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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都會區綠地分布變遷之研究 

王欣弘(1)  陳明賢(2)  林昭遠(3) 

摘  要 

隨著臺中市升格直轄市人口漸趨密集，居民對於綠地空間之需求極為殷切，本研究評估綠

地分佈現況，以提供居民休憩及後續都市計畫檢討時綠地空間配置之參考。本研究以升格前原

臺中市都會區（西屯區、南屯區、北屯區、東區、西區、南區、北區及中區）為樣區，藉國土

測繪中心 1995 年及 2008 年之土地利用圖資，利用嵌塊體數目、平均嵌塊體大小、邊緣密度及

平均形狀指數等景觀生態指標(Landscape ecology index)，探討都會區綠地分布及變遷。結果顯

示東、西、南、北區等人口均勻分布之區位，綠地多以社區鄰里公園方式存在，其分布較為破

碎；人口集中發展之西屯區，採大面積都會公園型態營造，其綠地呈塊狀分佈；另以空間離散

指標(Spatial dispersion index, SDI)評估各樣區綠地空間分布之離散程度，比較兩期土地利用圖

資，發現西屯區、南區及北區之綠地空間離散指標值降低，其中以西屯區變化幅度最大，顯示

綠地之空間分佈趨於集中。反之，東區及西區之綠地空間離散指標值有升高之趨勢，顯示綠地

之空間分佈趨於分散，唯其變化幅度並不顯著。經分析 2008 年各分區綠覆率以東區之 4.91%

為最高，惟皆未達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五條：「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之規定。 

(關鍵詞：空間離散指標、景觀生態指標、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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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Taichung City was upgraded to a municipal city, the density of population has been growing 

higher along with the rising demand for green land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Therefore, assessing the 

distribution of existing green lands and the future plans of green space distribu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this research, we have studied the Taichung metropolitan area (ie, 

Xitun, Nantun, Beitun, East, West, South, North and Center District) by using map data from the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Center in 1995 and 2008 to analyze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indexes. 

Through utilizing the number of patch and its average size, shape, and density, we are able to 

investigate the green land distribution and its change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The assessment results 

show that green lands often exist as neighborhood parks in lands with uniforme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areas such as the Xitun District in which there is a higher density of population, green 

lands exist as large metropolitan parks. Moreover, the spatial dispersion index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dispersion in different areas of green space distribution. Comparing the two phases of 

land-use information, it shows that there exists a lower SDI in green lands for the areas of Xitun, 

South and North District, and the Xitun District which with the properties of concentration in green 

land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m. On the other hand, the East and West District with larger 

SDI show insignificantly dispersal distribution in green lands. The highest green coverage lies on the 

East District for 2008 was 4.91%, but still less than the regulation of Urban Planning Act Article 45: 

"no less than ten percent of total planning areas." 

 (Keywords：Spatial dispersion index, Landscape ecology indexes, Green Land) 

前言 

臺中縣、市依據地方制度法修正案第七

條之一第 2 項規定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合併

成為臺中市，其中位於原臺中市都會區(即西

屯區、南屯區、北屯區、東區、西區、南區、

北區及中區)依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2011 年 12

月之人口統計達 1,098,463 人，都會區人口密

度達 6,722人/平方公里(同時期臺北市人口密

度為 9,753 人/平方公里)，在人口密度高之地

區，綠地空間不足，易使生活品質逐漸劣化。

而都市中之綠地空間不僅可以淨化空氣、減

少揚塵，更可改善都市環境微氣候，提供居

民紓解身心壓力之休憩場所。都市計畫法第

四十二條規定：「都市計畫地區應設置公園、

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園等項公共設施。」，

第四十五條更進一步規定：「公園、體育場

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

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

有特殊情形外，其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

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由此可知綠地空

間在都市計畫政策上扮演重要之角色，然而

綠地空間常為了配合都市發展而受到改變或

干擾，都市綠地空間一旦改變，除了影響綠

地面積及分布外，更將影響周遭環境與居民

之生活品質。 

都市計畫區劃設之公園、綠地，其土地

取得需透過徵收或價購等方式，過程曠日費

時，通常不易執行；為能有效利用現有綠地，

建立都市地區良好生活環境，研究都市地區

綠地空間分布及變化情形為重要之課題。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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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內政部營建署於 1999 年積極研訂「公園

綠地法草案」，其中對於「公園綠地」所涵蓋

之綠資源、綠空間與綠美化有以下定義：1.

