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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中增加綠資源價值之土地使用方案評估 
In the urban increases of land use project evaluation the green 
resources value 

  

 

 

都市中 大的綠資源即農地，在我國加入 WTO 以及國家農業調整的壓
力轉型之下，農地轉作不同利用時可以提供 大的綠面積，為達成健康城市
的主要契機。依據國家綠網（National eco-network）的概念（林憲德 1999），
強化城市綠空間的系統性與生態資源循環等目的時可利用綠帶作為社區與
社區之間的連結帶，並將社區中原有景觀綠化的部份，以土地使用中空地及
農地轉作造林做為『線』的串聯。 

台南市公園綠地開闢率/面積相當低，將農業區中已無生產使用之農地
轉作造林可增加都市綠資源的面積及自然的開放空間，即可提昇綠覆率及綠
地可及性。綜觀台南市都市土地，農地可說是完整且面積較大的綠資源，而
台南市都市計劃區內的農業區已獲得經建會同意，得以專案方式施行『平地
景觀造林 』計劃。本研究針對目前台南市整體土地使用配置情形與現存綠
資源概況做分析，再參考國外案例及理論提出適合台南市健康城市實踐的三
種替選方案進行探討。 

In the urban the biggest green resources is the agricultural place，joins WTO 
as well as under national agriculture adjustment pressure reforming in our 
country，makes when the different use in view of the agricultural extension may 
provide the biggest green area for to achieve the healthy city the main turning 
point.Based on national green net (National eco-network) the concept under, 
strengthens city green goal and so on when space systematic characteristic and 
ecology resources circulation may using the greenbelt take between the 
community and community's linked belt，and has the community area whic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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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afforests by the land use in the open area and the agricultural 
extension does the affore station does is "the line" the series, should be best 
achieved the metropolis green area increases turning point. 

To the Tainan city overall environment under the park green opening rate 
area quite low， agriculture of extension the non- production use has made the 
agricultural region in the afforestation to be possible to increase in the metropolis 
the green resources area and the natural open space, then promotes green 
covering rate and green may and the nature. In the Tainan city metropolis plan 
area agricultural region has obtained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to be able to 
agree to be able the special case way execution "the flat land into forest " the 
plan. This research makes the analysis after the present Tainan city overall 
farmland use disposition situation and the extant green resources survey to refer 
to the overseas case and the theory basis of again proposed suits the Tainan city 
healthy city practice three kinds for to choose the plan to carry on the discussion. 

農地（agriculture land）、綠資源（green resources） 

 
將台南市每人享有公園綠地面積和其它都市相比較，發現台南市 2.33

（平方公尺/人）享有的公園綠地面積比台北、台中及高雄都顯出 少。若

要增加更多的公園綠地面積勢必需從土地使用變更或是在目前公共設施保

留地未徵收的部份加強徵收由從政府經費中提列增加更多的支出。從規劃角

度以都市計劃變更程序而言是以五年通盤檢討為一個時程，對於都市發展的

改變做一個調整的作用，但以健康城市實踐的極積性而言是緩不濟急。增加

更多的公園綠地面積勢必需從土地使用變更或是目前公共設施保留地未徵

收的部份加強徵收。由前述公共設施開闢得知，台南市的百分率是相當的

低。目前台南市整體綠資源分佈圖而得知而人口聚集之東區、北區等只有零

星公園及綠化植栽的分佈情形。以都市計劃變更程序而言是以五年通盤檢討

為一個時程，配合都市發展改變而調整的制度之下，若以健康城市實踐的極

積性而言是緩不濟急。再者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的部份由於近幾年來地方財

政的吃緊，執行上困難度很高，因此也並非實踐健康城市 佳方案。本研究

針對目前台南市整體地土地使用配置情形與現存綠資源概況做分析後再參

考國外案例及理論之依據提出適合台南市健康城市實踐的三種替選方案進

行探討。 

目前台南市整體綠資源分佈可由下圖（1）及圖（2）台南市各區人口

密度所示，較完整的區塊都是屬於農業區的部份且分佈在人口密度較低的南

區及安南區。而中西區及東區都是以小型的公園綠地為都市中主要的綠資

源，由此可得若要提昇台南市綠資源，營造更健康的都市生活環境則需將有

機會轉作使用的農地做更有效的利用方能達到目的。 

 

