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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坎培拉(Canberra)是澳洲的首都，位於澳洲東南部雪梨與墨爾本之間，根

據澳洲統計局在 2003 年所做的人口普查資料顯示：坎培拉總人口數 322,579

人，現有土地面積為 2340.4km2，人口密度為 137.8 人/km2。坎培拉發展健康

城市的重點包括：1)培養與原住民社區的合作關係，進而改善原住民的健

康；2)促進社區互動，增強鄰里間的關係，特別著重在老人的生理與社會健

康；3)改善交通方式，改善個人健康與環境方面的問題；4)改善青少年的心

理衛生，預防青少年自殺；5)創造健康的工作環境；6)讓醫院成為健康的地

方以及協助醫院成為健康促進醫院網絡的一部分；7)協助學校成為健康促進

學校，重點發展在學校環境的維持；8)透過對商業立法與教育，持續改善菸

草控制，創造一個無菸的環境。 

Canberra is the capital of Australia located between Sydney and Melbourne. 

According to 2003 census data made by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population size was 322,579 in Canberra, and total area was 2340.4km2.The  

Healthy City Canberra Program focused on：1) Developing partnerships with 

Aboriginal communities to improve indigenous health; 2) Promoting and 

enhancing relationships with neighborhoods, especially on physical and social 

health of elderly people; 3) Improving transport for both individuals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gain; 4) Supporting youth to improve their mental health to 

prevent adolescent suicide; 5) Creating healthy work environments; 6)Making 

hospitals healthy places and assisting them to be the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Network; 7) Assisting schools to be health-promoting schools,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the school areas; 8) Improving 

Tobacco Control with continued action on creating Smoke-free areas through 

legislation and education of the business sector. 

 

關鍵字：坎培拉（Canberra）、健康城市（Healthy city）、鄰里（neighbor） 

圖 1：坎培拉位置圖 

http://www.australia.com/si

te_tools/maps/Map_Home_STD1

.aust?JSESSIONID=Bn4GxX22!1

981156205!1105688774137&C=T

W&L=z0 

圖 2：澳洲國旗 

www.portalino.it/banks/bors

a/f/au.gif 

圖 3：坎培拉鳥瞰圖 

http://ihouse.hkedcity.net/

~hm1203/settlement/canberra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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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城市簡介 City Profile 

 

