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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城鄉發展v.s生態工業園區

理想的城鄉環境

永續城鄉
概念下的
生態工業
園區

「永續城鄉發展」是本世紀最具發言
正當性的任務目標，但需注意它也可能
變成望梅止渴的虛幻旗幟。
換個角度說，由於永續城鄉發展包
含許多部門，但不論由產生污染的質與
量比較，工業部門對於環境及社會所帶
來的衝擊均佔有關鍵比重。所以，若能
解決工業生產帶來的環境與社會衝擊問
題，永續城鄉發展的目標可說是達成大
半了。

【鍾國輝】
成功大學國土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城鄉靜脈循環系統觀念
日本人將生態工業園區的概念比喻

什麼是理想城市？或是說什麼是理想的

為「靜脈系統」，喻指城市的產業關係

城鄉環境？回顧城市史，從「花園城市」

若形成最佳的閉路循環系統，就如人體

到「新市鎮」，人們對於美好環境的勾

的器官可利用血液及循環系統將體內毒

勒與追求行動未曾間歇。其中有人將理

素過濾及轉化為新鮮的血液與養分。

想城市比擬為健康人體，需要藉由觀察

若對永續的城鄉發展形式認知與討

病徵診療之；有人由社會階層觀點提倡

論停留在外在層面，依據外部風貌逕行

市民城市的理想。建築家、史學家等各

判斷城鄉發展優劣，猶如僅依據人體高

由不同的角度解讀並提出多樣的想像，

矮胖瘦與種族膚色等外在差異決定健康

但隨著全球資源枯竭的警訊不斷提醒世

與否。所以，好的城鄉發展形式，是因

人，永續發展，成為本世紀共同的期

地、因文化差異而制宜的。生態工業園

望。而生態工業園區理念，則是可以為

區也同樣是因地制宜，因文化差異而必

最棘手的經濟生產與環境保護矛盾提出

須有所調適。

和平共處之道的明確行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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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工業園區是什麼藥方？

生態工業園區的價值與貢獻
理論層次意涵

城鄉發展規劃設計師一如城市醫
生，根據城市產生的病徵進行診療，進

因為城市中的產業部門所產生的環

而提出正確的發展觀點與遠景。而面對

境負荷，在總體的質與量上均佔有極重

全球環境意識提昇及新世代產業環境規

要比例，於是，當自然資源匱乏，永續

範趨勢，1997年開始，美國的城市醫師

城市或生態城市理論成為全球關注重心

開了一帖新藥方叫做「生態工業園區」

之際，以產業生態學為基礎的生態工業

(Eco-Industrial Park；EIP)。

園區理念正提供一個實踐永續城鄉發展

這E I P 藥方，是以產業生態學為基

的重要理論架構。

礎，效法自然生態系，並在產業系統間

生態工業園區理念對城鄉發展理論

尋求最佳物質流、能量流與資訊流，同

的意義，直接顛覆了傳統對於工業區位

時藉廠商、開發經營單位及其他相關公

理論或是土地使用分區的基本架構─追

私部門角色的合作，使整體生產系統形

溯傳統利用排除環境外部性，服務特定

成閉路的物質、能量流，期能在減輕環

資產階級的土地使用分區制度。生態工

境衝擊之際，並改善參與個體經濟效能

業園區衍生出來的空間發展邏輯如副產

模式下，獲取更佳集體利益的新世代規

品交換網絡(BPX)，將導致決定空間使用

劃範型。

的關鍵，不再只是以土地、運輸、勞力

至於什麼是好的生產環境呢？不應

等成本為主的古典經濟分析價值觀，起

只是廠房外牆舖上美觀琺瑯板，加以夜

而代之的，是一種具有永續城鄉發展概

間照明設計，這是設計給路人的生產視

念的空間理論新視野。

覺環境；理想的生產環境也不只是照度
充足，這是基本勞工工作環境衛生要
求；全廠空調乃為了維持設備品質或人
員工作舒適；我們發現界定所謂好的環
境必須先定義這是「誰」的環境？傳統
對於產業環境的管制與規範，偏向工廠
個體或是單純地管末管制污排，而生態
工業園區的理想則是期望塑造兼顧企業
主、勞工、社區與所有利益相關者的集
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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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ovo Nordisk製藥廠─年銷售額超過

