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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態工業園區(Eco-Industrial Park，EIP)乃藉廠商、開發管理單位及其

他相關公私部門合作，為顧及環境品質及參與個體經濟效能改善，進而建議生產

系統達成封閉物質流理想的規劃概念。其理論基礎濫觴自以系統為基礎，討論產

業與環境關係，並在其間尋求最佳「物質流」的產業生態學(Industrial 

Ecology，IE)。而台灣推動工業減廢十年來，多僅針對單一產品製程或工廠、公

司環保績效考量，對於 EIP 之產業生態系研究，則尚未成為空間規劃界關注課

題，更遑論IE應用工具的討論。本文目的即在探討IE應用工具，「為環境設計

（Design for Environment,DfE）」的內容、操作基礎假設、程序、優缺點、面

臨挑戰與潛力。並試論應用在 EIP 規劃之可能模式。研究方法以整理國外有關

DfE、EIP 相關研究為主。最後希望本研究能作為 EIP 規劃之科學、系統的明確

技術面執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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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 Industrial Park, which is abbreviated to EIP below, is a concept of the 
industrial planning which tries to make a closing material cycle in the whole 
production system , to decreas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improve the individual 
economic performance to  obtain the maximum collaborative interests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within plants, management authorities and the other relativ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t’s theoretical base from the Industrial Ecology, which is abbreviated 
to IE below, is a system-based approach learn from the natural ecosystem and looking 
forward to find the optimum material and energy flow.  

It has been ten more years passed since we promoted industrial waste reduction 
in Taiwan. But we only focu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single product 
processing, plants or companies. It hasn’t been a main focus on the issue as exploring 
environmental ecological issues of industrial park with EIP concepts in planning field, 
not to mention the study of IE applied tools. Our purpose here is to discuss the 
contents, basic assumptions, procedures, advantages, facing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s 
of the tool, Design for Environment, abbreviated to DfE below, which developed 
from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ecology. .We try to evaluate the way it applied to the 
industrial park planning. The research method in this paper mainly refers to related 
foreign researches in terms of the DfE tool, then examine the features of existing IE 
methods and following challenges. To sum up, we expect that this paper can give a 
scientific , systematic and definite technical executive dependence to EIP planning 
after clar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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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生態工業園區(EIP)概念及其發展 

