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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位的國土如何面對氣候變遷？

李鴻源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摘要

台灣在土地的使用上，似乎永遠都在抄捷徑，如果一開始的方向是錯

的，超出土地負荷量，後天用多少的努力都彌補不了，而且過程中所付出的

代價，遠遠超乎想像。

近年來台灣探討的社會重大議題，不外乎是低薪、高房價以及城鄉差

距、長期照顧等等。台北的高房價讓年輕人無法生存，已經成為政府的當

務之急，另一方面是老人安養、隔代教養和新住民等議題，也就是城鄉差距

不斷擴大之下所衍生的難題。

在天平兩端看似不相干的問題，答案卻只有一個，因為人口過度集中

到都會地區，尤其是大台北，既是人口集中區也是政經中心，等同把所有雞

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中。除了社會議題愈趨繁複，因為地震、風災和水患頻

仍，台灣早已被世界銀行列為高風險地區，氣候變遷帶來極端氣候，對台灣

這塊土地更造成巨大衝擊。

面對已然錯位的國土，我們要如何明智對待？要用甚麼樣的標準來衡

量，做出明確的判斷？最終還是要回到科學論證，政治既是眾人之事，更需

要專業支撐。

要解決問題，唯有政府強勢介入成為平台整合者。首先搜集散居在各

部會的國土相關資料，建置完整的資料庫，並從地理資訊平台提升成為地

理資訊圖資雲（TGOS Cloud），以便政府運作有科學論證支撐。

這一切都是在奠定國土規劃的科學基礎以及決策依據，先累積足夠數

量，並確保資料品質，提供政府單位在必要時做資料探勘（Data Mining），

才有辦法建置決策支援系統，接下來依據各種假設進行情境分析後找出最

佳政策，依此列出行動方案和預算分配。而這就是政治所需要的「專業」。

關鍵詞：國土規劃、氣候變遷、地理資訊圖資雲、防災型都更、公設保留地

解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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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的國土嚴重錯置，所造成的後果，具體而微地顯現在以下部

分。以土地區位而言，台灣人口過度集中在大臺北，以致地形如同番薯

的台灣，出現頭重腳輕的過度傾斜現象。

回顧過去歷史，國民政府在1945年遷移台灣時，大台北地區約住

有100萬人，相距70年後的今時今日，大台北人口已經膨脹到將近800萬

人。

相同的土地範圍內，容納總人口數暴增7倍，自然產生許多後遺

症。有限土地卻承載過多人口，帶來眾所週知的高房價、高物價、交通

阻塞等社會重大議題，而大台北以外地區多被掏空，年輕人找不到工

作，只能猛往城市謀生，鄉村剩下老人和小孩，政府必須花更多心力處

理老人安養、隔代教養，乃至於因婚配、缺工而源源不絕湧入的海外新

移民。

除了社會議題愈趨繁複，台灣更面臨來自於大自然的威脅。因為

地震、風災和水患頻仍，台灣早已被世界銀行列為高風險地區，原本就

不適合高密度開發，氣候變遷帶來極端氣候，對台灣這塊土地更造成巨

大衝擊。

這些都正在改變你我，每一個人的未來。

以地震而言，台灣近年歷經921大地震、美濃地震等造成重大傷亡

的災難，震央災區多位於中南部。反觀人口最密集的大臺北，歷史上有

記載的最近一次大地震，是發生在清朝康熙33年，對位處地震帶的台灣

來說，無異是記警鐘。百年來沒有大地震發生，或許是天佑臺北，但也

顯示大台北區塊底下能量不斷累積，加上政府長期管制抽取地下水，造

成地下水位過高，土壤液化面積相對不斷擴大。根據國家地震中心的資

料，萬一發生規模6的中度地震，即可能因土壤液化的果凍效應，以致

震度規模擴大到7，造成超過4000戶房子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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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城市建築的密集特性，一次的大地震，不僅房屋可能大量倒

