，墨爾本夏季的陽光更加容易引起皮膚癌。另外，自1950年代以來，整個澳大

利亞南部的火災季節持續增加，2019

-2020年間夏季高溫持續上升，是自

1910年以來年平均溫度最高的一年，

導致澳洲森林大火(圖2-14)提前至9月

(原為每年10月初至隔年3月底)，加上

異常高溫與乾燥，讓野火燒得更延長

，火勢橫跨全國，焚燒面積超過1100

公頃，不僅對空品造成嚴重影響，更

影響澳洲生態，並對當地物種造成毀滅性破壞。

◎資料來源：Benjamin Preiss.(2019) Melbourne to

            swelter under new climate projections.

            圖2-14  澳洲森林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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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外抗熱調適共效益

   (二)熱與健康(Heat Health Plan for Victoria)調適計畫

    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新的氣候變化預測顯示，預估在2050年

時，極端高溫日數可能會增加13~21天(圖2-15)，墨爾本每日的最高氣溫預計將上

升1.6度；與1990年代相比，2050年威廉斯敦的海平面將上升24公分(圖2-16)，因

此，為承受更頻繁的高溫天氣，城市須執行調適計畫。

    維多利亞州政府要求各地方政府

配合實行，包含維多利亞州民、社區

組織、地方政府和州政府部門共同承

擔責任，以利在極端高溫下，完成熱

調適行動並增進人民的健康福祉。

◎資料來源：Benjamin Preiss.(2019) Melbourne to 

            swelter under new climate projections.

            圖2-15  海平面在2050年估計上升24公分

◎資料來源：Victoria State Government(2019).Victoria's Climate Science Report 2019.

             圖2-16  2050年炎熱天數恐比1986-2005年倍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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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人層級作法

    墨爾本以夏季炎熱乾燥的日子而聞名，因此制定了酷夏警覺-在炎熱高溫下保

持涼爽的重要秘訣(Summer sense – top tips to keep cool in the heat)，內

容分享個人可以採取的預防與高溫有關的疾病的措施以及簡單的熱浪防治海報(圖

2-17)，相關說明如下。

(1)安裝百葉窗或遮陽棚以阻擋陽光，保持家中涼爽。白天關閉百葉窗和窗簾。微

   風吹過時，請打開窗戶。

   (三)調適計畫政策實施方式

1.都市層級作法

    維多利亞州的熱與健康計畫包含三大重點及三項主要行動，以下進行說明。

(1)三大重點

   A.保護維多利亞州民的健康免受熱相關傷害。

   B.跨部門的溝通與協作，以因應極端高溫。

   C.提供地方政府、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門相關的準備和應變措施，以減少極端高溫

     對維多利亞州民的影響。

(2)三項主要行動

   A.能力賦予：提升維多利亞州民對極端高溫的準備措施及應變能力，特別是高危

     險族群、其照料者、家庭和服務提供者。

   B.夥伴關係：發展強大的跨部門夥伴關係，以全體共享及交流資訊，以準備和因

     應極端高溫。

   C.協調整合：極端高溫影響健康時，確保緊急管理方法及採取相關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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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待在室內，必要時請使用空調。

(3)如果家中溫度過高，請考慮到涼爽的公共場所，例如有空調的商店、購物中心

   、電影院、畫廊或公共游泳池以保持涼爽，或去拜訪有空調的朋友或家人。

(4)利用濕毛巾圍在脖子和肩膀上，或將腳置於冰水中並進行降溫也可以透過淋浴

   來保持涼爽。

(5)避免在正中午11點至下午4點做激烈運動。

(6)陽光下時，請擦防曬乳(至少SPF 30+)和戴帽子以保護臉部和頭部。

(7)穿輕便、淺色、寬鬆的衣服，盡可能得覆蓋您的皮膚。

(8)即使您不感到口渴，須保持喝水。避免喝含酒精、咖啡因或高糖的飲料。有心

   臟，腎臟或肝臟疾病或飲食限制的人應在增加飲水量之前諮詢醫生。

(9)全市有許多提供公眾免費使用的飲水機，下載免費的手機應用程序，即可在外

   出時找到最近的水站。

(10)在熱浪來襲時要格外小心地注意您的家人和鄰居，尤其是年長者、幼兒和有特

    殊需要的人。許多老年人獨自生活，可能因為與朋友和家人相隔太遠而遭受高

    溫的傷害卻無人知情。

(11)切勿將兒童、寵物或需要特殊照顧的人員留置車中。

(12)為停電做好準備，並準備好緊急預備箱，備有如手電筒、電池供電的收音機、

    瓶裝水、急救箱和備用電池之類的物品。

第二章

國外抗熱調適共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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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Victoria State Government (2020).

            Heat Health Plan for Victoria.

  圖2-17  熱浪中存活下來的方法

   (四)具體效益

    熱浪預報發布時，部門將會發布高溫健

康警報，通知區域內部門、醫院、地方政府

、機構合作夥伴以及衛生和社區服務提供者

，有關可能影響健康的高溫預報狀況，接收

到警報者可聽從相關資訊以監控當地情況，

並根據當地的熱浪反應計畫或操作程序來因

應。

    進行高溫健康警報、通訊資源交流及高

溫熱浪因應措施的整合協調，並確保所有區

域內的利害相關人和社區教育都能採取一致

的應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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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外抗熱調適共效益

◎資料來源：聯合國；葉欣誠教授譯

  圖2-18  

2.4  永續SDGs共效益

   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於2015年發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Goals, SDGs)，接替2000年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作為至2030年以前的跨國指導原則，總計涵蓋17個大項目標( Go-

als)、169個細項目標(Targets)與234個指標(Indicators)。此份方針整合永續發

展之「經濟成長」、「社會進步」、「環境保護」等三大面向，任何形式的經濟建

設發展，皆須與環境保護與社會經濟議題環環相扣，其宗旨為終結一切形式的貧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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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都市化急遽擴張之下，絕大多數的人口聚集在都市，衍生的環境、經濟