 

 

 

台南市各分區人口密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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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營建署統計年報 2002 年 

 

 

 

 

 

 

 

 

 

 

於台南市目前在都市整體綠資源的情形做這一步探討，了解目前其分佈

的情況或是使用的狀態為何，再利用統計資料彙整後分析台南市目前綠資源

對健康城市的實踐所展現的危機與契機。台南市之土地使用分區分述如下表

所示： 
表 1：台南市土地使用分區 

 

 

台南市都市計劃區面積為 17,564.56 公頃，而現有的土地使用分區中農

業區占 30.96﹪，是所有土地使用分區中占百分比 高者。由表 5-1 顯示在

台南土地使用分區中，農業區面積相對於其它同樣能提供綠地面積的公共設

施或是保護區而言約大六至七倍。但再與圖 5-2 農業區分佈的情況對照發

現，在台南市南區和安南區的部份是農業區較聚集的分佈，各個行政分區內

更詳盡農地的分佈情形如表 2，而在人口密集的東區則是在機場附近有一塊

規模較完整的農地。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公共設施用地(公園、綠地) 852.32 

保護區 782.49 

農業區 5438.18 

住宅區 3120.53 

商業區 326.06 

工業區 950.09 

水田 旱田 

單期作  區別 總計 
合計 兩期作 

第一期作 第二期作  

東區 109.33 25.28 6.05 - 19.23 84.05 

南區 501.38 146.61 70.20 17.00 59.41 354.77 

西區 - - - - - - 

中區 - - - - - - 

北區 4.85 0.35 - 0.35 4.50 - 

安南區 2,773.85 2,322.49 - - 2,322.49 451.36 

安平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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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1 年台南市行政區耕地面積（單位: 公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2002 年台南市府建設局農林課公務統計報表 
附註：耕地係指實際作為農作物生產之土地，可歸納為水田、旱田二大類其中包括
已登記各種地目及未登記之河川地、海埔地、山坡地及原野地等在內之實際作為農
耕使用之土地。 
 

而目前台南市在對於空氣品質改善、空地植被對空氣品質影響調查都已

有相關的研究成果，而於 2004 年台南市南區及安南區實行之『平地景觀造

林專案計劃』可得知台南市對現有綠資源有益於健康環境改善的重視，詳細

計劃內容分述如下： 

初步執行成果中以逐步迴歸（顯著水準為 0.01 時）分析顯示，喬木

覆蓋面積（-0.384）愈大，空氣品質則愈佳；灌木覆蓋面積（-0.286）

愈大，空氣品質則愈佳。 

由於台南市皆為都市計劃區內的農業區，依林務局表示「目前所推動

之平地造林計畫係針對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為實施對象，都市土地並

不適用」，所以無法得到補助，經過台南市都發局的爭取於 2004 年

四月經建會召開「研商放寬農委會『獎勵造林實施要點』中有關平地

景觀造林獎勵金發放適用用地類別規定事宜」會議結論，但目前台南

市得以專案方式比照平地造林辦法以公有地及其週邊土地試辦，未來

為擴大民眾參與，也將陸續辦理民眾說明會來推動。適用的地區為台

南市南區、安南區之農業區，理由是此二區其性質與一般農業區農牧

用地無異，可在不更改相關辦法下以專案的方式推動，而未來相關的

行政單位則將由台南市都發局以特定範圍內做規劃，由農委會林務局

及台南市建設局共同辦理。  

台南市政府擬以南區和安南區的實施方式為〈1〉積極植樹綠化〈2〉

加強培育苗木〈3〉辦理植樹活動〈4〉鼓勵民間認養。台南市政府

估計包括南區與安南區廣大的農業用地，都市造林後預計效果除可有

效利用農地、紓解農產品產銷失衡現象外，其增加造林地及綠地面積

可達 6,000 公頃以上15。 

 

 

 

 

 