規劃層次意涵
若稱生態工業園區是一種新興理

20億美金的國際生物科技集團。當

論，不如說是一種產業資源永續發展的

地工廠是其最大規模且生產製藥(包

具體行動。如Ed. Cohen-Rosenthal私下

括佔全球四成胰島素供應量)及工業

說過1：「學術研究重要，但實際投入執

酵素的工廠。

行工作，並與企業、政府及民間社群等

(5) 卡倫堡市─供應當地一萬九千居民熱

一起行動更具價值！」顯示生態工業園

能，同時供水給家庭與產業用。

區發展經驗中的行動意義。

印象中的工廠污染意象在此地被推
翻，電廠與煉油廠和海邊併存，整群的

卡倫堡共生關係

野鳥有時讓人懷疑身處何地？(參圖2及
圖3)

生態工業園區最著名的案例為丹麥
的卡倫堡。整個卡倫堡產業共生關係，

到2001年為止，卡倫堡共生體系仍

至1997年止，包括發電廠燃燒煉油廠廢

不斷演化。包括共生夥伴、專案計畫與

氣；煉油廠將其冷卻水分享給其他公

人員增減，還有因為人事更迭產生的溝

司；製造水泥和填補道路公司利用清潔

通方式轉變，整個共生體系的演變一如

發電廠煤爐空氣時，所產生可作為牆壁

生物演化，卡倫堡不斷調適出最適合他

的副產品(石膏)；發電廠產生額外蒸汽用

們的共生合作方式，他們不擔心變革

以供養魚池及臨近公司和鎮內家庭加熱

(change)，倒是期待多加入新成員以刺

之能源使用;製藥廠產生豐富養份的軟泥

激更多的共生機會。

被當地農場拿來作為肥料。當時五個錨
定成員包括：
(1) Asnaes火力發電廠(參圖1)─丹麥最
大的燃煤火力發電廠，1,500百萬瓦
特發電量。
(2) Statoil煉油廠─丹麥最大煉油廠，每
年3.2百萬噸容量。
(3) Gyproc石膏版工廠─平均年產14百
萬平方公尺的石膏牆版。(約可建造
六倍卡倫堡城鎮規模內所有房子)

↑圖1 Asnaes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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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生態化產業環境條件

但有時也不一定，一些產業可在廠

新開發或經營理想的生態工業園區

內根據不同產品品質需求，區分出不同

之關鍵為何?除了分析基地規模與產業條

物料梯級，如塑膠、石化業即為一例。

件特性外，尚需考量法制、社會、文化

又如美國「休士頓船渠」的參與成員集

及社區等特質。不論產業生態系多複雜

中在煉油、石化業。所以產業共生配對

而不易分析，規劃者應盡量提供自律

方式，似乎無絕對規則，端視個別情況

(Self-Organization)及副產品交換的產業

決定之。

環境。

生態工業園區需要規劃嗎？

依卡倫堡五大共生體系中的Novo

回顧卡倫堡或休士頓船渠等案例，

Nordisk藥廠擔任副總裁的Jorgen

EIP是否應交由企業自行發展值得爭議，

Christensen的經驗，要達到類似成果的

Lowe, Waren and Holmes等對此持正面

關鍵，至少包括產業別與數量規模大小

看法，他們認為規劃者或生態工業園區

的配對，接近的地理與心理距離，以及

工作團隊不一定需站在最前線處理廠商

透過法規所提供的獎勵誘因以達成產業

間的雙邊交易細節，如合約訂定或物質

共生。

與能源交換，應該要回歸廠商間的交易

多樣化或單一產業別？

本質，而規劃者應注意的只是如何透過
事前規劃，塑造副產品交換網

至於工廠(或工業區)規模應到達哪一

產業生

程度才符合污染預防或環境管制目的？

態系統的「條件(conditions)」以輔助形

又到達哪一規模層級才方便進行副產品

成此網絡。

交換？猶如槓桿平衡，端視其目的而
定，另一方面，又必須考量產業別的異
同程度。

↑圖3 發電廠海邊野鳥眾多

↑圖2 卡倫堡灣旁的野鳥解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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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生態工業園區與城鄉環境發展