及社會等問題也在此發生，其次是國家範圍廣大，不同地方的文化差異大，政策恐

難以一體適用，而城市可同時涵蓋中央及地方的政策，且根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中第11項永續城市和社區中提到，在今後的幾十年內，95%的城市擴張將在開發中

國家進行，因此，在未來城市面對更嚴峻的挑戰之前，透過由下而上的城市治理執

行永續更能展現其效益。

    各城市均積極推動各項降溫措施已降低都市熱島效應，惟降低熱浪的影響是地

方政府、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門、社區、家庭和個人的共同責任，因此無論是透過都

市層級(建設)、社區層級(宣導)或個人層級(行為)的因應措施(如表2-3)，都能帶動

整個城市發展，成為邁向永續城市的解藥之一，展現永續共效益(Co-benefits)。

表2-3

高
溫
措
施
帶
動
永
續
共
效
益

SDG目標

‧推動太陽能源，分擔住宅所需能源。

‧關懷弱勢群體的熱傷害安危。

‧提供可負擔起得避暑空間。

‧提供高溫宣導教材與培訓專業醫療人員。

‧設定減碳目標，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排水防洪與河川整治，提昇都市耐洪的韌性。

‧施作透水性鋪面，可讓地下水涵養，降低熱島效應。

‧建置便利且多元大眾運輸，降低空氣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建築物綠化，降低熱島。

‧建造濕地與綠地，淨化空氣、調適溫度。

‧維護生物多樣性。

高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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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劉安說(2013)，

            熱島效應解析都市為何像個烤爐 ?

            太空之眼雜誌2013.01~02月號

 圖3-1  高雄市區都市熱島效應空間分布

    聯合國IPCC 2013年的評估報告顯示

，未來極端高溫、降雨強度及乾旱強度等

現象發生機率會增加，在2021年我們明顯

感受到高溫及缺水的問題，該如何減緩氣

候變遷的速度，將會是每個人面臨重要的

課題。

    面對全球暖化，城市首當其衝，而高

雄身為六都之一，人口密集、日照強烈、

都市化及建築密度都相當高，加上大量汽

機車排放廢氣，市區夜間溫度又無法輕易

散去，種種因素加劇了都市熱島效應。劉

說安(2013)的研究中，針對高雄都會區進

行都市熱島效應解析，利用地球觀測衛星

MODIS的熱波段感測計算地表溫度，如圖

3-1所示，顏色越接近紅色表示溫度越高

，顯示高雄市的熱島中心皆為商業鬧區，

白天約位於苓雅、鳳山等區；夜間則位於

新興、前鎮、鹽埕區附近，而郊區的溫度

第三章  高雄退燒有一套

                                    則相對較低。

    為了解未來高溫發生狀況，中央氣象局於2018年6月15日起發布「高溫資訊

」，今(2021)年3月30日發布的高溫黃燈警報，創下高溫燈號制度以來最早發布

的一次紀錄，也首度在5月第一次出現高溫紅燈警報。經統計歷年發布的高溫燈

號結果顯示，高雄市今(2021)年5月31日止，紅燈警報發布情形已超越歷年次數

(圖3-2)，預期在未來高溫發生頻率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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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高溫帶來的威脅，以及符合全球各先進國家對於環境「永續」、「綠

」、「健康」發展的潮流趨勢。改善都市熱島現象可從「節源開流」做起，「節

源」包括積極減碳、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多走路、騎單車或電動車，減少交通工

具排放廢熱；使用隔熱磚、隔熱漆等建材，也可減少熱能進屋。「開流」方法為

增加都市綠意、水域，加強蒸發散熱，或是避免建物路造成風阻，為風留路將熱

帶走。

    隨著氣候變遷衝擊影響越來越顯著，高雄市積極減緩溫室氣體排放，設定長

期減碳路徑，並同時推動調適策略以降低氣候變遷衝擊，提升城市韌性，落實氣

候行動。

第三章

    高雄退燒有一套

  註：2021年資料統計至1/1~4/17、5/10~5/31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本團隊繪製

          圖3-2  高溫燈號統計

次數

年

紅燈黃燈 橘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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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身為重工業城市，碳排佔全國的五分

之一，過去宿命雖使高雄與其他城市處在不平等

的起跑點上，但高雄並不以此為藉口，為去除民

眾的刻板印象，自2005年起，高雄市定期追蹤溫

室氣體排放量，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設定減碳目標，同時串聯各單位

訂定高雄市第一期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2018年~2020年)，並透過六大部門落實

減碳工作。

   
   (一)高雄市溫室氣體現況

    高雄市溫室氣體排放主要分為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及環境等六大部

門，以排放部門來看，以工業能源子部門44.3%及工業製程部門38.5%佔前2名，其

次為住商能源9.1%及運輸能源7.2%，環境及農業部門各僅佔0.8%及0.1%(圖3-3)。

高雄全市2019年人均年排碳量20.58公噸CO2e，此量為全台灣每人平均排放量(20

18,11.33公噸CO2e /人)的1.81倍，在這種高碳排的情況之下，對於環境、健康都

是非常大的負擔。

    為達國家減量目標，高雄市府積極展開溫室氣體減量及因應氣候變遷的實際行

動，2019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為5,589萬公噸CO2e，已較基準年(2005年)減少15.5%