一、問題意識 

產業生態的程序類似自然生態系，需控制因生產所帶來的廢棄物量，並防

止進一步之廢棄物聚集增加。而提到規範方法及原料使用效率。「環顧歷史，經

濟活動早已發生在所謂「物質流的開放系統」中。也就是說，人類將自然界物質

(植物、動物、金屬等)轉化為可利用產品，再將用壞產品及生產過程剩下材料丟

棄。事實上，人類考古學家已從距今久遠的新石器時代發現類似殘留物。當然，

這慣例通常逼使先人因廢棄物堆積而放棄既有之無法居住地」 (Frosch, 1995)。
這是先人處理「生產」的部分行為，但是因其廢棄物量與質並不足以完全破壞地

球。另一角度，我們其實稍微觀察即可發現，以工業革命為時間軸界線，傳統農

業社會中，本即有自成一格的物質循環回收觀。如廚餘餵豬及堆肥等，當時的自

然環境承載量尚未受到威脅，人與自然是和諧共生的。 

再看都市中聚集大量生產活動的工業區，原本即是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下因

為環境外部性考量而訂定之空間區劃策略。雖然也許部分有經濟效益的附加價

值，但隨著全球對於環境議題的關注因相關自然資源匱乏及國際環境公約無形或

有形壓力漸增，環境永續這概念在近年漸受重視。環顧台灣近年來層出不窮的工

業區開發與環保抗爭，關鍵點常在於無法尋求生態與經濟的平衡。而此時 IE 觀
念及其具體實現方式─生態工業園區 (EIP) 模式的提出，似乎為此困境找到一

個可能出口、一個邁向產業生態永續發展的架構。 

而台灣在產業規劃方面，一直以經濟利益為最主要思考核心。有關環境層

面考量則仍有改善空間。推動工業減廢十年來，針對單一產品製程或工廠、公司

環保績效考量有一定成績，可是對於整體工業園區產業生態之環境觀點，或者是

產業生態系研究，則尚未成為空間規劃界關注課題，更不用說關於IE應用工具

的討論。本文亦希望先落實在基礎IE應用工具的討論，期能作為EIP規劃之明

確執行參考。故以下將分別討論 IE 在產業系統發展脈絡及環境經營管理趨勢
中，其應用工具於 EIP規劃的可能方式。 

二、理論基礎 

EIP的理論基礎濫觴自產業生態學 (Industrial Ecology，以下簡稱IE)，

即以系統基礎討論產業與環境關係，並在系統間尋求最佳「物質流」的方法

(Ayres,1996)。而IE 的假設前提，乃借用生態學的系統概念，為同時達到永續

及整體利益，再設計產業生產方法以與自然系統相調和，並完成產業發展與環境

共生的架構。依此歸結出以下原則(Lowe et al.,1997)： 

1.連結個別廠商形成產業體系。 

(1)透過再利用與回收形成封閉迴路。 



(2)尋求物質與能源使用之最大效益。 

(3)產生最少廢棄物。 

(4)定位所有廢棄物為具潛力產品並尋求其市場。 

2.平衡投入產出至自然生態系容載程度。 

3.對物質、能源利用以工程方式再思考製程設計。 

4.結合長期觀點的產業系統演化政策。 

 
表 1 各領域對產業生態學(IE)觀點比較表 

提論者 產業生態學定義 專業背景/現職 
Frosch, 
1989 

封閉物質流觀點 曾任 NASA 及通用汽車

(GM)研發主持人。物理學
家。 

Graedel, 
1995 

人類可藉以審慎而理性看待並維持著

持續之經濟、文化和技術演化所需承

載量的方法。 

耶魯大學教授、AT&T貝爾
實驗室傑出成員。 

Lowe et al., 
1997 

由研究方法與工具觀點評析，代表一

個為應用既有方法與工具以使其符合

特殊的產業生態功能之脈絡。 

Indigo Development負責人

Allenby, 
1999 

永續的科學 
 

法學、經濟學、環境科學等

專業學位。現為 AT&T環境
安衛部副總裁。 

鍾國輝、

孔憲法, 
2000 

立基既有經驗，強調「閉路」、「生

態效率」及「無污染」產業系統概念，

並透過合作交換網絡，達成對環境與

經濟平衡要求之永續觀。 

1.成大都計所研究生 
2.成大都計所副教授 

資料來源：鍾國輝、孔憲法,2000                                                        

三、特質 

討論IE勢必先界定其系統範圍，但應針對「物質流」裡單一工廠、產業部

門或將所有產業視為系統進行調節?現仍無定論。但由物質再利用角度來看，採

較大系統可獲致更完整之封閉系統 (Frosch,1995︰5)。亦即若由工業區等較大

尺度系統應用 IE，要比應用至單一產品、工廠或製程有較多的最佳化機會。這

隱含著EIP範圍界定的彈性及討論潛力，並將是影響往後EIP規劃的關鍵議題之

一。 

產業生態系可小至單一公司、工業區，大至城鎮、國家甚或國境間的跨國

關係。而公認的卡倫堡(Kalundborg)原型典範，嚴格來說，僅是EIP概念一種。

若應用至規劃實務，當視個案所反映的產業生態特質來決定系統界限範圍。國內

專家曾歸納指出，產業生態系可分為工廠內部、工廠外、跨產業、跨邊界等四大

產業生態系類型(Chao,1999)。這亦反映出EIP的多樣類型可能。 



無論是新舊工業區的開發或是範圍迥異的產業生態系，對 EIP 定義應不只

是由單一副產品交換網、環保廠商選擇甚或土地混合使用等角度討論，最重要的

是釐清產業生態系中每一角色間及其與自然環境的相互關係(Lowe et 

al.,1997:143)。故我們綜合論EIP乃「強調彼此於自然、人文資源面的合作，

並具備環境意識遠見的產業共生規劃機制」(鍾國輝、孔憲法,2000)。 

 