                                                 
15 台南市政府新聞稿，200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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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 82-91 耕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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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台灣現況、相關政策的分析及歸納，本研究假設都市內農地利用方

案之類型可分為三大類，而用於此三類假設方方案套用於實証地區的理由分

述如下：  

假設理由：如統計資料顯示目前耕地面積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台南市內

耕地面積從 82 年 3,604.29 公頃持續呈下降情況到 91 年度的統計值為

3,389.41 公頃。而 91 年台南市耕地面積只占總面積的 19.30﹪。再對應到台

南市 91 度農業區面積共有 5438.18 公頃，由於農委會對於只要能有機會復

耕之農地都計算在耕地面積的範圍內，因此本研究選取實証地區時無法由統

計資料判斷休耕時間長短及是否為廢耕，必須以實際情形研判。 

 

 

 

 

 

 

 

 
 
圖 3：台南市各年度耕地面積變化勢圖 
資料來源：台南市主計處 91 年 
 

 
假設理由：因而假設都市發展現況仍呈擴張狀態及八十四年農地釋出方

案核定後，農地遭到變更作更高強度使用數量增加。 

圖 2：台南市農業區與公園綠地分佈 
資料來源：本研究套繪自成大測量系基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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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理由：參考國外都市林及造林對於環境改善經驗及國內自 86 年開

始獎勵『全民造林』到 91 年『平地景觀造林』政策推動下，再針對台南市

是唯一在都市計劃農業區內得以專案的方式實行『平地景觀造林』的特例提

出探討。 

 

 

選取此區域為主要的實証地區理由為，此區目前使用況狀符合休耕農地

的耕作情形，適用於本研究主要討論實踐健康城市的元素－農地。同時與實

証地區相鄰的鄰近『巴克禮公園』是被喻豐有生態性的公園，若本實証地區

之土地使用方案之選擇則關係了是否能加強東區整個生態性服務及生態多

樣性。再者目前有許多民眾固定會來此地運動、休憩，在本研究者實際調查

期間發展有特定族群每個週未皆會至此運動，且成為一個小型組織定時聚

會。以上所述理由皆符合本研究健康城市對於人類健康環境營造目的之探

討。 

 

 

 

 

 

 

 

 

 

 

 

 

 

 

 

 

 

研究選取目前台南市東區唯一現存的台灣糖業研究所農場為實証地區

（圖 4），目前所有權人為台糖公司，土地使用分區屬於農業區。台灣糖業

研究所農場位於台南市東區崇明里與台南縣相鄰，此區土地面積約有五十一

公頃，目前使用可分為三大類型，分別有季節性的花卉種植、提供民眾焢窯

休閒場所（需收清潔費用）、另外此區域中央種植一整片的大型橋木科植物，

其中樹木之間留下的通道成為民眾健走或赤腳親近土氣的運動區域，以及面

圖 5

中華東路一段 
圖 5 

圖 6 

圖 7 

圖 8 

圖 9 

圖 10 

圖 4：實証地區現況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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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鐵路的西側目前仍有重植大片的甘庶田，其餘面積則是足富有生態性的自