，減碳逾1,000萬噸，遠超過國家2020年及2025年減量目標，績效可謂全國第一。

並配合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努力朝向2030年減20%目標(挑戰30%)及2050年淨零碳

排目標邁進(圖3-4)。

3.1  高雄市溫室氣體現況及未來氣候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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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高雄市各部門溫室氣體占比

圖3-4  高雄市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路徑

第三章

    高雄退燒有一套

[範疇一]
燃料燃燒碳排72.7%
(4,147.50萬噸)

[範疇二]
電力碳排碳排27.3%
(1,558.71萬噸)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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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0.7% 0.09%

20.3%

0.1% 6.9%

44.3%

38.5%

7.3% 9.1%

0.7%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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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TCCIP官網

   (二)高雄市未來氣候推估

   「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TCCIP)以淺顯易懂

的互動式資訊圖表，提供全台過去變遷及未來推估資料，供民眾

可自行上網(https://tccip.ncdr.nat.gov.tw/)或掃描QR Code

(圖3-5)查詢。

    在過去變遷的資料中，1897~2020年間，台灣25個中央氣象

局所屬測站溫度距平值的變化，顯示玉山升溫狀況最為劇烈，從0℃上升至2℃，而

高雄市升溫狀況則是由0℃上升至1℃，其他地區的測站溫度也是不斷上升的情況(

圖3-6)。另外，以高雄未來年均溫資料為例(圖3-7)，未來80年均溫而言，僅有

RCP2.6溫室效應強度最低的情境下屬於非升溫狀態，其餘最高至2100年，高雄年

均溫較現階段升高3℃，顯示高雄市區之城市熱島效應已非常顯著，若是未來氣溫

持續上升，恐加劇城市熱島效應，故如何有效的調適以及減緩溫室效應為高雄的首

要課題。

什麼是RCP?

                       RCP是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

                      athways(代表濃度路徑)的英文縮寫，簡

         單來說，是不同程度暖化路徑的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情

境假設」；換句話說，是人為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溫室效應的強弱。

高溫小學
堂

RCP2.6

RCP4.5

RCP6.0

RCP8.5

情境

CO2濃度為例幾乎是現今濃度的三倍

，即二氧化碳濃度會大於1370ppm。

RCP4.5相似，約為二氧化碳濃度850

ppm。

二氧化碳濃度650ppm相似。

二氧化碳濃度490ppm相似。

說明 情況假設

相對較低溫室氣體增加的情境。

代表世界各國會想盡辦法做到溫

室氣體減量的目標。

代表世界各國並沒有盡全力積極

做到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

代表世界各國並無任何減量的動

作。

.

.

.

暖化程度
最輕微

暖化程度
最嚴重

推估年

輻
射
驅
動
力

(W/m )2

◎資料來源：TCCIP、van Vuuren et al‧2011；本團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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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CCIP

  圖3-6  1897-2020年氣溫變化情況

第三章

    高雄退燒有一套

◎資料來源：TCCIP

  圖3-7  高雄地區未來80年年溫度平均改變量(4種情境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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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發展新世代「高雄厝」

     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高雄一年當中有

165天之氣溫高於30度，位居全國排名第2高

溫之城市，使得住所頂樓居室悶熱難耐。高

雄每年平均降雨日數僅88日，但降雨量卻高達1,885公厘，且颱風季節豪大雨來襲

，導致屋頂防水層損毀，造成漏水現象。

    「高雄厝」是邁向低碳永續城市的獨特經驗，高雄市政府自2011年起結合太陽

能光電的發展，更揭示了環境永續、居住健康、反映在地自主性的三大精神，同時

是政府與產業攜手合作的成功典範。

    「高雄厝」透過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並訂定十項設計準則量測訂做的

融入寬度3米的深陽台、綠能屋頂、全齡者適用的通用地材料等元素，以達到綠能

、低碳、樂齡化社會等永續目標，改造成綠色房子，高雄厝發展歷程如圖3-8所示

。

3.2  城市綠呼吸 綠色房子「高雄厝計畫」

◎資料來源：推動高雄厝資訊網；本團隊繪製

什麼是高雄厝?

每戶規劃高雄厝3米深觀景陽台，搭配1/3複厝式綠化，可阻擋日照直

                                         射室內，調節微氣候環

                                         境，綠化環境建築冉冉

                                        上升，有如一座會呼吸

                                         的垂直森林。

高溫小學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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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高雄厝」景觀陽臺降溫2℃~3℃

    傳統住宅陽臺深度大多為1.5米，大多以欄杆外推形成籠子般的空間，做為晒

衣、堆置雜物使用，不僅影響市容觀瞻，也產生了妨礙緊急逃生的問題。 

     1.逃生避難：以鼓勵的方式設置3米深景觀陽臺，代替鐵窗，於火災等災害

來臨時，能提供更大的逃生避難空間，同時景觀陽臺能減少風切，降低高樓風所產

生的不適感。

     2.節能減碳：景觀陽臺面積結合3分之1以上的灌喬木綠化面積，具保水量及

固碳量之功能，並綠化可阻擋日照直射室內，透過實測其室內外溫差可達攝氏2℃~

3℃，進而降低室內溫度及空調電力負擔、減緩都市熱島效應。

     3.城市風貌：透過綠化結合景觀設計打造垂直森林，提供優質休憩生活空間    

，打造高雄特色建築。傳統陽臺與景觀陽臺比較如圖3-9所示。

圖3-8  高雄厝推動歷程

傳統陽臺(Before) 景觀陽臺(Now)

深度≦2公尺

堆置雜物
晒衣空間

加裝格柵
陽臺外推

影響市容及安全

深度可達3公尺

每處景觀陽臺
均有複層式綠化

公寓大廈管理
規約規範

突破中央法令，免
計容積及建築面積

V.S.