一、 關於澳洲 
澳洲位於南半球地，四季氣候與北半球相反，全澳可分兩個氣候區，北

方屬熱帶，南方各城市屬溫帶。澳洲大陸面積排名世界第 6 位，約為 7,682,300

平方公里，面積為台灣 214 倍。海岸線綿延總計 3 萬 7 千公里，橫跨南太平

洋及印度洋。 

澳洲在西元 1901 年時組成澳大利亞聯邦，西元 1931 年確立自治權，西

元 1939 年 9 月正式成為獨立國。國旗是在組成聯邦時使用，於西元 1954 年

受到公認。這面旗子本來是英國的商船旗，下方有一個綻放 7 道光芒的大星

星，代表澳大利亞的 6 個州與 1 個領土，右邊則是代表南十字星的 5 個顆

星。 

澳洲官方語言以英語為主，全國人口在 2003 年為 20,008,677 萬人，首

都為坎培拉，人口約為 32.3 萬人。澳洲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包括原住

民與來自全球超過一百六十個國家之移民，目前 90%以上人口為白人，原住

民約為 1.7%。 

澳洲產業包括農業、運輸、觀光、和教育等，農業向來倚重海外市場之

銷售，國內產製之羊毛、小麥以及牛肉等均供出口；觀光收入平均每年有

160 億澳元左右，為最大出口項目，預估至 2009/10 年度，觀光收入將可達

300 億澳元；其次為運輸業；國際教育為僅次於觀光及運輸之第三大服務業

出口項目。澳洲政府對於退休、殘障、患病、失業、單親等人士有優渥的社

會福利，政府則以稅收為主，2003 年國民平均所得為 2 萬 4,685 美元。 

澳洲除了首都坎培拉之外，雪梨與墨爾本也是相當重要的大城市。雪梨

(Sydney)是澳洲最大、最古老、最早殖民的城市，也是重要港口所在。儘管

雪梨一開始是流放罪犯的地點，歷時 200 多年，現在成為澳洲大都會、經濟

文化發展的中心。一提到雪梨，每個人的腦海中一定會浮出位於 Bennelong 

Point 的雪梨歌劇院(Sydney Opera House)，歌劇院外觀像是一片片巨大的貝

殼，整整費時 14 年才落成，建築費用更高達 1 億 200 萬澳元。雪梨歌劇院

在今日，如當初的預言：必定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建築物之一。 

墨爾本(Melbourne)是澳洲第二大城市及金融中心，也是維多利亞州的

首府，散發著古英國氣息。1990 年被國際人口行動組織(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評為「世界上最適合人類居住的城市」。自 1804 第一批歐洲移民

抵達至今，歷經約 200 年歷史，古典石材建築仍然維護完整，城市內的公園

綠地占全市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19 世紀的淘金熱潮，為當時的殖民地政

府帶來了大量財富，使政府在這段期間能夠積極建設，鋪設鐵路，修築公路

和水庫，開設工廠，社會結構由農牧轉向工業化，奠定墨爾本在澳洲的重要

地位。 

 

 

排名 病因 死亡率

(%) 

1 癌症 26.5

2 缺血性心臟病 21.9

3 中風 9.4

4 肺部支氣管方

面惡性腫瘤 

5.4

5 慢性呼吸道阻

塞與併發症 

4.8

6 意外傷害 3.8

7 肺炎與流行性

感冒 

3.6

8 糖尿病 2.2

9 動脈微血管疾

病 

2.2

10 自殺 2.1

表 1：澳洲 1998 年 10 大死因 

圖 4：雪梨歌劇院 

http://www.101box.com/bes

t/au_opera.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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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坎培拉（Canberra）簡介 