綠資源－指珍貴老樹、重要行道樹、綠帶、

樹幹直徑及樹林面積達一定規模之林地等資

源。2.綠空間－係指下列對象：(1)依都市計

畫法第四十二條設置之公園、綠地、廣場、

體育場所、兒童遊樂園及河道等用地。(2)依

相關法令變更土地使用應設置者。(3)依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或維護綠資源所劃設者。3.綠

美化－指植栽花草、樹木及美化環境等；依

上述定義，「綠地」可廣泛包含具有公園綠地

功能與發展潛力之所有空間(王，2002)。 

本研究以臺中市都會區為樣區，利用

1995 年及 2008 年土地利用資料萃取臺中市

都會區之綠地空間，應用空間離散指標、景

觀生態指標進行分析，期藉研究結果探討臺

中市都會區綠地空間分布情形，供綠環境營

造之參考。 

材料與方法 

一、材料 

本研究以臺中市都會區為研究試區(圖

1)，蒐集 1995 年及 2008 年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之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圖資，採空間解析

度 5 公尺，萃取 1995 年及 2008 年之綠地空

間分布區位(圖 2、圖 3)；顯示 2008 年北屯區

有大面積之風景保護區，南屯區有大面積之

保安林，由於兩區之綠地空間極為充足，故

不予討論其綠地之分布。 

二、方法 

（一）空間離散度 

 

圖 1 研究試區 

Figure 1 Site of the study area 

 

圖 2 臺中市都會區 1995 年綠地空間分布

Figure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een land at 

the Taichung Metropolitan Area in 1995 

 

圖 3 臺中市都會區 2008 年綠地空間分布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een land at 

the Taichung Metropolitan Area in 2008 

地物之集散情形常為空間現象探討之重

點，主要係瞭解目標物之空間分布，是屬於

離散型或聚集型。空間離散度公式甚多，如

以空間自相關為基礎之 Moran’s I 和 Get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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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或以其它方式加以權衡，如最近鄰法係

以最近距離為主要依據，但這些指標都有一

些侷限，Spatial Dispersion Index(SDI)為翁、

蔡(2006)所提出之另一空間指標，該指標承

襲統計學之離散觀念與公式，以統計單元大

小、地物相對大小、鄰近程度高低為判定離

散程度之三個原則，可改善空間離散度之缺

失。本研究採用此 SDI 探討綠地之空間分

布。地物越集中，離散程度越低，SDI 越小，

地物越分散，離散程度越高，SDI 亦越大。 

（二）景觀生態指標 

景觀生態學或稱地景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由德國生物地理學家 Carl Troll 於