塌，還會因瓦斯管線的埋設錯綜複雜，引發類似高雄氣爆的連鎖反應，

從震災到連串爆炸、火災，這樣的「複合式災害」，在可見的未來，已

經是臺灣人必然面對的災難課題。

從社會移動造成的人口過度集中，到災害發生時可能造成受害程

度加深、加廣，都讓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第一，讓800萬人流入大臺北

的做法，聰明嗎？其次是一個國家的政經中心集中在台北市272平方公

里以內，形同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內，是否符合國家利益？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大台北到底能住多少人？國家該如何聰明使用有限

的土地？

二、土地容受力

大台北能住多少人，這涉及土地容受力。所謂的土地容受力，涉

及感官、經濟、環境、設施和社會容受力，要算出來必須有足夠的資

訊、專業知識，以及不同領域間的專業對話，使其成為嚴謹研究報告。

政府要精算並評估出土地容受力，才能明確使用這塊土地。過程

中需要運用資料包括人口推估、環境敏感及限制區域、土地資源、水資

源，以及公共設施資源等等，這些基本資料都需要完整建置。

在資料的運用上，除了解台灣包括北、中、南、東等各區域可容

納人口數目，同時要依據人口和區位特性，解析商業區、工業區和精緻

農業區等等適合擺設位置，成為政府施政的依據以及規劃公共建設的基

本藍圖。

因為資料庫及整合平台建置不易，因此在國外多由政府智庫執

掌。但在台灣，光以臺大一所大學來說，即需跨越五、六所學院，領域

範圍更廣及二、三十個系所，牽涉太多不同專業，卻缺乏整合、對話和

協調，更遑論若提升到部會層級，將會出現各擁法令、相互扞格，資料

無法互相分享甚至交叉運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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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置資料庫作為決策依據

這也意味著要解決問題，唯有政府強勢介入成為平台整合者。首

先必須搜集國土相關資料建置完整的資料庫，尤其是地理資訊系統過去

多分散在各部會，包括內政部的警政、社政、戶政，以及經濟部、農委

會等等，必須先完成整合，並從地理資訊平台提升成為地理資訊圖資雲

（TGOS Cloud），以便政府運作有科學論證支撐。

資料庫建立之後，再將不同資料進行比對、整合。如筆者在內政

部服務期間，即要求營建署把散在各部會的災害潛勢圖全部串聯在一

起，包括水利署的「台灣易淹水風險地圖」，經濟部中央地調所做「坡

地災害風險地圖」，以及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的「土石流風險地圖」，

利用電腦科技將三張圖套疊，成為「易淹水坡地災害及土石流風險地

圖」。

翻開這張「易淹水坡地災害及土石流風險地圖」，會發現上面清

楚顯示台灣有甚麼地方是安全，有哪些地方危險，再根據其中顯現的災

害潛勢，慢慢升級依據村里位置彙集成7835幅「防災地圖」，讓台灣每

一個村落，不論再偏遠都有一張客製化的防災地圖，當災害發生時可以

根據地圖疏散避難。

災害潛勢圖不但是避災依據，也是政府訂定「國土計畫法」的核

心。當立法院通過「國土計畫法」，再根據法令進行公告，這張圖即成

為國家公共建設最上位計畫，未來任何土地使用相關計劃都必須依據

「易淹水坡地災害及土石流風險地圖」為基礎架構。

這一切都是在奠定國土規劃的科學基礎以及決策依據，先累積足

夠數量，並確保資料品質，提供政府單位在必要時做資料探勘（Data 

Mining），才有辦法建置決策支援系統，接下來依據各種假設進行情境

分析後找出最佳政策，再依此列出行動方案和預算分配。而這就是政治

需要的「專業」。

舉例而言，發生在2010年4月的北二高基隆汐止路段山坡崩塌，造

成3輛車遭掩埋，最後找到4具遺體，事後追究原因為當時公路建造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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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向坡，懷疑是地下水滲漏破壞順向坡，加上當時施工時灌漿不滿，造