城市
風貌

節能
減碳

逃生
避難

熱島
效應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2019)高雄厝3.0幸福建築宣導計畫成果宣導專輯  圖3-9  傳統陽臺與景觀陽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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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高雄厝」綠能設施創新轉化

    傳統透天建築物常於樓頂加蓋鐵皮屋頂、地面設置車庫採光罩或增建突出陽台

等違章建築，不僅影響市容更導致綠化減少蓄熱難散，反而惡化都市熱島效應。

    因此，「高雄厝」以鼓勵方式，首創違建轉型合法化之綠能設施，透過設置一

定面積綠化或太陽光電，取代原車庫及採光罩建建，亦需於基地地面下設置雨水貯

集設施，以創造基地小型微滯洪環境，此綠能設施除可以保留空間利用性外，整體

效益遠大於傳統高溫皮及硬鋪面，亦能促進都市防災與雨水貯集滯洪的功能，也能

創造相當於傳統所謂「埕空間」的生活交誼處所，且具有節能減碳效益，對於都市

發展、公共安全也有所貢獻(圖3-10)。

1.常為鐵皮或採光罩 

2.違建查報重點 

3.高度大小及材質不一 

4.高蓄熱，無專業簽證 

5.影響市容及安全

1.綠能設施面積≦1/2建築面積 

2.每處綠能設施均有複層式綠化or太陽光電 

3.建築本體也增加綠化or太陽光電 

4.突破中央法令，免計容積及建築面積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19)高雄厝3.0幸福建築宣導計畫成果宣導專輯

          圖3-10  傳統透天建築違建與綠能設施比較

傳統透天建築違建 》       綠能設施 》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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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高雄厝」建置效益

    1.創能減碳量

          有別於台灣傳統高容積高密度

      建築物，高雄厝創造更高品質的空

      間，經統計高雄厝實施以來2015年

      至2020年之申請案件，景觀陽台、

      通用化設計浴廁、太陽光電、雨水

      儲集設施及綠化面積之各項數量及

      如圖3-11，以光電及綠化量換算，

      合計創能減碳量每年可減碳133 萬

      公噸。

    2.有效降溫(圖3-12)

          為使立體綠化精進，並研析景觀陽臺所創造效益，本府工務局研析針對

      景觀陽臺進行風環境、熱環境、熱顯像、光環境等實測分析，並預估節能效

      益。

      (1)遮陽影響：依下午三點西曬照度減少率結果，實測發現景觀陽臺，在窗邊

         室內照度降低84%，其綠化有效阻擋西曬，降低室內溫度。最差者為一般

         陽臺，在一般陽臺的窗邊照度為1229Lux，雖然採光最好，但已經超過人

         體感受法定照度值，造成眩光不舒適之現象，影響人體健康。

      (2)溫度差異：高雄景觀陽台設計的複層式綠化，可有效阻隔太陽直射，進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20)打造熱帶地區的

            城市綠洲-高雄厝雄蓋涼

          圖3-11  高雄厝總創能減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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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降低屋內溫度及空調電力負擔，引入自然外氣通風，藉由外氣導流，降

        低建築物蓄熱，使空調及照明達到低耗能永績的目的。

   (五) 未來「高雄厝」

    高雄市最重要的施政目標，因應環境趨勢提出「四大優先」，包括產業轉型優

先、增加就業優先、交通建設優先及解決空污優先，致力打造高雄成為「宜居城市

」，高雄厝計畫鼓勵建築物設置景觀陽臺、綠能設施、立體綠化、太陽光電、雨水

貯集、通用化設計等設施設備，減緩暖化與都市熱島效應成效卓越，都市垂直森林

也可降低空氣污染，打造「海綿城市」，強化都市防災能量。

    未來，「高雄厝」將持續精進《高雄市高雄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提高基地

綠覆率，導入降溫降污的「植生牆」等等，強調空污整治，同時因應全球智慧化建

築的趨勢，推動智慧城市，並樹立熱帶氣候地區永續環境與建築的新典範。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20)高雄厝3.0健康建築活化計畫宣導DM

         圖3-12  高雄厝景觀陽台與一般陽台溫度對照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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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低碳節能生活 建構綠色運具 

    高雄運輸系統涵蓋捷運、輕軌、公路客運、

市區公車及渡輪，高鐵、台鐵、捷運三鐵共構車

站，發展串接高雄市公共運輸第一哩及最後一哩

的交通服務，並透過票證整合機制，打造巿民擁

有新選擇、新自由、新生活之新型態運輸網，成為低碳綠色運輸的基礎及優勢。為

了減少汽機車數量與污染排放，我們可從交通選擇方式做起，可改採步行或使用自

行車、公車、捷運、火車、高鐵等運具，並選擇購買電動車作為交通工具，期望改

善市區道路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及能源損耗目的。

 
   (一)綠色交通運輸網

    1.共享綠能運具

          為逐步降低私人燃油運具的持有率，高雄市積極推廣共享運具，提供民

      眾出行的綠能運具新選擇，目前共有3,945輛共享電動自行車、共享電動機

      車及共享汽車提供服務(圖3-13)。

◎資料來源：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圖3-13  共享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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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YouBike 2.0

          高雄市的CityBike(C-Bike)是全台灣第一個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高

      雄市公共自行車自2020年7月1日全面升級YouBike 2.0系統 (圖3-14)，提

      供多人借還車功能、租借方式多元(一卡通、悠遊卡、手機  QR code掃碼、

      Line Pay Money)，加上密集的租賃站(931處)等服務，創下2021年4月時使

      用次數突破926萬人次，顯見公共自行車已逐步融入市民生活，成為通勤、

      通學、遊憩不可或缺的接駁工具，讓高雄的交通運輸、城市觀光更加響應節

      能減碳。

        
 