依據產業生態進展階段與所處環境條件

合併討論，面對是否應先行規劃？如何

不同，依階段引進或設定「單核心」乃

規劃？規劃者角色應如何定位等問題，

至「多核心」的錨定廠商(Anchor

都市計畫學者Andrews在1999年美國規

Tenant)，用仿照購物中心旗艦店以帶動

劃師協會期刊提出過類似討論，他認為

商圈手法，串連工廠的產業共生關係。

規劃者可以「轉譯」以促進產業生態系

另外亦發現在所有案例的起始階

統成員間及其與環境間的關係。

段，其產業配對方式，若非參考卡倫

藉自發形成產業生態系統並非不可

堡，就是集中在如大型石化複合園區(休

能，有時候是時間問題或欠缺媒合者。

士頓船渠、鹿特丹港)、有機農業或化工

而生態工業園區的執行策略就是要掌握

業結合建材或能源業(如瑞典斯德哥爾摩

每一可能時機，強化這種實質與心理的

的"Rondeco", Stora Vika水泥工廠、卡

「情境」與「想像」，促進產業生態系統

倫堡)、耗「能」或產「能」「量」大之

的媒合。

發電廠、煉鋼廠或煉油廠(如卡倫堡、德

對城鄉規劃專業而言，雖然卡倫堡

州Brownsville)等產業別；再來則是集中

案例經驗暗示「人」與「文化」似乎是

在具大量運輸特質的空間區位(鹿特丹

關鍵因素，由規劃者角度評論，能夠先

港、休士頓船渠、巴爾的摩港的費爾菲

適度規劃，仍比完全放任產業自行發展

德)，或配合軍事或工業廢棄基地的衰敗

的成功機會大。因為規劃者雖然無法複

地區(如美國的普萊茲堡)等空間區位特

製產業生態系，卻可創造「產業環境條

質。綜合這些發展生態工業園區的關鍵

件」導引形成EIP。

條件整理詳見表1。

發展生態工業園區關鍵因素

診斷台灣的城鄉工業土地發展

以產業共生典範卡倫堡為例，要發
展類似共生網絡，必須要有關於產業類

台灣的城鄉發展景況為何？台灣的

別、規模、數量等條件，而地理上的距

工業土地使用又出了什麼問題？放眼蔓

離與心理距離接近亦是關鍵。

延的台灣西部城市區域，住商工混合使

生態工業園區概念其實是提供一種

用的水平與垂直土地使用分區方式一度

價值思考哲學，產業共生的組合方式無

被戲稱為歐美取經的活力展現，但都市

絕對規則，端視當地情況決定之。擁有

計畫圖上的褐色地帶，多種工業管理系

多樣化產業別固然關鍵，由於並非所有

統併陳的結果，一般人實在難以瞭解都

產業共生都有繁複網絡關係，所以必須

市計畫區、丁種建地、編訂工業區與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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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工廠，科工區與科學園區等系統的區

台灣既有工業區的發展因其特殊時

別。

代背景，造成今日的資源分配不均，間

面對全球生態工業園區推動熱潮，

接形成「竹科牌」與「大發牌」的先天

即使卡倫堡原型案例傳頌多年，但那是

競爭地位失衡意象，但這些並不會影響

在特殊且多重因素配合下之成果，發展

城鄉再發展與永續經營的潛力，此時，

生態工業園區模式仍必須釐清每一國家

依階段要求、依地方特色找尋試點執

與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條件特

行，亦將是對於落實生態城市

點，方能穩定地發展。

市最有力的平衡城鄉經濟與環境發展的

如蜘蛛網狀蔓延全島的都計圖褐色地

永續城

策略，總之，只要認清自身的環境條

帶，有些真的會在多年後變成美國所稱的

件，一定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褐色地帶(brownfields)，工業區更新勢必

附記─卡倫堡朝聖之旅雜感

成為繼都市更新後的下一波土地全面再發
展運動，而生態工業園區的角色，將不只

丹麥，一個除了安徒生童話之外，

是兼顧環保要求的工業園區新空間模式，

實在難以擠出深刻印象的國度，想不到

它將會是振衰起弊的多功能藥方。

一個偏僻濱海小鎮在經歷二十多年的發
展，竟成為今日全球研究產業

↓表1 發展生態工業園區的關鍵條件

生態學或生態工業園區的人一

關鍵因素

內容

錨 單核心錨
定 定廠商
廠 多核心錨
商
定廠商

藉一重要錨定廠商

實質距離
規
模 心理距離
尺
度

夥伴間實質距離短有利運輸經濟

定要觀摩的勝地。
這個被視為產業共生典範

可先串聯相關成員

的卡倫堡(Kalundborg)，過去

多樣化產業別有較多資
源化及副產品交換可能

只能藉期刊、書本、網路，以

(1) 整體環境危機意識
(2) 私人訊息交換網絡
(3) 發展須自願且與管理機構密切合作

法 獎勵誘因與限制 (1) 透過法規創造財務獎勵誘因
(2) 在地方層級協商比中央有效率
制
與
藉雙邊基礎協談，達成私人契
契 私人契約
約
約關係約束
綜合大型港市
區
位 特殊專業型
產業特定區

