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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鹿特丹(Rotterdam)為荷蘭第二大城市，面積為 1193 平方公里，根據普

查顯示 2004 年人口約 599,544 人，人口密度約為 502.6 人/平方公里。於 1988

年，加入 WHO 歐洲健康城市，開始進行健康城市計畫。鹿特丹擁有全世界

第一大港鹿特丹港（迄 2004 年），周圍擁有煉油、化工、造船業，因此有嚴

重之噪音、污染及交通問題。鹿特丹有許多外來人口，這些外來人口原本從

事與港口相關之工作，由於機械自動化，1980 年代開始失業率攀升，造成

貧富差距愈來愈大，產生健康不平等問題。因此鹿特丹之健康城計畫著重於

健康不平等與空間計畫，以改善不平等關係及居住環境。 

Rotterdam is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in the Netherlands . According to 2004 

census data made by the Statistics Netherlands (CBS), the population size was 

599,544 in Rotterdam, and total area was 1,193km2. In 1988, Rotterdam joined 

the Healthy Cities Movement. Rotterdam has been one of the largest ports in the 

world, and there are many industries near the port such as oil refineries, chemical 

industries etc. These industries had been sources of many problems such as noise, 

pollution, and traffic. Many ethnic minority groups worked in Rotterdam 

metropolis, however, with more automation equipments brought to the 

workplaces since 1980s, many ethnic minority laborers lost their jobs, and 

inequalities among ethnic group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Rotterdam 

Healthy City Project, it focused on the health inequality and spatial planning in 

order to reduce inequality and upgrade living conditions.   

 

關鍵字：荷蘭（Netherlands）、健康城市（Healthy city）、鹿特丹（Rotterdam） 

圖 1：荷蘭地圖 

http://www.webticket.com.t

w/Tour/Tour.asp?TN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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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城市簡介 City Profile 

 

一、 關於荷蘭 
（一）歷史 

荷蘭（Holland），又名尼德蘭（The Netherlands），全名是 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 王國。其中 Nederlanden 在荷蘭語是表示低地的意思。

含括的領域有荷蘭本土、荷屬安地列斯(The Netherlands Antilles)的加

勒比海群島及阿魯巴(Aruba)；本土共有 12 省。於 1648 年脫離西班牙

獨立，在十六、十七世紀時代歐洲各國積極爭奪海上航權的時代，荷

蘭脫穎而出成為北海沿岸勢力最強的代表。 

（二）地理環境 

荷蘭位於西歐，東鄰德國，南接比利時，西部及北部瀕臨北海，首都

為阿姆斯特丹，政府所在地及行政中心位於海牙，面積 41,864 平方公

里。國土以烏特列支（Utrech）為中心，分為東西兩半，除東南一帶

山丘最高海拔 300 餘公尺外，全境地勢低窪，低於海平面之土地有

7,349 平方公里，約佔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一，故素有「低地國」之稱；

沿海堤防長達 2,414 公里。 

（三）氣候 

荷蘭位於北緯 51 至 54 度，屬海洋性氣候，冬溫夏暖，由於大西洋東

岸暖流經過，緯度雖然高卻不會很寒冷，但由於北海岸風力甚強，所

以天氣多變化，每日都必須準備雨具。一年之中，六月至九月氣候最

為溫和，一月平均氣溫為攝氏 1.7 度，七月平均氣溫為攝氏 17 度。 

（四）人口分佈 

2004 年人口約 1,630 萬人，人口密度每平方公里約 449 人，為歐洲之

冠，人口最稠密地區在西部四大城市阿姆斯特丹、鹿特丹、海牙及烏

特列支。荷蘭的人民，有超過 95%是日爾曼人和高加塞爾特人的後

裔，其他為印尼人、蘇利南莫人和摩洛哥人等。在人口年齡層分佈上，

0-19 歲佔 24.5%, 20-39 歲佔 28%, 40-64 歲佔 33.7%, 65 歲以上佔 13.8%。

荷蘭全國在 2003 年國民平均餘命為 78.8 歲，男性為 76.4 歲，女性為

81.1 歲。 

（五）語言及宗教 

政治體系是君主立憲制，荷蘭語(Dutch)為官方語言，英語也能通行。

在宗教信仰部份，31﹪為天主教、21﹪為荷蘭改革派、5.5%回教、2.5

﹪為屬其他宗教、40﹪無特定宗教信仰。 

（六）產業概況 

荷蘭極為仰賴進出口，每年進出口總值幾乎與國民生產毛額相等。

主要貿易夥伴為歐盟之成員，其中又以德國為最大市場，比利時、

英國與法國居次。根據 2003 年之統計，荷蘭出口總值達 2,651 億美

元，進口總值達 2,312 億美元，進出口總值為 4,963 億美元；主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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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產品為機械及運輸設備、消費性電子產品、礦物燃料及潤滑油、