然草原以及天然形成的小生態池。實証地區以東及北邊皆以住宅區為主，南

邊則以生產路和台糖機關用地與部分農業區相隔。由於住宅區的分佈較密集

因而周圍設有公園等開放空間，具有特色是與實証地區相鄰的鄰近『巴克禮

公園』，此公園為台南市重要的生態自然公園，內部有曲橋噴泉、生態池，

雕塑公園及庭園草坪等。 

在健康城市理念下由土地使用觀點切入評估實踐的可行性做分析。 

問卷分為四大部份，第一部份是針對使用者基本的認知程度以對於目

前台南市整體的環境品質做全面性的評估。而在第二部份為使用者偏

好選擇對於受訪者的偏好做檢測。第三部份則是本研究探討重點的假

設之土地使用方案評估，包括保留此區目前農業區使用的情況、此區

農地變更為成都市發展使用（工、商業區或住宅區）及此區農地將轉

作全面造林。針對此三個假設方案假設的情境下得出民眾所願意對於

環境維護而支付的金額。第四部份則是受訪者的基本社經資料。本研

究以詢問民眾對於不同方案給予健康城市環境支持性上願付多少金

額方式是採以支付價值法。即在問卷中列出一連續的支付金額，由受

訪者自行圈選此種方法之優點可避免因起價點不同所造成之偏誤及

有利於事後之統計計算。但該法可能使受訪者受限於買值卡所定之範

圍，較無法切實反應願付價格乃是其缺點。因此本研究訂定以支付價

值卡之價格區間後，同時輔以開放式詢價，若支付價值卡中沒有民眾

能認知的價格則可以選擇開放式的『其他金額』中填寫中真正想支付

之價格，以降低前述所產生的誤差。 

1.問卷試訪 

本研究於正式調查之前為求得正確的支付價格區間，因此先經過樣

本數大於 30 份的試調過程，發出 35 份回收 32 份，得出民眾願付

價格的區間後再於正式問卷時做各項價值上的調整，因此各項價值

是經過先前驗証的。在試訪過程中只在台灣糖業研究所農場的範園

內做訪問，但發現此區固定來此運動的人占相當大的成比例為避免

重覆性過高，有鑑於健康城市是全民的意願表達，居住本實証地區

附近的居民應是 接近、且受影響 大的，因此在不能忽略這部份

民眾對於此綠資源的感知程度及其本身認為的效益考量下，本研究

正式調查的範圍是擴及實証地區與其附近的住戶活動區域（包括巴

克禮公園）共得 212 份有效問卷，如下圖 11 所示紅點即調查人員

的訪談位置。 

2.抽樣方法及無效問卷的判別 

圖 7

圖 9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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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証地區內及巴克禮公園中對於查對象都是以隨機抽樣方式為

主。本研究無效問卷的判別是考量在不同替選方案假設情境下仍皆

選取相同金額會造成本研究 後分析上的偏差，因此，民眾在評選

三大替選方案之目環境價值若不同方案皆選取相同金額者則視為

無效問卷，問卷調查結果有 19 份為無效問卷，此類問卷共有四份

占無效問卷的 47.5％。 

如前述統計資料顯示目前休耕面積增加，因而假設方案一『農地廢耕』；

再者都市擴張發展現況及八十四年農地釋出方案核定後，農地遭到變更作更

高強度使用數量增加，因而假設方案二『農地變更為其他使用』（包括住宅

區、商業區或工業區）； 後以參考國外經驗和國內平地景觀造林的推動下

假設方案三『農地轉作造林』。本研究是在健康城市理念下由土地使用觀點

切入評估實踐的可行性做分析。主要是針對問卷調查中土地使用假設方案效

益衡量之結果分析。 

透過個人願意支付的價格衡量實踐健康成市環境效益，是基於綠資源在

土地利用方案的改善，使民眾享有健全生態體系及對身理、心理皆有益健康

的環境。本研究以問卷架構進行模型的建立。主要研究假設探討『社經屬

性』、『個人感受與環境認知度』二大面，進而分析個人社經背景、個人感受

與環境認知與願付金額多寡的相關性，以做為在不同替選方案主要影響因子

分析，可得知在綠資源實踐健康城市效益中重要影響願付價格之因子。 

本研究抽樣受訪者居住在東區者有 60.17％，年齡集中在 40~59 為

主。而在職業方面則以商、退休等為主。所得分佈則主要在每人每月

收入在二萬元以下。因而得知本研究抽樣到受訪者以中年為主、月收

入不高，進而對於替選方案之不同願付價格之影響是否重要？是否成

為影響實踐健康城市重要之因子做深入探討。 

本研究依據回卷內容羅列影響台灣糖業研究所農場民眾願付金額之

變數，更進一步說明在實踐健康城市替選方案不同方案 重要的影響

因素為何，以提供在實踐方案擬訂及執行過程中的參考依據。為瞭解

民眾對於實証地區在不同土地使用替選方案之意向與評價，及受訪者

對土地使用替選方案各項價值之認知與受訪者的社會經濟特徵，以利

後續實證結果分析更加完整。根據問卷調查回收之資料，經由整理、

編碼、登錄及計分後，透過統計套裝軟體 SPSS 進行資料處理，並

依問卷各部分之內容作相關之統計分析。 

如前述統計資料顯示目前休耕面積增加，因而假設方案一『農地廢耕』；

再者都市擴張發展現況及八十四年農地釋出方案核定後，農地遭到變更作更

圖 11：調查位置圖 

：表示調查人員的訪談位置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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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強度使用數量增加，因而假設方案二『農地變更為其他使用』（包括住宅