成地錨預力鋼絞線鏽蝕，影響地錨的緩衝拉力。

政府若及早公告「易淹水坡地災害及土石流風險地圖」，強制任

何公共建設在規劃前都要參考，類似情況絕對不會再發生，而既有的道

路設施也可進行全面體檢，建立適當的監測系統，例如：行經順向坡道

路若在興建時採用地錨以穩定地基，一旦監測數值有異，即提出警告、

強制封路。

四、評估風險以訂出策略

國土規劃的精神之一，即是根據災害潛勢重新檢討災害、評估風

險，同時據此檢討全國土地使用標的。如此一來，各部會不會再將國家

重大工程放在高風險地區，縣市政府在進行都市計劃時，不致在高風險

地區做高密度使用，理想來說，更不會再將人「塞」到人不該住的地

方。因而所訂出的策略是，對非災害風險地區採取預防及監控，避免新

災害或遭受鄰近災害影響，誘發成為受災型土地；對於低度及中度災害

風險地區進行強度差異管制，充分揭露災害潛勢資訊，並規畫萬一災害

發生時的在地防災避災計畫。

至於高度及中高度災害風險地區則積極進行土地發展調整。首先

利用國土規劃及土地使用管制方式進行管控，對尚未開發的土地禁止開

發，已開發或是開發中土地應重新評估該區域的發展強度，同時要訂出

建築高度規範和加強水土保持。

在這樣的策略下，各縣市政府在做都市計畫時都會重新檢討，高

風險地區不再做高密度使用，不再把重要工程放在危險地區。但因為土

地使用標的可能完全改變，民眾的財產勢必需要大規模轉移。不在災害

潛勢區的土地，價值就升高，但若不幸位在土石流或高風險地區，土地

價值自然大幅滑落。

因此，政府必須要思考，公告不同等級災害風險區後，如何讓因

此受益的人，將他所受的利益，回饋分享到受到損害的人，讓受益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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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者可以從中取得平衡。其次是很多人住在不安全地區，政府如何讓這

些人搬到安全的地方，土地使用也要跟著災害潛勢和土地容受力作轉

變。

接下來要問的問題是，到底該如何做才能達到公平與平衡的理

想？如在前文所述，國家地震中心的資料明確指出，若發生規模6以上

的地震，光臺北就可能造成4000戶房屋坍塌，在內政部服務時，筆者請

營建署以國家地震中心資料為依據，將全國土壤液化地區全都套疊出

來，所得到的結果是除台北市之外，發生在2016年農曆年前的美濃大地

震，受災最嚴重的台南永康、仁德和東區都不安全。

五、防災型都更帶動新一波產業發展

當時我們採取的做法是提出「防災型都更」。首先邀請縣市長到

內政部，搬出潛勢圖告知所轄縣市可能遭遇的災害範圍，希望他們和土

木技師公會合作，將一旦發生中度以上地震時，可能倒塌的房屋找出

來，進一步推動「防災型都更」，檢討都市計劃土地使用標的，同時進

行都市更新。

經過不斷磋商討論，以及縣市長的全力支持下，由台北、新北和

台南擔任「領頭羊」，所要達到的效果不外乎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得到確

保；其次是都市更安全、漂亮；第三，借由都市更新提供社會住宅；第

四，若能成功，政府不但未花半毛錢，甚至成就可能是中華民國有史以

來的最大振興經濟方案，帶動新一波產業發展。

在這樣的架構下，政府必須要主動出擊。內政部當時選定吳興街

老舊社區為示範案例，週邊全都是四、五層樓的公寓建築，距離不遠處

即為國防部所轄，早已閒置的軍保廠，不但緊鄰臺北醫學大學，交通便

捷，面積更廣達9公頃。  

當時規劃認為若能跟國防部商借軍保廠土地，可以採取跟民間合

建模式，興建多棟高樓建築，以其中相當比例作為社會住宅，並說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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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震時房子可能倒掉的住民，以財產轉換方式進行搬遷，多餘的房子