    3.建構自行車道路網

          自行車道路網根據高雄市的特色擁有八大類型(圖3-15 )，截至2020年

      10月已達到1035.322公里，《康健》雜誌健康城市大調查2020年最新報告顯

      示，高雄人均自行車道路為六都第一名(圖3-16)，預計2030年可達到1,050

      公里，其串聯都會精華區及特色觀光景點，讓自行車道內容更豐富多元，騎

      乘自行車可達到節能減碳的功效，並可增進身體健康，享受慢活生活方式。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圖3-14  YouBik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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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萣漁村風情自行車路線(海港型)

大寮自行車路線(山林型)

阿公店水庫自行路線(河湖型)

旗山美濃自行車路線(都會通勤型)

熱帶植物園與紅毛港區自行車路線(田野型)

高屏溪自行車路線(特殊景觀型)

金澄雙湖自行車路線(運動挑戰型)

旗津環島自行車路線(鄉間社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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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1

0
台中市

2.5

高雄市

3.7

新北市

1.6

桃園市

1.1

台南市

2.6

台北市

0.8

(六都)

人均自行車道
/ 萬人(公里)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大高雄自行車道網 

          圖3-15  高雄特色自行車道路線

◎資料來源：《康健雜誌/第262期》2020健康城市大調查；本團隊繪製

圖3-16  六都人均自行車道比較
                                                                  

9.愛河自行車路線

10.西臨港線自行車路線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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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運輸系統整合 無縫轉乘

    為改變以往各運輸業者相互競爭的環境，並鼓勵民眾使用公共運輸、減少自行

開車所產生的負面效益，高雄市交通局推出MeN Go交通月票，涵蓋捷運、輕軌、市

區公車、公路客運、渡輪及公共腳踏車多項公共運具可使用(圖3-17)，客製化運具

優惠套餐，透過APP規劃路線，將民眾日常生活會用到的所有運輸工具整合在一起

，讓通勤旅遊無縫接軌，享有更多元選擇，安全、省錢又環保(圖3-18)。

◎資料來源：MeN Go；本團隊繪製   圖3-17  交通運具種類

公路客運 市區公車 輕軌 捷運 機車 腳踏車 停車場汽車 渡輪

◎資料來源：MeN Go；本團隊繪製   圖3-18  使用方法及點數兌換

1 路程規劃 2 交通資訊 3 購買套票
輸入起訖點自

動規劃路線，

讓通勤旅遊更

簡單、方便 !

整合多元交通

運具，一個APP

就能搞定 !

線上付款購買

套票方案與日

期，狀態與資

訊一手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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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減少私人運具 改搭大眾運輸 節能減碳避高溫

    交通局統計數據包含公車、捷運、計程車、水上巴士、公共自行車、輕軌在

內的運量統計，歷年運量節節攀升(圖3-19)，而2019年搭乘人數較2015年提升達

7.8%。

    高雄市2019年運輸部門排放415.9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占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的7.3%。道路運輸占運輸部門約97.2%(圖3-20)，道路運排放量主要來自汽機車

燃料油耗，高雄汽車(94萬輛)及機車(203.8萬輛)數量分別為全國第三名及第二

名，大量汽機車等交通工具的廢氣、廢熱釋出，導致城市無法自然降溫。

    交通運具主要分為汽油與柴油，每減少一千公斤的汽油使用量可減少2.4公

噸二氧化碳當量，每減少一千公斤的柴油使用量可減少2.7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圖

3-21)。因此，巿民可以搭乘多元且舒適的交通運輸系統，減少炎熱天氣之下的

熱傷害，並節省燃料油，減少石化燃料之依賴，有效降低移動空氣污染及溫室氣

體排放，降低氣候變遷及高溫效應所帶來的衝擊。

圖3-19  大眾運輸系統歷年運量圖

人次(億)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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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2015年提升7.75%

疫情影響

搭乘公共運輸意願



56

第三章

    高雄退燒有一套

   (四)會呼吸的道路

    高雄市的人行道正逐步施作透水性鋪面，於主要道路之人行道及燕巢區橫山國

小、旗山區旗尾國小、新興區七賢國小、大寮區永芳國小及鳳山區鳳甲國中等校通

學道逐步試行蓄水散熱的剛性透水鋪面，除了便利行人及學童通行，又能防止積水

，減輕排水管及排水設施負擔，提高使用年限，增加地下水涵養，降低都市熱島效

應，兼顧城市的安全與環保，讓高雄朝海綿城市邁進。

圖3-20 運輸部門溫室氣體主要排放源圖

7%

93%
97%

3%

其他

道路運輸

其他部門

運輸部門

2.4公噸CO2當量 2.7公噸CO2當量

一千公斤的柴油使用量 一千公斤的汽油使用量

圖3-21  汽柴油使用與CO2排放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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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城巿綠地綠生活

    高雄市持續辦理老舊公園更新改造，截至2020年已完成150座老舊公園改造，

後續規劃辦理其他老舊公園等改善工程。另外，規劃地方所需的共融式公園，由

2018年起陸續辦理公園用地設置共融式特色遊戲場，並於2020年完成左營區福山公

園。

    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建議，城市綠化程度至少

達到每人平均綠地面積9平方米，高雄巿2020年每人平均綠地面積至少10.31平方米

(圖3-22、圖3-23)，為六都最高，預計2030年將達到12.24平方米，可改善熱帶氣

候，對於空氣的污染也能達到部分淨化的作用。

    高雄巿轄內公園綠地進行維護及擴增，提升

綠覆率及保水功能，打造更多元的生態系；並興

建滯洪池，使城市更能針對環境變化進行調適，

平時可用來收集雨水，暴雨來臨時展現蓄水的功

能。透過綠地與水體兩者的搭配，達到調適溫度的目的，還能兼顧民眾居住品質，

創造多贏的功效，也將高雄推向生態永續的海綿城市。

3.4  都市叢林 調節微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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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本團隊彙整

   

什麼是共融式公園?