區、商業區或工業區）； 後以參考國外經驗和國內平地景觀造林的推動下

假設方案三『農地轉作造林』。主要針對問卷調查中土地使用假設方案效益

衡量之結果分析。 

首先以三大替選方案與各項變數之差異性分析，並且再針對『社經屬

性』、『個人感受與環境認知度』二大面向就本研究統計出之願付金額差異性

做分析。 

綜合方案一『農地廢耕』中不同願付環境價值中注著在於健康城市知

識推廣必須加強在中高年齡層級的受訪者，由於環境保護意識是近幾

年興起，年紀愈長者對於環境的概念無法進步造成環境價值認知上呈

負面影響。再者根據統計結果顯示農地廢耕無法滿足受訪者認為都市

中擁有空間能提供運動健身的開放空間就是人類健康的環境營造之

要素，即受訪者認為農地廢耕並非能提夠相當運動健身的開放空間。 
 

表 3：受訪者對於農地變更為其他使用願付價格迴歸結果表 

方案一『農地廢耕』                    單位:元 方案名稱 
 
各項價值 

（月/人） 

存在價值 遺贈價值 選擇價值 使用價值 

願付價格
wtp 

204.86 209.06 219.10 221.22 

EDU2 76.593 
（2.469） 

MO 0.0000198 
（3.056） 

0.0000442
（7.149）

0.0000456
（7.188）

0.000043
8（7.186）

GE1  55.520
（2.388）

 

NQI  108.412
（2.460）

 

OP    -66.056
（-2.753）

AGE  -2.719 
（-2.371）

-3.525 
（-3.484）

-3.162
（-3.155）

HCP 59.869 
（2.365） 

  50.375
（2.066）

GS 27.077 
（1.97） 

 37.770 
（2.7881）

 

R-square  0.143 0.165 0.227 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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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R-sq 0.128 0.2274 0.217 0.234 

F 值 3.905* 17.844* 22.282* 18.543* 

 

綜合而言方案二農地變更為其他使用重要的影響因素仍以健康環境

為重視，且受訪者認為農地變更為其他使用仍能提供部份鄰里公園對

於環境是有效益，並不會全然否認鄰里公園能帶給受訪者在生活空間

使用上的需求性。在年齡因素是呈負面影響只有反應在選擇價值、遺

贈價值，可見受訪者認為農地變更為其他使用仍能提供部份鄰里公園

是較全面性的認知程度，在現況的使用與存在價值方面都沒有方案一

及方案三在差異性上有顯著的表現。這和台灣目前都以鄰里公園取代

了受訪者對於所有綠資源認知是有相關性存在。 
表 4：受訪者對於農地變更為其他使用願付價格迴歸結果表 

方案二『農地變更為其他使用』           單位:
元 

方案名稱 
 
各項價值 
（月/人） 

存在價值 遺贈價值 選擇價值 使用價值 

願付價格 wtp 127.37 136.25 148.92 145.03 

EDU2 82.057
（4.571） 

   

MO  0.0000138
7（2.633）

 0.0000137
2（2.500）

GE1 51.469
（3.128） 

85.839
（4.325） 

76.361
（2.209）

80.796
（3.918） 

NQI 63.333
（2.016） 

  101.890
（2.606） 

AGE  -3.030
（-3.546）

-3.490
（-1.154）

-3.366
（-3.811） 

WQ  26.006
（2.181） 

  

HCP 43.195
（2.470） 

   

R-square  0.169 0.151 0.051 0.174 

Adj R-sq 0.154 0.136 0.043 0.159 

F 值 11.479* 10.059* 6.189* 11.892* 

 