表 2  生態工業園區 EIP定義 
提論者 EIP定義 備註 

Ehrenfeld & 
Gertler ,1996 

指某一生產者(公司、工廠…)的廢棄物可當另一
生產者資源的地方。 

最簡單直

接的定義

美國 PCSD ,1996 彼此相互合作且與地方社區有效率地分享資源 
(資訊、物質、水、能源、基盤設施及自然棲地) 
的商業體所形成之社區。並可獲致經濟利得、

環境品質和促進人類商業及地方社區資源的公

平。 

PCSD 
定義一 

美國 PCSD,1996 經規劃過的物質及能源交換之產業系統；同時

尋求能源及原料使用的最小化、減廢並建立永

續經濟、生態和社會關係。 

PCSD 
定義二 

美國環保署,1997 生產及服務業所形成的社區，藉由經營環境和

包括能源、水、物質等資源議題以尋求更佳的

環境及經濟績效。且藉由共同合作，企業社區

所尋求的集體利益將大於每一公司個別利益總

和。 

強調合作

關係 

鍾國輝、孔憲法
2000 

強調產業生態系成員彼此間於自然、人文資源

面的合作，並具備環境意識遠見的產業共生規

劃機制。 

強調遠見

與機制面

資料來源：鍾國輝、孔憲法,2000  
 

四、發展現況 

(一)國外 EIP規劃現況 

以美國為例，主要由來自總統永續會(PCSD)領導及環保署、能源部等單位

支援之專案為主。其中PCSD指定四個正進行中案例示範地點，包括(1) 位於維

吉尼亞州的 Cape Charles：由於數十年來該地衰頹經濟與人口外移，加上

Chesapeake 海灣環境品質低落之威脅，由諾坦普頓聯合工業發展局負責，以生

態概念進行永續科技工業區的開發。(2)位於田納西州的 Chattanooga：以市民

參與方式擬定永續社區提案。其中包括清潔生態系，並舉出包括有市中心區污染

地、舊的軍需品工廠、供住、商、輕工業發展的綠區 (Greenfield)及廢棄玻璃

工廠等四個具潛力地方作為EIP規劃用。(3)位於德州的Brownsville：由Indigo 

Development及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負責規劃。用電腦模擬物質流、



能量流以處理位於邊境、關鍵廠商為發電廠與煉油廠的EIP個案。(4)位於馬里

蘭州的Baltimore：由康乃爾大學專業工作團隊協助巴爾的摩發展公司執行EIP

理念。並透過美國環保署的社區XL計劃(project XL)重新定義該地區法令架構

進行位於既有約2000英畝工業區中的Fairfield EIP開發案。 

此外，尚有如由Dalhousie大學規劃團隊進行中的Burnside及其他進行中

案例。隨後在1996年10月於美維吉尼亞州Cape Charles舉行首次EIP研習會。

國際上其他國家如荷蘭、奧地利、西班牙、南非、日本等地亦有一些正在進行的

案例。不過總括來說，國際間討論IE的學者專家其實對於專論EIP的著墨不多，

多是針對無空間意識的物質觀點為主。故一些EIP個案其實也面臨跨領域整合的

關鍵，加上推動工作需長期投入，故各地EIP均仍處發展中階段。 

(二)國內 EIP規劃現況 

台灣的IE觀念，部分由於工業減廢政策的實施有年，加上各學術單位及工

研院等研發單位貢獻，有一定的基礎。但關於EIP規劃行動，除了工研院巢博士

於前年國家永續會中的報告，得到中央主管口頭承諾外，並未見更進一步的整合

計劃。直至今年，工業局開始試圖以彰濱工業區及台南科工區為例，進行 EIP

概念的相關計劃。 