1939 年所提出，地景之概念被引入生態學並

形成地景生態學，其範疇指研究某一地區不

同空間單元中，自然環境與生物物種間之相

互關係，包含水平與垂直之空間要素(Forman 

and Godron，1986)。Troll 不僅把地景視為人

類生活環境中視覺所觸及之空間總體，更強

調地景做為地域綜合體之整體性，並將地

圈、生物圈(動、植物)、自然圈看作是整體之

有機組成部分(傅，1999)。景觀生態研究功能

之特徵為空間要素間之相互作用，即生態系

統分組間之能量、物質和物種流。景觀生態

研究變化之特徵是生態嵌塊體之結構與功能

隨時間之變化(Forman and Godron，1986)。

地景組成之單元要素，按其形狀和作用可分

為嵌塊體 (Patch) 、廊道 (Corridor) 和基質 

(Matrix)三種基本類型，以探討地景要素間物

種、能量、物質和干擾之流動和移轉，及地

理結構之生態功能和意義。嵌塊體泛指與周

圍環境在外貌或性質不同，內部具有一定均

質性之空間地域單元(Forman and Godron，

1986)。許多地理生態學者皆以嵌塊體為地景

生態研究之基本單元。廊道是指景觀中與相

鄰兩側景觀要素有顯著差異之線狀或帶狀嵌

塊體，具有通道、屏障、聯繫、阻礙與棲地

之功能。基質是相對面積高於地理中其它任

何嵌塊體類型之要素，其最具連續性且常形

成地理之背景(Forman and Godron，1986；

Forman，1995)。 

景觀生態強調較大空間尺度和生態系中

空間型式之生態影響(Turner, 1990)。本質上

結合地理學者之空間方法和生態學者之機能

方法(Naveh and Lieberman，1984；Forman and 

Gordon，1986)。景觀生態學研究景觀單元之

類型組成、空間配置及其與生態學過程相互

作用之綜合性學科(Wu and Loucks，1995)；

將地理學研究空間相互水平方法與生態學研

究功能相互作用之垂直方向結合起來，探討

空間異質性之發展和動態及其對生物非生物

過程之影響，以及空間異質性之管理(景，

1999)。因此，景觀生態之研究重點有 3 個特

徵，為結構(Structure)、功能(function)及變化

(change)。景觀生態學中之格局(pattern)指空

間格局，包括景觀組成單元之類型、數目及

空間分布與配置；尺度指在研究一物體或現

象時所採用之時間或空間單位(鄔，2000)。 

Hobbs (1997)認為景觀生態研究重點有

五：1.空間異質性或格局之形成和動態及其

生態學過程之相互作用。2.格局─過程─尺度

之間之相互關係。3.景觀之等級結構和功能

特徵以及尺度推繹(scale up)問題。4.人類活動

與景觀結構、功能之相互關係。5.景觀異質

性(或多樣性)之維持和管理。王(1998)認為景

觀生態學之基本內容是景觀功能之研究，功

能是指景觀元素間能量、物種及營養成分等

之流，可自然發生，也可由人工導致。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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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能分析是評價土地利用變化後果之有效

工具。 

地景通常由相互作用之嵌塊體以類似形

式重複出現，為具高度空間異質性之區域，

其組成單元稱「地景要素」，相當於一個具

體之生態系統。地景由地貌與各種干擾作用

所形成，具有特定結構、功能和動態特徵之

宏觀系統，其中「結構」係指不同生態系統

或要素間之空間關係；「功能」是指空間要

素間之相互作用；「動態特徵」則是生態鑲

嵌體結構與功能隨時間之變化，因此可謂比

生態系具有更高一級之層次()張，1994。 

本研究以下列各項指標來探討綠地分

布： 

1.嵌塊體數目(NP)： 

嵌塊體數目(Number of Patches, NP)之多

寡，表示土地利用上類型之零散程度，嵌塊

體個數亦會影響物種食物鏈關係及競爭系統

共存之相互作用和機會之穩定性。 

NP=ni 其中，ni：景觀內 i 類別之嵌塊

體數目。 

2.平均嵌塊體大小(MPS)： 

MPS 為平均嵌塊體之面積，以公頃表示。 

在單一景觀中，則可比較出不同類型嵌

塊體型式之破碎程度，亦可比較出不同景觀

間嵌塊體之碎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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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景觀總面積(m2)；N：景觀之

嵌塊體數目。 

3.邊綠密度(ED)： 

ED=(m/ha)=(E/A)*106 

其中 E 為景觀中所有邊綠長度，A 為景

觀中之總面積。邊緣密度增加時，表示受外

力干擾程度增大。 

4.平均形狀指數(MSI)： 

表示嵌塊體形狀之變化，其值愈近於 1，

其嵌塊體形狀愈接近圓形，亦可視為人為活

動在景觀形成之干擾程度，其平均形狀指數

可由下式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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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ij：表示第 i 類嵌塊體中第 j 個

之面積；ni：第 i 個類之嵌塊體數目；pij：第

i 類嵌塊體中第 j 個之邊緣長度。 

結果與討論 

一、臺中市都會區之綠地面積變遷 

以臺中市都會區 1995 年及 2008 年綠地

空間分布之變化如圖 5 所示，得知綠地面積

由 1995 年之 105.41ha 提昇至 2008 年之

390.81ha，成長 3.7 倍，可見政府對於綠地之

營造極為重視，主要綠地增加區位為西屯區

之臺中都會公園。東、西、南、北等區主要

是帶狀綠廊及社區公園之增加，有別於都會

公園，主要是利用人行空間及零散空間行環

境綠美化。



水土保持學報 44(2) : 89 – 100 (2012)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44 (2) : 89 - 100 (2012) 