整體來看方案三『農地轉作造林』在各個價值變數都達一致，表示實

踐農地轉作造林是受訪者認為與健康環境 重要的方案並能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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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效益。變數的相同則有助於時方案推動時能針對年齡較大者進行主

要的活動或培訓教育等增加其參與率，以增進農地轉作造林實踐健康

城市之目標。本區以大多以退休的受訪者來此休閒，而主要活動的區

域約占目前整個區域的十分之一，若全面造林後受訪者會考量到來此

運動休閒的安全性問題因而降低其願付金額，或者年紀較大者認知上

對於全面造林可能留有只是森林而無法親近使用，對於選擇此項使用

而必須減少能運動的空間而造成願付的金額較低。為更深入了解在不

同收入層級是否也同樣呈現年齡越高其願付價格的變化可由附錄六

農地造林各項願付價格年齡及個人月收入之統計表可以得知在年齡

與收入二者變化之關係，確實再次證明同一收入層級內也顯示年紀越

高者願付價格越低。 
表 5：受訪者對於農地轉作造林願付價格迴歸結果表 

方案三『農地轉作造林』               單位:元 方案名稱 
 
各項價值 
（月/人） 

存在價值 遺贈價值 選擇價值 使用價值

願付價格 wtp 243.85 226.80 245.41 247.88 

MO 0.000047
（2.301） 

0.0000384
（5.196） 

0.0000460
（6.539）

0.0000467
（6.760）

AGE -4.120
（-3.692） 

-3.628
（-3.462） 

-4.560
（-4.012）

-3.663
（-3.279）

GE1 59.933
（2.301） 

86.326
（3.530） 

63.265
（2.384）

81.610
（3.130）

R-square  0.214 0.203 0.212 0.219 

Adj R-sq 0.203 0.193 0.202 0.209 

F 值 20.577* 19.313* 20.399* 21.247* 

 

 

後綜合三大替選案針對下列『社經屬性』、『個人感受與環境認知度』、

『是否知道健康城市之推行』三大面向就本研究統計出之願付金額差異性做

分析。 

在三大不同替選方案中年齡及個人月收入等因素影響為 顯著，驗証

本研究假說中不同社經屬性顯示對於土地使用替選方案之環境價值

是有差異性存在。而分析得知年齡越長者應更加強其對於健康環境的

認知度及健康城市活動未來的舉辦上更應注意不同年齡層的參與

率，以達到健康城市全面性推動方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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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感受方面對於全台南市在綠資源感受程度認為越重要者、認為影

響人類健康的環境因素以良好的空氣、水及無噪音的環境 重要影響

因素及認為台南市要實踐為健康城市應 注重噪音減少者都會給予

環境價值越高，即驗証本研究假說個人感受與環境認知度越高者對於

土地使用替選方案之環境價值是有正面影響。 

 

 

由問卷調查結果得知『農地廢耕』方案中使用價值 高， 低的是存在

價值顯示民眾對於目前使用認知上認為農地廢耕是滿意的，但在存在價值的

保留觀點上卻給予較低的評價。『農地變更為其他使用』方案中則以選擇價

值 高表示民眾對該項環境資源的未來需求並不確定但農地必需變更前提

下更唯有選擇價值是 高的，但認為農地變更後的存在價值則是 低。『農

地轉作造林』方案方面民眾給予評價 高的是使用價值，而認為若將造林留

給下一代子孫的遺贈價值卻 低。在各個替代方案中有 高及 低的願付金

額顯示民眾在同一方案中仍有不同的價值認知存在，可由在前述的分析中顯

示各個方案應加強及改變的要素分別會對各項願付金額與相關變數之間相

互影響關係，而對於在推行第三方案農地廢耕時提供應加強部份的依據。 

表 6：三大替選方案與各項願付金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方案一『農地廢耕』 方案二『農地變更為其他使用』 方案三『農地轉作造林』 方案名稱 
 