貳、產業生態學(IE)主要應用方法與工具 

一、簡介 

傳統上所討論生物的生態學可定義為

「決定生物有機體分布與數量交互作用的科

學研究」。這種自然界中的觀念非常類似產

業界與社會環境間的許多有趣且有用的交互

關係。而為了更進一步發展這概念，對我們

的啟發在於由早已存在地球多年的原始生物

系思考相關之物質循環。當時潛在有用資源

數量龐大而生命體數量極微，致生活形式的

存在對於可用資源其實沒有多大衝擊。

(Graedel and Allenby,1996:3)而這種先透

過對自然生態系的觀察、學習以應用至產業

生態系的研究過程，也就漸漸形成產業生態學

的基本架構。一些學者如Graedel等開始針對

此觀察生態系而歸結出「物質循環(Materials Cycles)」的類型論，大致上可分

為三大階段，分別是(1)「線型」物質流；(2)「擬循環」物質流；(3)「循環」

物質流。 

圖 1  物質流類型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Graedel ,1994 



若由研究方法與工具觀點論產業生

態學定義，它代表一應用既有方法與工

具以使其符合產業生態功能之脈絡。依

美國 Indigo Development小組歸納 IE

方法與工具，大致上可劃分為較早期被

採 用 的「 產業 代謝 論 (Industrial 

Matebolism)」、「動態投入產出(Dynamic 

Input and Output)」及「為環境設計

(Design for Environment, DfE)」等；

而「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污染預防(Pollution Prevention, P2)」

及「生命週期評估(Life-Cycle Assessmsnt, LCA )」等則是被認為可應用在較

大產業生態系的既有研究方法(Lowe et al.,1997)。此外，新的整合方法如「生

態經濟學」、「永續企業經營」等觀念亦持續被討論中。 

圖 2  IE應用至不同部門架構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Allenby,1999:70 

二、主要應用方法與工具比較 

評估環境永續環境績效至少需由下列層面考量設計︰(1)產品(2)服務(3)

製程(4)物質及能量流(5)設備(6)企業組織／使命／策略(7)公司間的關係(8)社

區及區域基盤設施(9)社會制度及政策等。而符合IE概念的方法與操作工具其實

亦至少須顧及上述範圍。這裡有一重要觀念必須釐清，即IE試圖整合跨領域設

計層次之目的，有時並不在於開發出全新的分析方法與應用工具，如何利用既有

研究成果整合應用工具與方法? 如何由單一產品、工廠至園區等不同層級之不同

需求擬定適當分析與規劃策略? 此時，反而成為主要議題。而IE對上述問題回

應提供有效之既有方法、工具脈絡。如︰預防污染、能源效率、總質環境管理、

LCA及其他有價值的環境管理方法。有時其定義被限制在法規、經濟及工程等名

詞是可以想像的，但是對於有效的環境管理仍嫌不足。 

產業生態學者常謂此領域目的為一「封閉迴路(closed-loop)」、「資源效

率的(resource efficient)」及「無污染的產業系統」。IE要用哪些方法及工

具以達成目標？雖然現在已包括一些有用的方法，但是，我們仍建議產業系統的

經營管理者必須由每一規劃層級重新思考IE的工具箱。 

 