光學設備、化學產品、食物及活動物、辦公室及資訊處理設備、原

料及半成品之工業產品、電機產品、自動資料處理機、原油及相關

產品、石化產品等。主要貿易國為歐盟各國、美國及日本等。具發

展潛力之產業為運輸配銷、資訊電子、生物科技、金融保險、農產

加工、園藝花卉、化學工業、環保器材。 

愛花的荷蘭人不僅種花，今日的荷蘭已是全世界最大的鬱金香與

球莖花卉出產國，全球 2/3 的花卉由荷蘭輸出。境內有將近２萬公頃

的土地是種植球莖的農地，當然有半數以上是種植鬱金香，其他花卉

則包括百合、風信子、水仙、劍蘭等等。每年荷蘭要出口超過２兆顆

的球莖到國外，大部分是出口到美國、日本與德國。另外，荷蘭國內

需求的球莖數量也高達１兆顆。花卉不但妝點了荷蘭的美麗，也為荷

蘭賺進大筆的外匯。每年４月中旬，庫肯霍夫公園（Keukenhof）的

鬱金香盛開，是最吸引觀光客的季節。而在阿斯米爾（Aalsmeer）設

有全球最大的鮮花拍賣場。 

荷蘭擁有原油及天然氣之自然資源，北部格羅寧根（Groningen）

周圍的天然氣是歐洲第二大產地，僅次於挪威。主要工業為金屬、機

械、化學、煉油、鑽石加工、電子及旅遊等。主要農產品為燕麥、馬

鈴薯、甜菜、水果及花卉，另畜牧及養殖業亦極興盛。 

2001 年荷蘭的平均國民所得為 23,400 美元，相當於 72 萬台幣。

失業情況方面，2003 年荷蘭全年平均失業率高達 5.3%，正式登記失

業人口為 396,000 人。2002 年健康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百分比為 9.1%。 

表 1：2003 年荷蘭的經濟產業及其在國內生產毛額所佔比例  

產業別 GDP 國內生產毛額所佔比例（單位%） 

農業及漁業 3

建築建設 2

工業 36

服務業 50

公共行政 9

總合 100

 

由於歐洲已施行單一市場化，荷蘭因為具有先進的電信網路、稅

務與關務，簡明有效率，且有 24 小時的自動化通關作業；港口多，

空運鐵路貨運皆發達；內河航運便利，成為歐洲的物流中心。 

自行車道：荷蘭在 20 年前才開始興建單車專用道，至今單車專

用道長逾一萬七千公里，全境 300 多個車站也提供居民攜帶單車隨行

運輸的服務。單車道路網有三種，市區道路、郊區道路及兩條東西南

北向長途國道，於 1989 年建造長達 270 公里的國道 LF1，由最北的

圖 2：鬱金香 

http://www.wcn.com.tw/euro

pe/ho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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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 Helder 城市到比利時邊境，於 1995 年續建長達 470 公里直通法國