坎培拉屬盆地地形，北面和西面山巒起伏，中間有一小河，名為莫朗格

洛河 (MOLONGO)。由於坎培拉為首都，因此有許多的政府建築物及相關的

工作，如：國會大廈、高等法院、政府機構、領事館等等…，可說是具有行

政功能的城市。在市中心還有商業、旅遊、居住等功能，尤其有澳洲國立大

學、澳洲科學院、國家圖書館、澳洲戰爭紀念館、國立科技中心、澳洲國立

美術館佇立，因此文化及教育功能也相當顯著。 

（一）歷史文化 

Canberra 是澳洲土著名稱的譯音，其含意為「聚會的地方」。歐洲移

民者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上是在西元 1830 年，然而，坎培拉被命名

為澳洲首都是在 1913 年。坎培拉能夠成為首都的原因，在於當時墨

爾本與雪梨兩大城市勢力相當，皆想成為澳洲首都，而為免兩大城市

因此失去和諧，從人口分布及經濟情況來看，坎培拉位處澳洲東南

部，氣候當然也相當合適，工業區及大城市位於東面沿岸，而農業及

鄉村則在西面內陸盆地，因此居處兩大勢力中間，最為適合成為首都。 

西元 1912 年，澳洲為建設首都而舉行了一次國際性的城市設計

比賽，由美國芝加哥知名建築師葛里芬(Walter Burley Griffin)所設計的

都市計畫圖，在比賽之中脫穎而出。澳洲政府以此設計圖將坎培拉規

劃成一個花園都市，從空中鳥瞰可看到各類幾何圖形，看過的人無不

嘖嘖稱奇，其城市的設計是世界公認的成功典範。葛里芬的傑作，讓

今日的坎培拉到處都是公園與花園的設計，人口雖然僅有 32 萬左

右，但坎培拉卻是舉世聞名的國際都市，並且有「花園都市」之美名。 

「花園都市」的由來：據說凡是購買新房子的住戶，可獲得坎培

拉市政府發給住戶一套不同種類的樹苗、花卉，因此，每一個新住戶

的前後院都種植著不同的草木，還有一片綠油油的草坪，上面點綴著

各式各樣的花朵。每逢假日，全家大小總動員，整理種植的花草樹木，

連總理夫人也不例外，因此能夠獲得「花園都市」之美譽，政府為了

保留美景，也因此限制了一些會破壞環境活動的發展，如：工業。 

（二）地理氣候 

坎培拉(ACT)位在新南威爾斯州(NSW)境內，共分為兩區，一是位在

NSW 南泰伯爾蘭鄉下的首都坎培拉，另一是位在 NSW 南岸的澤維斯

灣(Jervis Bay)當作首都的港口。但是，當澳洲人提到 ACT 時，多指為

坎培拉區，而非澤維斯灣。坎培拉區內，多為山區或丘陵地，發展空

間也受到環境的限制，大量的土地都規畫為公園與公共廣場。因此特

區雖貴為全國首都，但有著相當鄉村的感覺，整個區域多山，綠化情

形良好，四周還有一些鄉舍與小鎮。ACT 也是澳洲各州及行政區中

最小與最新的一區，本身無海岸線。因其地形的特色，在短短的時間

內，被現代建築技術創造成滿佈綠地華廈的新首都。街道按幾何圖形

規劃，大量空間及園林景色，保留山坡上的植物，每一區有自己的中

總人 

口數 

322,579 人 (2003) 

土地 

面積 

2349.4 平方公里 

人口 

密度 

136.8 人/平方公里

年平均 

收入 

$36,831 (2002) 

表 3：坎培拉概況 

圖 5：墨爾本大洋路 

http://www.anyway.com.tw/spo

t/country.asp 

圖 6：澳洲戰爭紀念館 

http://www.101box.com/au_c

anberra/canberra_tourism.p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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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點作低密度發展等等。全年陽光普照，但四季天氣卻各具特色，三 

月至五月是秋天，氣候溫和，樹葉呈現一片金黃；九月至十一月是春

天，天氣暖和，花草樹木色彩繽紛，充滿朝氣；六月至八月是冬天，

雖然天氣寒冷，但是給人一股清朗的感覺。 

（三）人口資料 

根據澳洲統計局在 2003 年所做的人口普查顯示：坎培拉總人口數

322,579 人 ， 自 1996 年 起 增 加 4.2% 的 人 口 ， 現 有 土 地 面 積 為

2340.4km2，人口密度為 137.8 人/km2，粗出生率為 12.50%，粗死亡率

為 4.3%，個人每星期平均收入從 1996 年$430 增加到 2001 年$543，增

加了 26.3%，顯示經濟的成長。 

 

 

 

 

 

 

 

 

 

（四）交通發展 

巴士是當地居民主要的大眾運輸工具。當地街道相當寬敞，有利於一

般汽車駕駛者的行駛，也很少有交通事故的發生。在這裡，有許多腳

踏車道和美麗的風景，對自行車的騎乘者，利用腳踏車當交通工具也

是相當不錯的選擇。 

表 6：勞動人口主要交通工具利用(2001) 

  公車 卡車 
汽車 

(為駕駛者)

汽車 

(為乘客)
腳踏車 摩托車 步行 

男性(%) 4.4 2 64.9 5.6 2.8 1.2 3.9 

女性(%) 4.8 - 54.2 10.5 1 - 3.2 

 

（五）職業概況 

由表中可看出坎培拉的居民多從事政府行政與國防的職業(23.9%)，其 

次是房地產與商業(14.7%)，第三為貿易(14.2%)。較特別的是，在健

康及社區服務方面，女性所佔的比例特別高(13.5%)，也是女性從事第

三高的職業。 

 

 

 

年齡 總人口
總人口百

分比(%)

0 - 14 65,577 21.2

15 - 24 49,856 16.1

25 - 44 97,364 31.5

45 - 64 70,712 22.9

65+ 25,675 8.3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年齡

人
數

男性人口

女性人口

總人口

表 5：坎培拉年齡分佈概況折線圖 

表 4：坎培拉年齡分佈狀況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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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001 年坎培拉勞動人口職業分布概況 
 
 
 
 
 
 
 
 
 
 
 
 
 
 

表 8：坎培拉勞動人口就業概況 (2001) 

      

 

 

 

 