94 
 

研究流程如下圖4： 

二、臺中市各分區綠地之景觀生態指標 

以 1995 年及 2008 年西屯區與北區綠地

空間分布(圖 6)以及中、西、東、南區綠地空

間分布(圖 7)，進行各綠地之景觀生態指標(圖

8～圖 12)。 

西屯區綠地嵌塊體數量由 1995 年之 40

個增加至 2008 年之 95 個，平均嵌塊體大小

亦由 0.29ha 增加至 1.80ha，可見綠地有集中

之趨勢；綠地之邊緣密度由 1995 年之 10.16 

m/ha，驟增至 2008 年之 67.02 m/ha，增加 6.6

倍，綠地之平均形狀指數由 1995 年之 1.63

減少至 2008 年之 1.53，嵌塊體形狀漸趨平

整。 

東區綠地嵌塊體數量由 1995 年之 10

個增加至 2008 年之 63 個；平均嵌塊體大

小由 1.18ha 降至 0.52ha，顯示綠地逐漸破

碎化；綠地之邊緣密度由 1995 年之 242.58 

m/ha，增至 2008 年之 490.31 m/ha；而綠

地之平均形狀指數由 1.93 減至 1.51，代表

嵌塊體形狀亦趨平整。 

 

圖 5 臺中市都會區 1995 年、2008 年綠

地面積 

Figure 5 Areas of green land at the 

Taichung Metropolitan Area in 1995 and 

2008 

西區綠地嵌塊體數量由 1995 年之 38

個增加至 2008 年之 76 個，平均嵌塊體大

小亦由 0.44ha 降至 0.30ha，有逐漸破碎之

趨勢；邊緣密度由 1995 年之 503.4 m/ha，

增至 2008 年之 786.9 m/ha；綠地之平均形

狀指數由 1995 年之 1.25，增加 2008 年之

1.45，表示嵌塊體漸趨複雜。 

南區綠地嵌塊體數量由 1995 年之 6

個增加至 2008 年之 71 個，平均嵌塊體大

小由 2.68ha 降至 0.51ha，亦有逐漸破碎之

趨勢；綠地之邊緣密度由 1995 年之 100.2 

m/ha，增至 2008 年之 184.6 m/ha；而綠地

圖 4 研究流程 

Figure 4 Flowchart of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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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平均形狀指數則由 1995 年之 2.39 減至 2008 年之 1.78，嵌塊體形狀漸趨平整。 

圖 6 西屯及北區 1995 年及 2008 年之綠地分布 

Figure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een land at Xitun and North District in 1995 and 

2008 

圖 7 中、西、東、南區 1995 年及 2008 年之綠地分布 

Figure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een land at Center, West, East and South District 

in 1995 and 2008 

 

圖 8 西屯區 1995 年、2008 年景觀生態指標 

Figure 8 Landscape Ecology Index of Xitun District in 1995 and 2008 



水土保持學報 44(2) : 89 – 100 (2012)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44 (2) : 89 - 100 (2012) 

96 
 

 

 

圖 9 東區 1995 年、2008 年景觀生態指標 

Figure 9 Landscape Ecology Index of East District in 1995 and 2008 

 

圖 10 西區 1995 年、2008 年景觀生態指標 

Figure 10 Landscape Ecology Index of West District in 1995 and 2008 

 

圖 11 南區 1995 年、2008 年景觀生態指標 

Figure 11 Landscape Ecology Index of South District in 1995 and 2008 

北區綠地嵌塊體數量由 1995 年之 28 個

增加至 2008 年之 80 個，平均嵌塊體大小由

1.11ha 降至 0.41ha，發展趨勢有破碎化傾向；

綠地之邊緣密度由 1995年之 390.2 m/ha增至

2008 年之 720.0 m/ha，而綠地之平均形狀指

數變化不大，顯示嵌塊體形狀變化不大。 

綜合分析顯示臺中地區居民因生活品質

提昇對綠地之需求甚殷，隨著綠地面積增

加，邊綠密度隨之提高，西屯區高達6.6倍，

此與都會公園之建置有關；嵌塊體形狀變化

大部分皆趨於平整，惟西區之嵌塊體形狀趨

於複雜，應與帶狀綠廊之增加有關；東、西、

南、北區等人口均勻分佈之區位，綠地多以

社區鄰里公園方式存在，其分佈較為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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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北區 1995 年、2008 年景觀生態指標 