西北部 Boulogne-sur-Mer. 第二條東西向國道從海牙到最東省城

Enschede（是最近德國邊境區）有 250 公里長。多元規畫單車道路系

統，提供良好、詳盡的自行車路線圖。獨立的單車道路系統，大部分

於主幹道旁，另區隔自行車專用道，其他車種及行人禁止佔用。夜間

騎乘單車需開車燈與反光燈，即需備有前置白燈及紅色反光尾燈，同

時於踏板及兩側車輪亦須有反光條裝置。在荷蘭現共有 1,780 萬輛私

人自行車，84%的荷蘭人擁有至少一輛以上的自行車，若以荷蘭 640

萬戶數而言，平均每戶擁有將近三輛自行車。 

二、 鹿特丹簡介 

（一）歷史背景 

鹿特丹（Rotterdam），位於荷蘭的西南方，是荷蘭的第二大城市，為

萊茵河的來克河分流。鹿特丹的名稱於 1283 年首次在荷蘭的歷史中

提及，那時不過是一個濱海的小漁村，但到 1340 年時，它已逐漸形

成為城市，到十六世紀成為全荷對外貿易與船舶停靠的中心。第二次

世界大戰時，鹿特丹因遭德軍的轟炸而全毀，鹿特丹人從瓦礫中重建

起別具風格的建築，廣受世人所矚目，被認為是現代建築的實驗場，

宛如一座開放式的摩登建築博物館，讓人驚嘆各種型式的文化豐富了

城市的風貌。鹿特丹會固定舉辦「鹿特丹國際建築雙年展」，是一項

二年一次的國際建築展，2003 年首辦即在國際間贏得熱烈的回響與

認可，以「研究」為精神的展覽型態，為環境的永續經營、都市空間

的再造以及新建築美學的探討開創嶄新且開放的討論空間。 

（二）人口統計資料 

根據 2004 年統計顯示，鹿特丹總人口數約 599,544 人，面積有 1,193

平方公里，人口密度約 502.6 人/平方公里；其中移民人數佔鹿特丹總

人口的 46%；2005 年家戶數為 285,933；2002 年低收入人口佔 55%；

2004 年勞動人口為 302,615 人、失業率 14.2%。 

（三）產業概況 

鹿特丹港口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十七世紀時它是全荷蘭第二

商業大城，1872 年時，由於完成了西通北海的運河且有計畫的擴建，

港區面積 80 多平方公里，海輪碼頭岸線長 56 公里，使它成為西北歐

門戶，目前為北歐的第一大貿易港，港口年吞吐量超過 5 億噸的記

錄，居世界第一大港的地位，直到 2005 年為中國上海取代。鹿特丹

港之所以成為世界第一大港，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緊臨經濟發達

的西歐國家，特別是德國的興起為鹿特丹港提供了天然的經濟腹地；

第二、歐洲共同體的建立，減少了國家間的屏障，使國際間的往來密

切；第三、荷蘭本國工業的迅速崛起；第四、綜觀鹿特丹 500 公里的

半徑範圍內，居住著近二億高收入的人口，產業和人口的密集程度超

過世界任何工業區和大都會區；第五、有利的地理環境是鹿特丹港快

年齡 人數 
百分比

(%) 

<5 36,310 6.1

5-9 32,746 5.5

10-14 34,289 5.7

15-19 35,962 6.0

20-34 148,810 24.8

35-54 165,957 27.7

55-64 59,175 9.9

65-79 60,706 10.1

>79 25,589 4.3

表 2：2004 年中口結構 

圖 3：立體方塊屋 

http://www.ettoday.com/2001/

06/18/806-4929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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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發展的重要原因。鹿特丹是荷蘭的交通樞紐，鐵路、公路縱貫東西

南北。鐵路通往西歐各國各主要大城市，公路也是如此；水陸交通融

為一體，確保了鹿特丹的重要地位。 

鹿特丹旅遊業、煉油、化工、造船等工業發達，港口建設和管理

有豐富經驗。市區由 4 條河底隧道連接。鹿特丹市年產值約佔荷蘭國

民收入的 13％，有荷蘭經濟的「發動機」之稱。世界貿易中心(World 

Trade Center) 設於此。 

 

貳、鹿特丹健康城市計畫 Healthy City Rotterdam Project 

 