貳、坎培拉健康城市計畫 Healthy City Canberra Project 
 

澳洲健康城市起源於西元 1987 年，首先由三個城市為計畫先驅。坎培

拉(Canberra)為其中健康城市計畫先驅之一，另外兩個城市分別為伊拉瓦那

（Illawarra Region）與諾倫佳（Noarlunga）。 

 

第一階段：西元 1986-1992 年 

1987 年成立跨領域指導委員會，包括藝術、社區健康服務、媒體、教

育、社會服務、勞工及貿易、移民團體、民族團體、私人工業、醫療、城市

管理、社區健康等組織。1989 年，坎培拉建立自治政府，開始著手進行健

康城市計畫，計畫時間為期三年，首重兩個目標：(1)鼓勵民眾參與社區與

健康計畫。(2)鼓勵制定決策者共同合作關於政策影響社區的福利方面。坎

培拉健康城市在第一階段有不同的發展步驟，先驅計畫期（pre-pilot）、建立

及回 顧期（ establishment and review ）、整合 期（consolidation）、轉移 期

（transition）。在這三年期間，出現不少問題，包括：在城市管理和社區中實

行健康城市概念，定義社區以及對其有高度期望時所出現的問題。 

先驅計畫期：由官方工作團隊、支持的社區民眾、及坎培拉社區健康協

會接受任務，之後名為坎培拉健康機構(ACT Health Authority)和其它主要坎

  勞動人口數(人) 就業率(%) 失業率(%)

男性 88,670 72.6 5.8

女性 80,917 64 4.4

圖 7：www.who.int/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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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拉代表機構。先驅計畫主參加者來自於社區民眾、各領域專家學者。計畫

內容根據市民的意見，著重在 7 大領域： 

1. 營養 

2. 一個乾淨的環境 

3. 社會及經濟上的平等 

4. 社區間良好的互動(整合及支持性網絡) 

5. 便利的大眾運輸 

6. 娛樂設施與場所(公園、慶祝活動、戶外活動) 

7. 鄰里安全 

建立及回顧期：指派一名協調者，建立跨領域指導委員會，透過工作隊

針對幾個特定領域發展，並為小型計畫成立工作團體，包括建立評價團體。

這個時期的經費是直接透過坎培拉健康機構所撥款，其最重要的工作在

Ainslie 較古老的郊區成立辦公室。一年之後，回顧過程的發展與管理結構，

整合早期工作內容。 

整合期：由管理經濟的改變開始，轉由由社區小組以及坎培拉社區健康

協會處理資金、並持續提供坎培拉健康機構資源。新管理機構由 16 個參考

委員會代表，增加每日負責項目的範圍。這個新結構使得在社區中的工作計

畫，能夠更有效率地進行。 

轉移期：此時期在使用聯邦基金的最後幾個月，期望確保建立健康城市

的概念在政府單位與城市民眾生活之中，特別是能夠達到公眾、私人、社區

的整合發展。 

在 1987 年到 1992 年，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城市的原則，創始國際健

康城市運動的一部分，也就是建立了自願者的網絡系統。最後因資金提供不

足，使得之後計畫無法相當順利推行。 

第二階段：西元 1998-2000 年 

1998 年 9 月，ACT Minister for Health 正式成立健康城市坎培拉辦公室，

協調者為 Mr. Michael Sparks，第二階段的健康城市計畫預計在 2000 年 6 月

完成。健康城市坎培拉的所有成員，有兩個主要目標：1.希望能使坎培拉成

為健康城市；2.在坎培拉舉辦一個健康城市的正式研討會。 

（一）參與部門 

參與坎培拉健康城市計畫的單位眾多，是跨部門的合作。包括政府部

門、教育單位、非政府組織 等等。 

 政府部門 

1. 坎培拉健康與社區照護部 (AC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Community Care)： 

(1) 坎培拉醫院 (The Canberra Hospital) 

(2) 基督教醫院 (Calvary Hospital) 

(3) 坎培拉社區照護 (ACT Community Care) 

2. 坎培拉城市服務部 (ACT Department of Urban Services)： 圖 8：www.who.int/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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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劃地政管理 (Planning and Land Management) 