 
表 3 產業生態學(IE)主要應用方法與工具比較表 

方法與工具 重 點 優 點 缺 點 備 註 
產業代謝論 
Industrial 
Matebolism 

物質、能量流

分析。 
可適用於公司、區域

等多種空間層次。

無法取得完整資料進

行分析(常需外推法)。 
Ayres於 1970年代
開始發展，為 IE
重要發展基礎。

動態投入產出

Dynamic Input 
and Output 

多集中在「生

產」階段分

析。 

可幫助體認技術改

變(包括生態系、系
統技術、國內外會

建構模型需要的長期

且多樣基礎資料，其蒐

集常不齊全。 

產與 I/O模型分析
者需了解，此分析

乃設計其尋求解



計、市場、法規等交

互作用)中複雜網絡
的經濟與環境意涵。

答的導引而非自

動提供答案。 

生命週期評估 
Life-Cycle 
Assessmsnt, 
LCA 

量化產品、製

程、活動的環

境負荷。主要

有盤查分析、

衝擊分析、改

善分析三大階

段 

可使產品或製程設

計團隊得以評估物

質成分在每一階段

的環境衝擊。 

LCA 需要廣泛多元資
料收集與分析。且通常

分析成本甚高。另外，

初始的系統範圍、目標

界定等常帶主觀因素。 

比 IE 更早且與之
平 行 發 展 的 方

法。相關研究文獻

甚多。一般常用在

盤查分析階段。

為環境設計 
Design for 
Environment, 
DfE 

聚焦於 LCA
中的「改善分

析」階段。 

在整個系架構中同

時兼顧環境與財務

考量。並提供設計者

跨行銷、研發、生

產、品管、猜購等多

面向議題有效整合

功能。 

環境衝擊影響等資訊

獲得仍不易。需公部門

有效支援及溝通對

話。如私人無法權衡化

學物質對人體健康影

響標準。另外，一些機

構無法負荷跨多領域

工作量。 

根源於 LCA、DfX
的 IE工具。 

污染預防 
Pollution 
Prevention, P2 

重點在於工廠

製程的清潔生

產技術及後續

衍生之副產品

交換等工作。 

採用 P2 的工廠、公
司將帶來原料成本

及廢棄物減少的益

處，另外包括勞工安

全改善與更佳之企

業公共形象。 

法令因素常限制了物

質交換再利用可能。另

外，一般公司多將環境

成本隱藏在日常開

支，至無法察覺環保經

濟負荷或透過 P2節盛
之成本。 

是一觀念、方法，

由此可再衍生許

多清潔生產技術。

透過上表的比較，我們認為在現階段的EIP輔助規劃工具選擇上，DfE是一

較可行的方案。其原因參下節所述。 

三、選取DfE關鍵 

承上述，在仍處發展階段進行 EIP 輔助規劃工具選擇，面臨基礎資料的缺
乏、整體架構尚未健全等難處，加上跨領域工作的溝通、整合不易，此時勢必要

有非常策略。故現階段我們決定捨LCA詳盡卻過於龐大架構的LCA不用，暫先
以DfE作為切入EIP規劃的起點。並在下章以AT&T為例說明其特點。選取DfE

關鍵包括：(1)操作簡易(2)社會政治等質性因子考量(3)基礎資料庫限制(4)有利

於不同專業領域溝通的介面(5)清楚易懂的展現模式等。 

參、「為環境設計(Design for Enviroment,DfE)」工具及案例 

近來有愈來愈多的工具對於產品、製程、原料等環境衝擊研究展現其觀點

及做法，如 SETAC(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所

發展出來最詳盡複雜的 LCA(Life-cycle Assessment or Analysis)、AT&T 及

VOLVO公司所發展出來的精簡版LCA(ALCA)，此外，尚有VOLVO公司針對產品設

計所提之EPS(Environmental Priority Strategies )系統及VNCI(Vereniging 

vande Nederlandse Chemische Industrie)系統。其中SETAC的目的主要以了解

單一物質在單一特殊使用狀態下之環境效能；而Allenby在AT&T所發展的矩陣



系統則試圖在其分析中整合社會的、企業的及環境的衝擊。 

基本上來說，這些工具主要均分為三大部分，首先是對於物質釋放至環境

的成分影響程度劃分，或稱為「盤查分析(Inventory Analysis)」階段；其次是

「衝擊分析」；最後則是「改善分析」。(Allenby,1999:108) 