一、緣起 
    鹿特丹市為一人口密集及擁有豐富經濟活動的城市。市民居住區與煉

油、化工、造船業等重工業為鄰。經濟活動不僅帶來福利，同時也帶來煩惱。

居民因無法忍受空氣污染、噪音等，經常向環境及健康的行政機構抱怨。交

通問題，也是鹿特丹居民的另一大煩惱。 

鹿特丹有許多外來人口從事與港口相關的工作，外來人口以土耳其

(Turkey)、摩洛哥(Morocco)及蘇利南(Surinam)居多。1980 年代，科技發達、

機械自動化使得原本港口從事較低階工作的人，因而失業，如搬運工，導致

失業率開始攀升，同樣的，也使得鹿特丹市各族群間貧富差距愈來愈大，社

會不平等之關係也因應而生。 

1980 年代晚期，當地政府開始積極推動都市改造計畫，計畫內容包括

經濟、城鎮空間與社會改造策略，目標為減少社會不平等關係及改善居住環

境。1988 年，成立社會革新委員會(Social Innovation Commission)，在這段期

間社會革新政治的需求逐漸成長，也造成鹿特丹健康服務部門吸收了一些健

康面向較寬廣的看法，所以在 1988 年就有第一個政策計畫出現。1989 年「新

鹿特丹—一個健康城市」（The New Rotterdam–a healthy city）的計畫因而產

生，是由社會革新委員會推動。推動之項目包括解決健康不平等、增加就業

機會、針對低收入人民老人及小孩的健康照護及社區發展等公共衛生政策與

都市重健計畫。 

二、改善健康不平等的三大政策 

    鹿特丹有較高老年人口比例、失業率及外來人口，根據其鹿特丹 REBUS

系統的資料，貧窮地區較富裕地區之平均死亡年齡提早六年、擁有良好健康

情況之年數少 16 年，因此在健康策略上，優先考量族群及地區間之健康不

平等，有三大政策。 

（一）健康教育者（Health Educators） 

外來移民者之婦女多數居住在鹿特丹較為貧困的地區，有時候一些健

康服務無法照顧到這些少數族群之婦女，主要原因是語言溝通的障

礙。於是鹿特丹在 1988 年就開始實施一個健康教育者的計畫，主要

的訓練對象最初為懂荷蘭語之少數族群婦女，設計健康知識及議題的

圖 4：鹿特丹港 

http://science.yam.com/ocea

n/exploit/exp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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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包括荷蘭的健康系統、健康問題及健康行為等，利用這個

課程教導她們相關的知識，引導她們將這些知識融入日常生活中，課

程結束後，頒發證書，並且安排她們與相關的社會福利機構簽訂工作

契約。這一群教育者，在鹿特丹的健康促進方面是很重要的，在 1990

年，她們開始進駐那些少數族群居住的地區，幫助該地區之婦女有機

會了解健康知識及資訊，進而去解決她們的健康不平等。新的教育

者，會有數次訓練，會定期增加一些新健康議題。男性的教育也開始

加入這個行列。 

          另外有一些貧窮的年老者，通常獨自居住，鹿特丹市利用同樣的

模式來實施計畫幫助他們，此計畫稱為「如何順利老化」（How to be 

old successfully），這個活動自 1992 年開始實施，持續的進行了 13 年，

主要針對的對象為年齡大於 55 歲的鹿特丹居民。 

（二）鹿特丹流行病特性系統（Rotterdam Epidemiologisch Buurtkenmerken  

System, REBUS） 

根據當地的健康差異問題，必須發展出適合當地的健康政策及策略。

為了提供生態性的資訊給當地政府作為制定政策的基準，於是在鹿特

丹市政府的流行病學部門成立一個健康資訊系統，稱為「鹿特丹流行

病特性系統」（REBUS），蒐集各種量化及質化資訊，用以監測當地

之健康狀況及幫助當地健康政策的發展，來減少不同族群間之健康差

異。REBUS 將鹿特丹市分為 84 區，收集各區的資訊，資料的來源包

括健康及社會資訊、量測資訊及各種文件資訊，例如：當地報紙所刊

登與健康相關之議題、具有關鍵資訊的調查結果等。資訊之分類有六

大類，包括健康情況、人口統計學結構、健康照護、生活方式、環境

指標及社會狀況。 

後來 REBUS 衍生了一個提供政策資料的工具，「健康溫度計」

（The Health Barometer），是利用 REBUS 蒐集資料中，六個面向的指

標，分別為健康情況、人口統計學結構、健康照護、生活方式、環境

指標及社會狀況，每個面向裡包括 3-5 個指標，畫成一個蜘蛛圖(spider 

diagram)，紅色的線所連結的部份為鹿特丹所有地區之平均分數，而

綠色的線所連結的部份為該區域之分數。當地政府可以先利用圖形，

來瞭解其政策的執行方向，是政策討論的基礎。但這個圖形有一些限

制，因為 REBUS 所蒐集的資料，有一些是事件的報導，所以這種資

訊無法適當詮釋，加上在較貧困的地區，居住在此的居民以外來者為

主，移動性較大，所以可能無法有效且即時的反應情況。優點為藉由

這些資料可以初步看到情況的表達，如果有某一面向有較低分的情

況，會刺激政府相關單位去了解為何有此情況的發生。 

 