提供各年齡一般需求或特殊需求(身障孩童)可以一起進入玩樂之特別

遊戲場，透過跨族群、無障礙、跨年齡的創意發想與公民參與機制，

規劃地方所需的共融式公園。

高溫小學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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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都發局；本團隊繪製

          圖3-22  雙湖森林公園            圖3-23高雄市人均可使用綠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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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2013)。高雄市濕地生態廊道。

          圖3-24  高雄濕地生態廊道

   (二)濕地生態廊道

    高雄市於2004年便積極推動各項濕地建置與維護，自洲仔濕地「水雉返鄉計畫

」起，迄今已打造出21處濕地(圖3-24)，依照分類為國家級3座、地方級6座、一般

11座(尚有1處再評定)等，有位於高山內陸者，更有海岸型濕地，形成高雄市濕地

生態廊道，總面積超過1,000公頃，提供野生動植物隱蔽與安全的棲息與繁殖空間

，完整串連生態網絡，豐富高雄的生物多樣性(圖3-25)。更重要的，是以「水」與

「綠」交融的思維，增加

都市耐洪的韌性及減碳之

能力，並帶來都市降溫、

調節等功效，提升市民生

活品質及休憩空間外，營

造生態永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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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站

          圖3-25  高雄市生態多樣性圖

第三章

    高雄退燒有一套

   (三)還地於水滯洪池

    1.滯洪池建設

        都市常以不透水方式進行鋪面結構，形同水泥叢林，無法讓過量的雨水滲

    入地表，當面臨極端氣侯威脅下，颱風或短延時強降雨的襲擊往往導致積、淹

    水不退，地勢低窪處更是氾濫成災，因此本市目前共有15座滯洪池(圖3-26)，

    總蓄洪量約326萬噸，預計今(2021)年底再增加1座滯洪池(五甲尾滯洪池)，屆

    時總蓄洪量達386萬噸，居全台之冠，另目前已獲中央同意補助辦理廣昌滯洪

    池及典寶溪D區滯洪池-第二期，預計2030年可達424萬噸的總蓄洪量，其概念

    如同水庫，雨水量過多時導水儲水，乾旱時送水平衡，就像海綿一樣在吸放之

    間控制自如，有利調節微氣候，降低都市熱島效應，提供市民休憩空間並兼顧

    自然生態及低維護管理功能外，大幅增加高雄市涵水抗災能力(圖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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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永續生態永續

◎資料來源：高雄市水利局     圖3-26  高雄市滯洪池分佈圖

◎資料來源：高雄市水利局；本團隊繪製

  圖3-27  滯洪池效益

極端氣候變遷

低衝擊開發(LID)

韌性城市

海綿城市

生態景觀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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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滯洪池建置前後案例分享   

       「柴山滯洪池」為營造出愜意優美的親水環境，河道旁施設人行道兼自行

    車道、綠帶，並採生態工法構築，施工過程將「咕咾石」就地取材使用，融入

    該區域地質樣貌，並且尊重歷史軌跡元素將「牛稠子古文化遺」挖掘保留，

    具備休閒遊憩及生態延續功能，藉由濕地水域環境，增加生物棲息空間，提供

    市民休閒遊憩的樂活空間(圖3-28)。本案例同時解決該低窪區域及排水不及

    造成水患，將山區逕流繞流至鼓山運河，於明渠沿線設置滯洪池(滯洪量為

    6.5萬噸)，於河道水位高漲時，予以滯洪調節水位，全面提升鼓山三路一帶防

    洪能力，2018年823淹水水災時發揮非常大的作用。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圖3-28  柴山滯洪池



63

3.5  屋頂綠化 降溫又節能

   (一)「立體綠化及綠屋頂」目標

    近年來高雄市政府力推建築綠化系列政策，

利用創新建築技術工法，突破法令限制，使屋頂

鐵皮違章建築轉變成合法立體綠化及綠屋頂；將

建築的閒置空間進行綠化，彌補城市綠化的不足，且透過民眾推廣及社區參與的方

式，增加市民公共意識，打造高雄在地特色建築，立體綠化及綠屋頂三大目標如圖

3-29所示。

◎資料來源：高雄市立體綠化及綠屋頂官網   圖3-29  立體綠化及綠屋頂三大目標

‧增加都市綠化面積。

‧改善生物多樣性環境。

生態

‧減緩都市熱島效應。

‧降低建築物室內溫度。

‧減少室內空調負荷。

降溫

‧提升生活品質。

‧增加居家幸福療癒感。

‧有機蔬菜健康加分。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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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16)高雄市推動建築物立體綠化

                            及綠屋頂成果專輯；本團隊繪製

    

什麼是立體綠化與綠屋頂?