 
各項價值 

平均值 中位數 標準差 平均值 中位數 標準差 平均值 中位數 標準差 

存在價值 204.86 100 190.84 127.37 100 134.71 243.85 150 218.73 

遺贈價值 209.06 100 198.02 136.25 50 158.95 226.80 150 204.03 

選擇價值 219.10 100 202.55 148.92 100 264.92 245.41 150 222.63 

使用價值 221.22 150 196.67 145.03 100 168.51 247.88 150 219.74 

圖 12：替選方案各項環境價值平均數之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大替選方案之願付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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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大替選方案中以方案三『農地轉作造林』之平均值在、存在價值、

遺贈價值、選擇價值、使用價值都較其它二項方案高，且『農地變更為其他

使用』在各項的願付金額都敬陪末座（參表 6），顯示受訪者認為對於農地

再變更做其它的開發是較於其它二項方案的各項環境價值皆 低。從本研究

對於使用者偏好選擇問項統計顯示認為台灣糖業研究所農場應加以開發利

用做為經濟發展占有效問卷（212 份）的 10.39％，而認為台灣糖業研究所

農場應加以保留此綠資源的占有效問卷（212 份）的 89.61％。可驗証接近

九成的受訪者贊成本研究之實証地區應不做開發而保留綠資源之永續使

用。其中在遺贈價值方面『農地轉作造林』及『農地廢耕』的願付金額平均

值相近表示受訪者認為目前實証地區廢耕的情形與全面造林對於留給後代

使用的價值是相近（見圖 12），但以目前使用和存在的價值再做評量仍是以

農地轉作造林受訪者認為才是能得到較高效益之方案。 

 

調查過程中與民眾的互動頻繁，並且透過調查得知會前來本研究實証地

區之民眾都是以主要運動為主，而焢窯等休憩活動則非常態。因此民眾對於

本研究之實証地區運動的需求與期望都很高，此項可反應在方案一農地廢耕

即是目前現況所分析出的數據，在認為影響人類健康的環境因赤以都市中擁

有空間提供運動健身的開放空間 為重要此項係數為負值，表示受訪者對於

目前的運動使用上有更大的需求性。訪談過程中有受訪者認為本實証地區若

實行全面造林必須考量安全性的問題，目前此區種植樹林的部份占全部面積

約十分之一，但夜晚照明不充足且整區面積廣大都可讓民眾自由進出，一旦

樹林遍佈受訪者表示會降低其使用的意願，因此在實踐農地造林方案時規劃

上應再多納入安全性的考量以符合並增加民眾的使用程度。 

有鑑於目前實踐健康城市之評估仍缺乏環境效益的考量，因而從綠資源

能給予健康城市環境改善效益之評估角度探討不同土地使用替選方案之存

在價值、遺贈價值、選擇價值、使用價值做分析。本研究發現在三大不同替

選方案中年齡及個人月收入等因素影響為 顯著，驗証本研究假說中不同社

經屬性顯示對於土地使用替選方案之環境價值是有差異性存在。在對於實踐

健康城應注意重要的影響項目可由分析得知對於年齡越長者應更加強此年

齡層對於健康環境的認知度及健康城市活動未來舉辦上更應注意不同年齡

層的參與率，以達到健康城市全面性推動方目標。而個人感受方面對於全台

南市在綠資源感受程度認為越重要者、認為影響人類健康的環境因素以良好

的空氣、水及無噪音的環境 重要影響因素，再者認為台南市要實踐為健康

城市應 注重降低噪音者都會給予環境價值越高，即驗証本研究假說個人感



 42

受與環境認知度越高者對於土地使用替選方案之環境價值是有正面影響。 

本研究驗證農地造林對於健康城市有正面的助益，而造林卻限制於政策

目前只適用於台南市南區及安南區，回顧健康城市的實踐應是顧及全市的均

衡發展，因此，除了在南區及安南區可以專案的方式做農地造林的活動，由

目前台南市農業區及公園綠地等綠資源分佈情形來看，西區、北區及中區目

前以公園綠地等組成的綠帶沒有完整或是大面積的綠地，而圖上呈現的情況

也是以點狀為主，沒有行成串聯的系統，有鑒於人口密集區域中各項汙染較

一般人口較少之區域來得嚴重，因此建議在台南其它地區對於綠資源契機之

尋求仍應加強社區的空地綠化及造林等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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