(2) 坎培拉環境管理 (Environment ACT) 

(3) 坎培拉城市公園管理 (Canberra Urban Parks and Places) 

3. 坎培拉教育與社區服務部 (AC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Services)： 

(1) 運動休閒事務處 (Bureau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4. 坎培拉主要首長行政部 (ACT Chief Ministers Department) 

5. 健康及老年照護福利部 (Commonwealth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d Care) 

 教育單位 

坎培拉大學 (University of Canberra) 

 非政府組織 

1. 心臟基金會 (The Heart Foundation)  

2. 坎培拉癌症協會 (ACT Cancer Society)  

3. 坎培拉健康促進部 (ACT Health Promotion Board)  

4. 年輕人支持網絡 (Young Mens Support Network/Woden Youth    

Service)  

5. 坎培拉健康團體 (Fitness ACT)  

6. 坎培拉與南半球地區自然資源保護協會(Conservation Council of  

Canberra and the South East Region) 

7. Tuggeranong 社區藝術協調會 (Tuggeranong Community Arts 

Council)  

8. ROCKS ACT 社區委員會 (ROCKS ACT Community Precinct 

Committee)  

9. 複合社區組織 (Multipl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re consulted) 

（二）計畫內容 

坎培拉健康城市計畫主要由四個場域來進行，包括：鄰里、學校、工

作場所和醫院。計畫重點包括 1)培養與原住民社區的合作關係；2)

促進社區互動；3)改善交通方式；4)改善青少年的心理衛生；5)創造

健康的工作環境；6)協助醫院成為健康促進醫院網絡的一部分；7)協

助學校成為健康促進學校；8)創造一個無菸的環境。 

1. 培養與原住民社區的合作關係，進而改善原住民的健康 

原住民有著健康上的不平等，這項問題不僅存在於坎培拉，其他

地方亦然。原住民許多問題都比非原住民地區嚴重，例如：傷害；

菸酒藥物使用；糖尿病、心臟血管及循環系統疾病；心理精神衛

生；中毒等等。因此在這個計畫 (Aboriginal & TSI Regional Health 

Plan)當中，希望對原住民社區提供直接健康的服務，並且使這些

服務更有可近性，並且提供文化上適當的服務，協助社區重申他

們在原有文化中的角色。 

圖 9：www.who.int/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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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計畫由坎培拉健康與社區照護部、健康及老年照護福利