綠屋頂近年來習慣之為「立體綠化」，指建築物的表層進行綠化，

施作包含蓄排水系統，阻根層、介質層等施作工法，為管理維護

方便也多將灌溉系統納入設計。

高溫小學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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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立體綠化及綠屋頂簡介

     1.立體綠化的好處

           透過設置屋頂綠化或景觀陽台的方式，除了有效降低居家室內溫度及

       減少冷氣空調電力的負擔外，更具有美化居住環境及提昇生活品質的好處

       ，立體綠化好處如表3-1。

生態多樣性

減少碳排量

表3-1

立
體
綠
化
的
好
處

內    容

減緩都市

熱島效應

保護屋頂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17)高雄市推動建築物立體綠化及綠屋頂成果專輯    

好 處

‧減少太陽輻射熱，降低都市熱島效應。

‧增加較不吸熱的鋪面，如植物、綠地、綠屋頂、綠牆、水池。

‧能反射太陽輻射熱的塗料、或其。它不太吸熱的建材。

‧綠屋頂擁有不同覆土深度的植栽

‧暴雨時可將雨量滯留，讓地面水先排走，減少短延時強降雨洪害、

    瞬時暴雨洪災及極端降雨洪害，兼具基地保水。

‧設置四平方公尺的草地等於一台一噸冷氣的冷卻效果。

‧施作綠屋頂溫度顯著維持約30度，裸露屋頂溫度則高達50-60度。

‧設置綠屋頂後，將增加蓄排水系統、阻根層、覆土層、介植層或

    植栽層等，可借其減少紫外線輻射對於屋頂結構的影響。

‧每年每棵樹可吸收12kg的二氧化碳。

‧經過實測後發現有施作綠屋頂比未施作綠屋頂室內溫度差異3-6度。

‧多樣化植物的綠地提供多元的生物覓食環境及棲息地，

  也在屋頂上產生新的生物鏈。

‧過去陽台上種菜種花仰賴人工澆灌，導致成功率較低。

‧綠化技術可以提供標準型盆器和優質的植生土，以及自動灌溉的

  滴灌系統，減少人工維護，種菜成功率大增

‧活用廚餘堆有機肥，推廣蚯蚓蔬菜共生，既健康又環保。

打造都市

有機農園

增加雨水

停滯表面時

省電好幫手

室內降溫

20/min

24%

3 - 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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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立體綠化及綠屋頂簡介

      2.常見的綠屋頂類型

           綠屋頂的施作方式可分為薄層型、盆缽型(植栽箱)及庭園型三種類型

      ，其特徵與機能如表3-2所示：

表3-2  不同類型綠屋頂特徵與機能比較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構社區綠屋頂；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16)高雄市推動建築物立體綠化及綠屋頂成果專輯

類 型 薄層型 盆缽型(植栽箱) 庭園型

圖 示

特 點

覆土深度

屋頂斜率限制

維護管理

適合植栽

工法費用

平方公尺費用

大面積綠化

人為活動空間較小

0-30公分

坡度45度以下

低頻率、修剪為主

灌木、草花、草

工法簡單，費用較中等

2000-3000元

老建物常使用

作為空中花園

10-30公分

坡度10度以下

須常換植除草

蔬果

工法簡單，費用最低

300-400元

兼顧多樣性與美觀

60-90或超過90公分

坡度10度以下

高頻率維護

小喬木、灌木、草花、草皮

設計複雜，建構費用高

4000-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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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務部門帶頭做

      1.「樹中有館，館中有樹」之高雄市立圖書館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位於亞洲新灣區內，是全球第一座懸吊式綠建築，

      採用「樹中有館，館中有樹」的綠建築理念。

          3至8樓西側與南側有5米深的草皮綠地景觀陽台，阻隔西曬、隔絕噪音

      和熱能之用途；6樓至8樓的天井中設計懸吊空中森林，達到降溫功能，減少

      空調使用；個建築每層樓的高窗處設計開口，引導自然風吹進室內，提供良

      好通風效果，並搭配地面空調出風口設計，讓空氣依熱對流特性，在人體高

      度200公分以下發揮最大效用；燈具照明也利用智慧感光，天色暗時自動開

      啟。

          圖書館頂樓設置了空中花園及太陽能光電板，用來達到隔熱效果，綠電

      可以提供屋頂的燈光照明使用。館內各項節能生態設計，打造總圖成為一座

      與環境共存的「會呼吸」圖書館(圖3-30)。

◎資料來源：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官網

  圖3-30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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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新建工程；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18)高雄市推動建築物立體綠化

            及綠屋頂成果專輯

  圖3-31  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

     2.「海洋城市意象」之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

           以鯨魚家族悠遊愛河灣為建築意象設計，營造帶領群眾游向海洋生活

      的海洋城市意象，6棟獨立場館分別可容納200至800人，除了可在此欣賞演

      唱會及各式節目外，更結合面海第一排的港灣景緻，可觀賞落日夕陽美景，

      搭配綠化景觀台，形成打造水岸空間觀光休閒據點(圖3-31)。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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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20) 2020建築物設置立體綠化及綠屋頂成果專輯；本團隊彙整

  圖3-32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執行立體綠化及綠屋頂成果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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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帶頭做

●推動公有建築物綠屋頂成果

●-203.52公噸/年
  (相當於2.3座凹仔底公園一年的總吸碳量)

●+10,182m
  (相當於1.4座標準足球場的綠化面積)

2

     1.綠化效益

           自2011年起推動鄉村綠建築暨屋頂綠化改善工程，以公有建築物帶頭

      施作綠屋頂，已完成左營區三民家商等12處既有公有建築物屋頂綠化示範。

      建築物綠化面積10,182m (相當於1.4座標準足球場的綠化面積)，一年可減少

      203.52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當於2.3座凹仔底森林公園一年的總吸碳量)

      。相關建置成果如圖3-32所示。

          立體綠化補助計畫截至2020年止，共補助56案，合計增加既有建築物綠

      化面積3,191.87m ，一年可減少63.83公噸之CO 排放量。各年份建置成果如

      表3-3所示。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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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降溫效益