將 DfE 應用於公司經營甚或工業區規劃與管理，相較於單一產品，必須考

量更多龐雜關聯因子。其成功關鍵依靠的是一整合的經營方法，其中包括明瞭該

達成的目標，亦即一個清楚的環保願景(Vision)觀念的內部化。DfE 企圖將 IE

原則整合成系統分析方法，再至環境管理階段。執行DfE更需要的是瞭解所有產

品或製程設計的潛在環境意涵，而其中不只是法令所要求的， 

一、應用現況及工具篩選 

不論在部分國家如日本稱「DfE」為「Eco-Design」或其他名稱(Yamamoto & 
Tano,1999)，承上所述，DfE的基礎其實是根基於LCA的概念所發展出來的工具。
多年來主要應用於工業設計界的產品環保輔助設計。另一更為綜合之簡稱為「DfX 

(Design for X)」，其中的X包括各種可能之環境設計模組因子，發展出如「為

能源效率設計(Design for Energy Efficiency)」、「為回收設計(Design for 

Recycling)」、「為組裝設計(Design for Assembly)」等。 

展望國際間，以日本為例，LCA、DfE 概念已正式納入公部門的環境管理機

制中，並配合類似JEMAI之產業環境管理組織，進行各產業別之全國基礎資料庫

彙整工作。其研發成果甚為卓著，以環保概念設計之產品成果在1999年底並已

結集成展、出版。 

其實各種方法工具皆有其優劣，如章首所提之 SETAC 之 LCA 系統，完備且

詳盡，但也因此至少需時平均半年以上之長時間調查工作及10萬美元經費；而

Allenby 於 AT&T 發展出的 DfE 矩陣系統，簡明且易於展現給不同背景成員與決

策者了解，需時一至兩天，但對於一些質化判斷工作有時需要受過訓練的產業生

態學者方得以勝任(Allenby,1999:109)。但目前這些工具多數仍限於「產品」或

「公司」、「工廠」層次，應用IE概念於工廠間、工業區層級的輔助規劃工具，

至少尚得包括更多政策面、社會面的複雜因子，而在環顧既有 DfE 模式中，

Allenby以其跨領域背景優勢所提出的DfE整合模式，似乎較符合規劃領域的工

具應用架構需求。以下將簡述此系統的內容。 

二、Allenby的DfE 矩陣系統案例 

(一)簡介 

在AT&T公司擔任研發重要執行任務的Allenby與Graedel兩位專家學者，

於1995年合著第一本IE的教科書，其中以極大篇幅討論LCA與DfE，而相較於

LCA，他們認為在那麼複雜的LCA分析工作中，量化模型只不過是選擇性地消除

了更多的基礎資料。且後來證實並不一定要採用完全的LCA模式亦可滿足其產品



環保設計需求。加上實際執行相關產業生態研究工作時，常得面對來自不同領域

的成員，此時適當的溝通工具介面即為解決自然與科學間對話的重要關鍵。於是

他們建議在DfE量化研究方法中應整合更多「質化」的研究。於是Allenby本身

對此系統歸結出兩大屬性: (1)整合質化與量化因子(2)高層次的資訊簡化 

(二)矩陣結構 

以 Allenby 在 AT&T 所示範的矩陣為
例，原料矩陣為基礎而一步步整合回饋至其

他階層(如圖 4)。共分為五大生命週期階

段，其中每一階段有五小評估項目。共 25

個問題，而每一子題依衝擊程度劃分為4等

級定出權重得分，總計得分為100分。在依

次繪製落點於圓形(參圖3)組合指標圖上。

如此即可清楚看出每一產品生命階段的改

善需求程度。 

圖 4  AT&T矩陣評估系統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Allenby,1999:231 