及來自環工相關科系等不同領
域專家口中，拼湊生態工業園
區(Eco-Industrial Park；EIP)
的真實面貌，一直到2001年夏
天，執生態工業園區研究與規
劃工作牛耳的康乃爾大學環境
研究中心的Edward Cohen-

兼具運輸與多樣產業別

Rosenthal所領軍的WEI(Work

產業本身有完整物質
梯級之石化專區

and Environment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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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召全球關注此領域的夥伴回到卡倫堡

富差距小，這些正是丹麥這個國家整體

現場，召開產業生態發展圓桌會議(Eco-

呈現之特質。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ogram

此外，筆者這次也有機會見識丹麥

Roundtable，Kalundborg)，主要

人對環境的友好態度，以圓桌會議

目的在串聯全球產業生態發

開會及住宿的場地─卡倫堡青

展行動者網絡。這個深具

年旅舍為例，內外採用原材

場所意義的圓桌會議共有

質、最少塗裝與省能設計

來自十多個國家的專家、

(環境化設計，DfE)，本身

代表與學者參與，筆者有

即是一棟保有設計色彩與質

幸利用論文研究寫作之暇，

感的綠建築(參圖6.)。生態工

與業師孔憲法教授一同出席

業園區不只是綠建築，而綠建

↑圖4 在歌本哈根騎自行
該盛會，終於實現了筆者朝
築卻可以是刺激生態工業園區
車是種享受

聖之願望。

發展的催化劑。

根據美國心理學家麥可哈格特的調

在會議中，前Novo Nordisk製藥廠

查，世界上21個國家中，丹麥國民是最

副總裁Jorgen Christensen說︰「若問

快樂的人。調查中發現，造成一個人快

什麼是卡倫堡產業共生的特質？沒有什

樂的最主要原因包括︰優美的自然環

麼 啦 ...只 是 普 通 常 識 ！ (What is the

境、便利的交通、與家人朋友的緊密關

genius of this Symbiosis? ... Nothing.

係、廣泛的政治自由、高收入及社會貧

Just common sense !) 當然，這樣的自
信是來自於當地居民長
期累積的產業文化，而
這樣的資訊交流、為環
境設計規劃的友善，要
內蘊至最深層的性格。

對規劃專業者而
言，雖然卡倫堡案例經
驗隱喻著「人」與「文
化」才是影響生態工業
↑圖5 偏遠的卡倫堡仍有體貼交通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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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成功關鍵，但由規劃者角度觀之，

《延伸閱讀》

適度規劃仍比完全放任產業發展的成功

1. Work and Environment Initiative(WEI) ,

機會較大。規劃者雖然無法複製產業生
http://www.cfe. cornell.edu/WEI/

態系，卻可創造「產業環境條件」以引

default.html 是全球最重要、最豐富

導形成生態工業園區的願景。

的生態工業園區(EIP)網路資料中

生態工業園區理念須同時兼顧多種

心。

領域，推動時除了工業局與環保署等直

2. Lowe, Warren & Moran (1997).

接相關單位外，亦需嘗試號召更多化單

Discovering Industrial Ecology an

位如國科會、教育部、文建會、商業司

executive briefing and sourcebook.

等單位跨足此領域，促進城鄉永續經營

U . S : B a t t e l l e P r e s s .─這本書是

的願景。

Lowe所領導的產業生態規劃研究巨

若稱生態工業園區是一種理論，不

擘─Indigo Development公司，累

如說是一種產業資源永續發展的具體行

積各地生態工業園區專案經驗，編寫

動。如同Ed. Cohen-Rosenthal說過：

的產業生態學的執行與資源簡要手

「學術研究固然重要，但實際投入規劃

冊。因其豐富內容而成為各國學界教

工作，並與企業、政府及社群等一起行

授產業生態學及實務界重要參考書之

動更具價值！」國外之生態工業園區發

一。台灣中文版將由筆者翻譯並付

展經驗多以行動為前鋒，學術研究為基

梓。

礎的角色分工，關於台灣的生態工業園

3. Allenby, B. R. (1999). Industrial

區研究與行動，誠摯邀請來自不同領

Ecology: policy frame work and

域、有想法的夥伴一同加入為城鄉永續

implementation. New Jersey:

發展而努力的行列。

Pretice-Hall. ─此書為AT&T環安衛
部門副總裁Allenby的力作，以橫越
法律、環科、經濟等專業背景，撰寫
此產業生態學專書，試圖提出整合的
產業生態學知性架構，並落實至政策
層面，此書適合進階級閱讀，尤其適
合對政策與管理有興趣者。
↑圖6 綠建築概念的卡倫堡青年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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