經過精算後，作為價購國防部土地之用，將產權移交給國防部。

當吳興街老舊社區住民完成搬遷，由政府進行拆除作業後，再以

低密度開發概念，興建更耐震建築物，從此翻轉整個社區印象。當地住

民不用再擔心地震可能帶來的災害，生命財產獲得一定程度的保障，另

一方面是重新打造都市面貌，讓城市生活更加安全，而政府要解決房價

過高，實現居住正義，手上也有籌碼可以使用。  

事實上，以台北市而言，若能有5處防災型都更依序啟動，因為不

斷投入新工程，勢必成為最大規模的經濟振興方案，而且光以軍保廠所

在地週邊房價都已喊到遠遠超過150萬，政府興建建築以成本價計算若

壓低到80萬元（甚至可能更低），自然發揮平抑房價的效果。

當因為防災型都更而興建的新建築，數量達到一定規模，在市場

需求之下，「房價」定價自然而就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建商漫天喊

價。這效果比「打房」還顯而易見。

很多人以為「防災型都更」的名稱，因為加上「防災」二字，容

易引發民眾恐慌，恐造成推動不易。然而，更值得問的問題是，我們是

要積極面對災害，或是在災害發生之後，花更多心力善後？這完全取決

于政府的態度。

從「防災型都更」的實現過程，也看到作為政府部門的無能為

力。政策千頭萬緒，人人都希望政府有所作為，但政府的籌碼在哪裡？

從中央到地方都面臨財政困窘，編列預算困難，土地也散居在各部會。

若要使用，又涉及繁複的法令和行政溝通過程。

六、解編公設保留地作為財務槓桿

台北市吳興街進行防災型都更，還可勉強動用國防部土地，但其

他地方該怎麼辦？在政府缺錢、缺地情況下，「公設保留地解編」是另

一個解答，可以獨立運作，也可以和「防災型都更」共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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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設保留地的存在，和民國50年代的都市規劃有關。舉例來說，

在當時政府的規劃下，高雄市和台北市在距離60年後的今天，人口將各

自膨脹到400萬人，需要學校、市場及公園綠地等公共設施，以達到城

市生活所需標準。

政府所做的事是「圈地」，將人民的土地畫為公共設施保留地，

不可進行買賣。弔詭的是，隨著城市的發展脈絡，台北市和高雄市的人

口不但沒有如預期擴增到400萬，還出現停滯狀況，台北市約260萬人，

高雄市（加上合併之後的高雄縣）也不過270萬人，但公共設施保留地

卻未與時俱進重新檢討後解編，政府也沒有預算經費可以價購，造成民

怨高漲。

根據內政部估算，若政府要按照當時承諾，價購公共設施保留

地，保守估計至少要七兆，但政府卻一直「耍賴」，造成人民的土地不

但被「保留」，還要繳交地價稅。

從現在的觀點看來，公共設施保留地顯然已經沒有保留的必要。

整個社會逐漸步入老年化、少子化同時發生的困境，入學的人數急速減

少，根本不需如原先預期所需的學校保留地，隨著生活形態的改變，大

賣場、超商林立，連市場保留地都有再商榷的必要。

在內政部服務期間，適逢監察院為此糾舉內政部，筆者和營建

署、地政司研商，提出「公共設施保留地全面解編」計畫，估計透過解

編所釋放出來的土地多達25000公頃。

但是土地還給人民後，地目仍屬於學校、市場用地等等，無法挪

作他用，為還原土地價值，營建署的規劃是地主和政府合作，讓政府以

重劃手段將土地從學校保留地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等等，條件是土地

面積的一半所有權，必須讓渡給政府。

這是一道簡單的數學題，解編後釋放出來的25000公頃土地，一旦

順利完成都市重劃，順利轉移到政府手中的土地面積，可廣達12500公

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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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地於民」不但減少多年的民怨，這些土地也成為政府手上最