     (1)新光國小

            新光國小屋頂改造成為屋頂後，於秋季(2017年10月1日)所測量到

        的結果顯示，頂樓較是比一般無綠屋頂較是氣溫降低最大幅度約1.4度

        ，與室外氣溫相比最大更降低約1.9度，夏季應有更好的隔熱降溫效果

        。新光國小降溫效益如圖3-33所示。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本團隊彙整

表3-3

立
體
綠
化
補
助
計
畫
建
置
成
果

年份

補助案件數

745

2016

17

14.9

605

2017

10

12.1

505

2018

4

10.1

805.66

2019

14

16.11

531.21

2020

11

10.62

3191.87

2021

目前收件數8

63.83
減少CO 排放量

(公噸/年)

2

綠化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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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高雄市立體綠化及綠屋頂官網；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17)高雄市推動建築物立體綠化及綠屋頂成果專輯

          圖3-33  新光國小降溫效益                   

    (2)三民區公所

            工務局於2017年10月5-6日分別量測三民區公所頂樓空間室內天花

        板及地板，發現為綠屋頂之天花板及地面表面溫度，較屋頂無綠化之空

        間最大低約0.6度(天花板)及0.5度(地板)，儘管量測季節為秋季，且天

        氣狀況多雲，氣溫也未達30度，仍可證明綠屋頂對市內降溫具一定效益

        。三民區公所降溫效益如圖3-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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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立體綠化及綠屋頂官網；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17)

            高雄市推動建築物立體綠化及綠屋頂成果專輯

  圖3-34  三民區公所降溫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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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住宅表面溫度分析

            分析5棟自住宅(表3-4)，以熱顯像儀進行量測，溫度均有明顯下降

        ，測量日期秋季。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17)高雄市推動建築物立體綠化及綠屋頂成果專輯

洪家透天厝

看出草坪溫度比周遭

花叢溫度高出許多。

陳府透天厝

右邊水池與植栽皆有

不錯的降溫效果。

蔡府透天厝

紫色花叢灌木溫度低

於略顯黃橘色草坪。

國邦企業大樓

綠化後屋頂溫度明顯

較一旁的女兒牆低。

圓舞曲C棟

綠化花叢表面溫度低

於左邊的石材鋪面。

表3-4

自
住
宅
表
面
溫
度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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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未來「立體綠化及綠屋頂」 

             施作綠屋頂可有效降低建築物幅射熱，減少瞬間降雨造成的洪害 

         ，兼具基地保水，加上創造生物棲息地，將生態系引進高雄，復育螢

         火蟲、蜜蜂、蝴蝶、鳥類，讓生態達到平衡，進而減低蚊蟲造成登革

         熱等病害，未來將持續推動立體綠化及都市農園計畫，期望達到屋頂

         綠化率達70%以上的目標，降低都市上空的二氧化碳，進而改善都市熱

         島效應成為擁有空中花園的碳中和海綿城市。新舊建築綠化比較如圖

         3-35所示。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19)建築物設置立體綠化及綠屋頂成果專輯

 舊建築 舊建築 薄層綠化、屋頂農園薄層綠化、屋頂農園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2019)建築物設置立體綠化及綠屋頂成果專輯

            新建築: 屋頂花園、景觀陽台、綠建築、零碳建築     圖3-35  新舊建築綠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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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概況

    根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說明，登革熱俗稱「天狗熱」或

「斷骨熱」，是一種藉由病媒蚊叮咬而感染的急性傳染病。高溫

多雨有助於病媒蚊快速繁殖及散播，事實上，因全球暖化影響，

加上氣候變遷及都市人口住宅密度增加，高雄在登革熱防疫面臨

了極大的挑戰，2014年(1萬4,999例本土確診案例)及2015年間(1萬9,723例本土確

診案例)時，高雄發生近20年來最嚴峻的登革熱疫情。

   
   (二)登革熱防治作業

    2021登革熱快訊-110年第9期中提到，高雄市將每週三訂定為「防登革熱日」

，呼籲市民朋友務必巡檢並落實室內外環境整頓，妥善清除可能積水容器及各式雜

物、頂樓及地下室也應詳加檢查、帆布應拉平避免積水、屋簷排水槽亦應檢查有無

阻塞與孳檢(圖3-36)。要將「清除孳生源，消滅登革熱」防疫工作，化為實際行動

並落實到社區里鄰家戶。環保局及衛生局透過里鄰志工及重點場域負責人登革熱衛

教宣導，讓民眾可以有效預防登革熱。

    為守護家園降低社區病媒蚊密度，請全體市民共同落實「巡、倒、清、刷」(

圖3-37)，清除環境髒亂，方能遏止本土登革熱疫情的發生，邁向宜居的生活環境

品質。

3.6  與蚊訣別 百戰百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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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高雄退燒有一套

↑廢棄水桶 ↑住家旁積水

↓水溝 ↓住家旁水盆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圖3-36  病媒蚊密度調查作業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雄健康－高雄市政府衛生局FB   

          圖3-37  落實防登革熱「巡、倒、清、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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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登革熱防疫成果

    2020年面對COVID-19疫情的威脅下，除採檢COVID-19外，同時進行登革熱檢驗

，針對國際移工、漁工入境後居住檢疫的集中檢疫所、防疫旅館環境，強化環境控

制、病媒蚊監測以及外籍檢疫者的快篩，務求防疫滴水不漏。

    高雄巿府團隊建構在COVID-19防疫系統下強化登革熱防治新措施，包含環境清

掃及檢疫者快篩雙管齊下，成功地阻絕登革熱病毒於境外、有效降低社區病媒傳播

風險，2020年本土登革熱發生個案數為零，這是自疾管署自1998年起擁有官方正式

統計資料後，22年來首見(圖3-38)，市府防疫團隊更將以此為基礎，守護高雄市民

的健康平安。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傳染病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圖3-38  高雄市登革熱本土病例趨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