部、坎培拉原住民與托立斯海峽居民委員會、社區控制組織的投

入，特別是透過坎培拉原住民與托立斯海峽居民委員會健康論

壇，計畫成功主要在於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間的共同協調合作下，

才能有所成效。 

2. 促進社區互動，加強鄰里間的關係，特別著重在老人的生理與社

會健康 

促進健康的鄰里計畫(Promoting Healthy Neighborhoods)，主要是加

強鄰里間的網絡連結，使用三個方法進行：一系列的社區教育會

議；在社區中成立公開討論的場所；出版與教育會議和論壇資訊

相關的刊物。 

社區老人健康照護相關計畫(Community Aged Care Packages 

Program)，提供對於生活在低水平住宅、身體虛弱老年人的關心。

採用個案管理方法，注意這些需要關心的老年人。這項服務相當

有彈性，能符合個人需求，包括個人照護、協助準備飲食、 家庭

幫助和協助交通。 

3. 改善交通方式，改善個人健康與環境方面的問題 

多運動，才能讓身體健康，但常常一些環境因素造成知易行難的

情形出現，譬如沒有安全的道路讓人散歩、騎腳踏車等，因此，

在坎培拉健康城市計畫中，這一個議題不單是屬於健康的部分，

還包括運輸、環境、城市、社會計畫，因此在 1999 年成立 Supportive 

Environments for Physical Activity Group (SEPA)，致力於改善環境的

問題。 

然而，砍培拉希望居民能夠以步行的方式當作一種交通工具

並且達到放鬆，支持政府所倡導的計畫。ACT Greenhouse Strategy

建議改變居民旅遊的交通方式，Ex.發行一份組合包，包括可使用

的免費車票、遮陽帽一頂、腳踏車折價卷等等，希望居民少使用

私人交通工具外出旅遊，方法執行之後，大約降低 10%的汽車使

用率。 

4. 改善青少年的心理衛生，預防青少年自殺 

         坎培拉健康指標(Health Indicator in the ACT)指出：在 1989-1996 年， 

坎培拉有 51 位 15-24 歲的青少年自殺，其中 42 名為男性青少年。

由此顯現，青少年的自殺預防相當重要。因此坎培拉健康與社區

照護(ACT Health and Community Care)制定政策包括： 

初級預防：加強青少年的韌性與智慧，提高他們對家庭、社區、 

學校之間的聯結；減少青少年在家庭、學校、社區自殺的方法； 

等等… 

早期介入：支持有自殺風險的青少年，如：支持受到性攻擊的受 

害青少年；支持有特殊需要的青少年；支持物用酒精與藥物的青 

圖 11：心臟基金會社區健走活動

http://www.who.int/archives/

world-health-day/australia.p

df 

圖 10：原住民圖騰 

http://www.health.act.gov

.au/c/health?a=da&did=100

07978&pid=105348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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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等等… 

介入：藉由警察、家庭、精神健康服務、家庭、其他支持性團體 

來做干預管理的角色，處理企圖自殺的青少年；並加強其溝通技 

巧； 

後期介入：減少目擊自殺者的青少年之自殺意圖等等… 

資訊與溝通：改善社區及服務提供者資訊分享、鼓勵可信賴的媒

體報導青少年自殺。 

整合、計畫、與評價：計畫、整合青少年自殺活動的諮詢架構組

織；改善自我傷害、自殺周邊現有服務認知；訂定一領導機構處

理自我傷害與自殺相關事件；評估政策的進展、過程與結果。 

5. 創造健康的工作環境 

這一項為期三年的健康促進工作環境先驅計畫(Health Promoting  

Workplaces pilot program)由 Healthpact、坎培拉社區照護(ACT  

Community Care)與都市服務部門(Department of Urban Services)。在 

此期間期望這一項計畫內容能夠在健康促進工作場所中發展成一 

套模式，實行橫跨 ACT 公共服務中，更可能讓它普及化。 

6. 讓醫院成為健康的地方以及協助醫院成為健康促進醫院網絡的一

部分 

主要由兩家坎培拉醫院發展並執行健康促進醫院計畫，並且建立

地方健康促進醫院網路包括在坎培拉地區的健康照護場所。醫院

所執行的健康促進計畫包括：教育患者與他們的家庭受雇者和民

眾健康相關之問題；健康促進研究和評估；適應醫療保健服務；

讓醫院的所有活動可創造一個健康促進環境和機構。 

7. 協助學校成為健康促進學校，重點發展在學校環境的維持 

這項計畫主要由 Healthpact 負責，為期三年的計畫。透過教育部和

社區服務，使用這項模式在政府教育體制之內。健康促進學校模

式提供一個重點在於各方面之間的互動，包括課程、教學和學習，

學校合作和服務、學校組織、性格和環境。這樣的模式代表一個

促進健康的方法，包括在生理, 心理, 社會和環境方面之間對於健

康方面的連結。 

這個模式鼓勵家庭和照顧者的介入以及學生的主動參與，促

進知識和終身與健康有關的技能。並連結地方衛生服務，著重學

校的生理和社會環境，並且為學校職員提供一個正面和支持的工

作環境。 

8. 透過對商業立法與教育，持續改善菸草控制，創造無菸的環境 

在 1999 年至 2003 年，澳洲有一項國際香菸政策(National Tobacco  

Strategy)，結合了政府、非政府以及社區組織，這項政策主要目標

有四： 

(1) 防止非吸煙者吸入二手煙，特別是小孩與青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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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減少煙製品使用者的人數 

(3) 減少使用者暴露菸草產品之後影響健康的後果 

(4) 減少吸煙暴露 

而坎培拉政府為了促進公眾健康，制定了兩項法規： 

(1) The Tobacco Act： 

主要目的有二： 

a. 減少民眾暴露於菸害以及香菸的商業廣告； 

b. 減少香菸產品的使用，特別是針對年輕族群。 

(2) The Smoke-free areas Act： 

為了促進公共衛生，減少環境的菸害暴露，促進公共衛生減

少對環境煙的暴露，制定許多公共場所禁止吸煙，包括：(a)