Figure 12 Landscape Ecology Index of North District in 1995 and 2008 

人口集中發展之西屯區，為大面積人工營造

之都會公園，其綠地呈塊狀分佈。 

三、臺中市各分區綠地之空間分布 

以 1995 年及 2008 年西屯區與北區綠地

空間分布以及中、西、東、南區綠地空間分

布，進行各綠地面積、綠覆率及空間離散度

(圖 13)。 

各分區綠地面積皆增加，西屯區由

11.53ha 增至 171.17ha，約增加 15 倍，為差

異 最大 之區 位； 西區 由 16.81ha 增 至

22.59ha，僅增加 1.3 倍，為差異最小之區位；

綠覆率分析結果，以 2008 年東區綠覆率達

4.91%為各分區最高，西區綠覆率 3.56%為各

分區最低，惟皆未達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五

條：「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之規

定，仍有很大之綠地營造空間。 

西屯區綠地空間離散度由 0.0777 降至

0.0398，顯示綠地之空間分布有集中現象，

主要與大型都會公園開發有關；南區及北區

綠地空間離散度分別由 0.1314降至 0.0888及

由 0.1061 降至 0.0997，下降幅度不大，表示

綠地之變遷亦有緩慢集中之趨勢，由圖 6、

圖 7 綠地之帶狀分布，可知此與該區帶狀綠

廊之增加有關。東區及西區離散度由 0.0813

增至 0.0954 及由 0.0902 增至 0.1011，增加幅

度不大，表示綠地之變遷有逐漸分散之趨

勢，由圖 7 綠地之分布，可知此與該區社區

公園增加有關。 

四、臺中市未來綠地環境營造之檢討 

臺中市政府 2011 年獲選環保署低碳示

範城市並推行低碳城市建構計畫，該計畫預

定建置串連國立美術館到國立科學博物館之

草悟道(串連西區至北區之帶狀綠廊)、開發東

區佔地 6公頃之台糖湖濱生態公園(大面積塊

狀綠地)、推動都市綠化陸續開闢 30 座公園

(分散開發之社區鄰里公園)、人行道植穴(帶

狀綠廊)、閒置空間與畸零地綠化(分散開發之

綠地)及開發水湳經貿生態園區佔地 70 公頃

之中央公園(大面積塊狀綠地)等開發計畫，若

依計畫順利執行，對臺中都會區綠覆率之提

高必有助益，亦可提昇整體生活品質；公園

開發、人行道植穴及閒置空間與畸零地綠化

等計畫，將使綠地呈破碎分布，綠地空間離

散度提升呈現分散之情形，對於提供在地居

民更多、更便利使用之綠地空間有正面之助

益；惟開發大面積塊狀綠地之台糖湖濱生態

公園及中央公園，勢必使東區及西屯區之綠

地呈塊狀分布，且綠地空間離散度降低呈現

集中之情形，如此將造成居民使用上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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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建議應採行開發社區公園或帶狀綠廊之 配套措施，以達到發展之平衡。 

 

 

 

 

 

圖 13 西屯、東、西、南、北區 1995 年、2008 年綠地面積、綠覆率、空間離散度 

Figure 13 Area of green land, green coverage and SDI for the areas of Xitun, East, West, 

South and North District in 1995 an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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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景觀生態指標、綠覆率以及

空間離散度等環境指標分析臺中市都會區綠

地之空間分布得到下列結論： 

一、環境指標可以量化分析綠資源之空間分

布，可提供綠環境營造效益之評估。 

二、利用國土測繪中心所建置之土地利用圖

資，藉由地理資訊系統可有效萃取都會

區綠地之空間分布，俾供未來都市計畫

或相關開發計畫之參考。 

三、藉由景觀生態指標、綠覆率以及空間離

散度之分析，配合相關法規檢討，可篩

選基地綠資源營造之優先區位。 

本研究顯示西屯區之綠地呈塊狀分佈且

有集中之趨勢，造成部分居民使用不便，建

議應加強社區鄰里公園之開發，使在地居民

能就近利用綠地空間；東區、西區之綠地分

佈呈現破碎狀態，且綠地趨於分散，建議持

續以此趨勢發展；南區、北區之綠地分佈亦

呈現破碎狀態，惟綠地趨於集中，建議應分

散開發社區鄰里公園，以提供居民更便利使

用之綠地空間。都會區綠地集中能提供大面

積之綠地，綠地分散能提供附近居民更便利

使用之空間，如何取得兩者間之平衡為後續

研究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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