有力的籌碼。各縣市政府依據當地防災需求進行防災型都更，或是增闢

滯洪池以防範淹水，或是規劃所需要的公共建設。另一方面，多餘的土

地可以逕行變賣，所得用於補充政策或建設所需，甚至償還政府債務。

外界質疑公設保留地解編，可能全都變更地目為商業區，為建商

「炒房」鋪路，事實上解編的範圍和面積，需要經縣市進行都市計劃通

盤檢討，同時還要都市計劃委員會決議。所有程序都透過行政制度和法

制層層把關，不可能允許高密度開發。

這是台灣必須思考的多贏模式。一旦公設保留地解編開始進行，

只要政府善於運用，即使僅賣掉四分之一土地，就有機會將國家的帳面

負債一起解決，讓地方政府施政更具彈性。

以新北市而言，共有將近6000公頃的公設保留地，依照規劃市府

可能分到3000公頃，以一坪單價10萬元計算，即平白增添上兆元資產，

不但有餘裕解決市府債務，同時施政將更有籌碼。

身為政府官員，筆者當時深知，既然在這職位上，就必須替國家

訂出20年、30年後的土地利用規劃。起碼先做第一步，把球丟出來，建

立資料庫並將圖資、都市計劃、國土計畫等概念全部整合在一起。有的

是5年後發生，有的是20年後成真，但確保都在一定的軌道上往前進。

而串聯所有概念的核心，是「明智使用台灣這塊土地」。過去台

灣談政策，往往淪為坐地起價，但攸關國家未來發展的政策不應該成為

利益團體的山頭，政府在進行國土規劃時必須要有科學依據，所謂的

「依據」就是土地容受力，並將防災概念貫穿從都市計劃法到區域計畫

法。

這是一套涵蓋價值觀念、法令制度、行動實踐以及管理執行的體

制。關鍵是從人民到政府的整體價值思維都要改變，否則國土復育不可

能達到，永續發展將永遠只是無意義的專有名詞，不會有具體落實的真

正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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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與建議

面對氣候變遷的威脅，絕不是一道簡單的問題，在等一個簡單的

答案出現。

台灣一直以來的問題，超過九成都是「政治」問題，卻都當成

「技術」問題處理。但是，「政治」絕不是利益分配的金權遊戲，而是

服務眾人並利益眾生的事，背後需要很強的「科學」支撐。

在面對多變的未來時，政府的運作方式勢必要改變：第一，要有

科學依據，這需要資料庫的建立以及數據的分析；第二，政策要非常明

確，尤其是政策之間的界面要整合；第三，鼓勵具有創意的商機，每個

眼下的危機，背後潛藏無限的轉機，每個危機都是機會，解決問題同時

會創造商機，將經濟趁勢帶起；最後是納入公民力量，不要害怕非政府

組織（NGO），而是要將「他們」納入「我們」之中，變成夥伴，大家

一起面對問題。

以國土規劃而言，除要依據土地承載力進行區域定位，內容還要

涵蓋產業、核能、農業、漁業觀光、休閒旅遊等等，更要考慮歷史演進

和社會變遷，這不光涉及行政院各部會，同時因為法令規章都要調整修

改，所以還要加上立法院的支持。

因為覆蓋的部會和層級太多，所有運作都必須整合協調，成為

「夥伴政府」。夥伴政府中除了中央部會，還要把地方政府和NGO都帶

進來，讓NGO成為團隊成員。因為，若是利害關係人在過程中缺席，政

府做出來的政策會產生偏差，不但會帶來無謂的抗爭，更會耗掉社會力

量，不如在一開始時就讓各方意見充分表達。

這也是筆者始終強調的，整合、協調與執行，缺一不可，尤其是

建立跨領域對話、跨部門整合的夥伴關係，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夥伴關

係、地方和民眾的夥伴關係。當人民有更多機會了解並介入公共領域，

才會從國民慢慢變成公民，培養出公民意識，也改變政治文化。

當公民意識被喚醒，從政策面與從制度面積極地介入參與，所有

問題的解決將自然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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