購物中心 (b)餐廳、咖啡廳 (c)俱樂部 (d)學校 (e)商業貿易場

所 (f)社區中心、教堂 (g)電影院、圖書館、博物館 (h)公車、

計程車、船上 (i)青年旅社、療養院、複合式居住場所 (j)飯店、

汽車旅館 (k)運動及娛樂場所。 

（三）舉辦健康城市正式研討會 

2000 年 6 月 26-28 日於坎培拉舉行 Australian Pacific Healthy Cities 

Conference，這個研討會的舉行有三個主要目的：(1) 對於來自不同領

域，對健康城市感興趣的參與者，促使他們在社區健康發展和生態永

續方面的資訊與發展過程能夠傳遞出去；(2) 提供實行技巧發展的機

會；(3) 提供澳洲太平洋地區健康城市的討論平台。  

 

參、討論 Discussion 

 

1987 年澳洲有三個城市首先進行健康城市先驅計畫，坎培拉為其中之

一，在第一階段中，由於資金不足，使得先驅計畫無法順利進行，然而在此

階段當中，以渥太華憲章為目標，加強各部門整合、社區民眾參與。直到

1998 年才正式成立坎培拉健康城市辦公室，開始第二階段健康城市計畫，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全民健康策略的指導原則之下，健康城市坎培拉依然採取

了跨部門合作與社區參與的策略。 

在坎培拉健康城市計畫當中，特別是在交通方面，台南市可藉此參考。

由於坎培拉的交通路線發達，許多人的交通方式是使用私人交通工具，政府

為了減少汽車對環境所造的污染，鼓勵民眾使用大眾運輸工具，而 ACT 

Greenhouse Strategy 建議居民改變旅遊的交通方式，Ex.發行一份組合包，包

括免費車票、遮陽帽一頂、腳踏車折價卷等等，希望居民減少使用私人交通

工具外出旅遊，執行之後，大約降低 10%的汽車使用率。對於台南市來說，

雖然沒有便捷的大眾運輸系統，但是以騎乘腳踏車作為交通工具也是相當方

便，或許，台南市也可以仿照坎培拉的計畫，發行一份旅遊組合，鼓勵當地

民眾或是外地遊客減少使用私人交通工具，鼓勵大眾多走路、騎乘腳踏車觀

Age Prevalence (%)

14-19 16.7

20-29 31.9

30-39 27.0

40+ 17.5

表 9：坎培拉居民抽菸盛行率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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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沿途享受府城的美景與從容的生活氣息，不僅可以達到運動效果，也能

夠維持台南市的空氣品質與生活環境。坎培拉屬於＂被規劃好＂的都市，因

此為了保護城市環境與景觀，在城市內限制某些產業活動發展，是一少數健

康城市的特例。 

在搜尋與研讀坎培拉健康城市計畫資料時，作者也學習到下列心得：(1) 

發展健康計畫在各階層是有壓力的，假如有不充分的支持會使過程緊張；(2)

設法參與資源不足但確是必須的社會改革工程是一個難題；(3)健康城市激

發高度期盼，希望可以改變結構面及長期制度等，進而顯現出成果；(4)讓

市民有＂放棄使用＂的概念、讓計畫＂順利進行＂，對健康城市計畫團隊來

說也是一項難題；(5)健康城市需要透過當地政府及組織積極行動；(6)需要

澄清社區與官方成員的關係—誰才是＂真正的社區民眾＂？(7)坎培拉健康

城市行動有正面效果，也帶來一些反彈，例如：在郊區設立療養機構。(8)

健康城市應記錄發展議題的過程，包括：透過指導原則下適合的理念其計畫

的優先順序。(9)對於鄰里關係的連結，如何促進社區間的互動，也是長期

以來重要的議題。現代人疏離感越來越強烈，如何能將最基本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網絡建立起來，讓我們的社區增加互動，也正在考驗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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