(三)物質環境評估矩陣元素 

參考圖3，其中的各位置1,2；1,3；1,4……2,1；2,2等分別代表不同的產
品生命週期階段、不同衝擊型態的檢核項目組合。 

如本例將產品生命週期分為「製造

前」、「製造」、「包裝」、「使用」、

「回收」等五大階段。其中如「1,2」為

初始生產階段的「能源使用」、「1,5」

為初始生產階段的「固態廢棄物」等。 

(四)DfE 應用案例：AT&T 的 DfE 矩
陣系統 

以Allenby與Graedel於美國AT&T

公司所發展出來的 DfE結構化矩陣系統

為例，主要討論「生命週期」及「系統

基礎」方法於產業生態研究的必要性。

事實上，要完全整合數量龐大且複雜的

產業生態關係是一件極為困難，在有限條件限制下甚至可以說是幾乎不大可能的

任務。在此情勢之下，Allenby與Graedel提出了此簡化的LCA評估架構，亦即

是AT&T所用的DfE矩陣系統。據 AT&T公司的經驗所稱，若以受過專業訓練的
人員進行此DfE評估作業，只要兩天即可完成所有調查訪談與評比作業。相對於

LCA平均需六個月以上的時間，將可省下極多的時間與研究成本。 

圖 3  AT&T的產品組合指標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Allenby,1999:238 



肆、應用DfE於EIP規劃之優劣探討 

一、優劣勢分析 

(一)優勢與威脅 

Allenby的DfE矩陣最大的優勢在於增強了傳統產業生態學者對於社會、政

策面的瞭解與評估企圖。雖然現有的量化架構仍待檢討，但其簡化版的構想著實

為實務上的時間與經費需求作了最大的配合可能，亦是將來繼續發展EIP規劃的

基礎。只是要注意的是評估權重的決定依據等更為客觀的考量。此外是其展現結

果簡潔易供決策及規劃EUP團隊使用，但如何避免資訊不足則是應注意點。 

(二)劣勢與機會 

此矩陣系統嘗試加入質化因子是一不錯構想，但在引用調查人員時是否有

足夠專業得以應付產業生態如此複雜之評選、判斷知識為一隱憂。也因此得藉主

觀認定標準不易之機會，建立一套專家整合系統增強EIP輔助環境分析工作。 

二、跨層級的評估與規劃作業整合 

規劃工作不僅包括垂直公私部門及第三部門之整合，尚待水平各相關專業

領域的協調。這是最困難，亦是最重要的成功關鍵之一。 

伍、結論與建議 

一、EIP輔助規劃工具再確認 

如Allenby曾說，「這是一個LCA與DfE研究方法紛呈的巴洛克實驗時期」

(Allenby,1999:109)，可以想像出有各種可能工具不斷在發展，也沒有所謂一定

對與錯的工具或方法。端視個別需求擬定架構方是良策。於是我們建議對於EIP

的規劃輔助工具選擇亦是如此，先釐清研究主軸在於指標評估亦或規劃模式的探

討。若將焦點置於指標討論，另有諸如生態效率(Eco-Efficiency)等工具的選

取。而本文重點在於以DfE作為EIP輔助規劃工具初探，因為EIP實際研究與操

作案例有限，討論空間仍大，期望後續能試著在既有工具基礎上，運用更多可能

的整合方法進行類似研究與實證工作。 

二、長期與常設基礎資料庫之經營與分享機制 

雖然本文中建議以 LCA 的簡化版工具 DfE 作為規劃 EIP 之切入捷徑，但是

基礎領域對於各製程、各產品及工廠等的環境績效、衝擊研究仍不可偏廢，而這

些執行基礎有賴一個觀念正確且強而有力的機制，以長期整合各項資料庫之建

立。由「資料」至「資訊」、「知識」乃一艱難過程。綜合建議如下: 



(一)善用既有產業聯盟組織 

(二)EIP政策架構研究 

(三)善用網路等先進資訊溝通技術 

三、回歸環境本質：跨領域的整合溝通起步 

由於應用IE將對組織結構與資訊系統產生重大變革，故對於組織設計及改

變經營管理亦是重要一環。EIP概念現在看來或許有些理想成分，仍有待更多領

域及產官學界與民間機制的參與。而台灣面臨一波波全球環境直接或間接的壓力

之際，更應積極主動地展開以環境本質為依歸之跨領域產業生態規劃研習、研討

會。期望本文有限成果能作為這一序列EIP工作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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