 

 

圖 5：蜘蛛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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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REBUS 六大面向指標 

面向 指標 

健康情況 發病率、死亡率、健康知覺、身心健康 

人口統計學結構 如教育水準、移民百分比等 

健康照護 開業醫生人數、牙醫人數等 

生活方式 抽菸、喝酒等 

環境指標 居住地區、安全等 

社會狀況 失業率等 

 

（三）社區環境 

許多的父母在抱怨他們所處的社區環境不安全，因此當地政府實施了

一個特別計畫。第一步，先請父母定義何謂「不安全的環境」，然後

藉此改善社區外在環境的安全。改善外在環境後，第二步，實施「大

房子」（giant house）計畫，主要目的是使家族成員開始注重家庭內部

的安全及雙親的所扮演的角色，如傢俱的設計要使2歲以上的小孩不

會發生意外、教導教育程度低的父母，了解小孩對於何種安全的物品

有興趣，進而去注意小孩的行為及安全問題。 

低收入的父母不僅被社會邊緣化，同時本身也自我孤立，因此鹿

特丹健康城市與社會安全部門合作一個健康計畫，稱為家庭訪視計畫

(home visits)，訪視名單為在政府資料中標記為低收入戶者，希望能藉

由訪視，接觸他們並且確認他們能否有接觸特別社會福利的權利。帶

領他們參與活動，使他們藉由參與社會事件及活動，接觸不同的社會

環境。希望利用健康促進的活動達到健康不平等差異的縮減。 

三、鹿特丹主要港口發展計畫（Rotterdam Mainport Development 

Project, PMR） 

鹿特丹港除了帶來經濟以外，同時也帶來環境上的問題，因此使得當地

的居住環境並不理想，交通問題、污染問題等皆是未來鹿特丹居民仍須面對

的問題。像是交通問題，現今仍有許鹿特丹居民花相當多的時間在停滯的交

通上，鹿特丹市政府執行了一個政策，這個政策是試著將交通由道路轉向水

路及鐵路。這個政策在某種程度上是成功的。水路及鐵路的交通增加，但無

奈的是在道路上的機動車輛仍是持續成長，同樣的噪音及污染也伴隨著成

長。為了能夠改善居住的生活品質及強化港口，鹿特丹與荷蘭政府合作「鹿

特丹主要港口發展計畫」。 

這個計畫的主要目的有二個：一為藉由產生新的空間加強鹿特丹港口；

二是利用空間發展改善港口周圍生活環境的品質。荷蘭政府加強鹿特丹港的

一個主要任務為『能在此港口提供及時的、充足的空間』，因為鹿特丹港是

荷蘭及歐洲經濟一個連結運輸、物流及工業的主要地區。荷蘭政府希望透由

持續的發展加強鹿特丹港。除了加強港口外，荷蘭政府也希望鹿特丹可以成



 82

為乾淨且井然有序的城市。為了達到目的，共有三個主要的計畫，一、開拓

土地及補償措施；二、750 公頃的野生生物及休閒娛樂區域；三、現存的鹿

特丹地區。 

（一）開拓土地及補償措施(Land reclamation and compensatory measures) 

      這個計畫是由荷蘭政府與鹿特丹市政府合作執行，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能夠藉由填海來擴張港口土地，並且能夠補償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損

害。預期能夠藉由開拓，增加 1,000 公傾的土地。為了緩和開拓土地

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損害，有一些限制產生，如經由開拓土地所喪失

沿海海岸的部份，包括水面下的陸地，必須修建相同長度的防坡隄。

這些限制是為了能使對自然環境的損害能達到最低。 

（二）750 公頃野生生物及休閒娛樂區域（A 750-hectare wildilife and 

recreational area） 

      這個計畫是由南荷蘭省政府執行，主要的目的為在北鹿特丹的愛塞北

爾中心發展新的野生生物及休閒娛樂區域，增加城市綠化的區域，讓

民眾能有較好的生活環境。愛塞北爾（IJsselmonde）中心開發的部份

約為 600 公頃，北鹿特丹部份約為 150 公頃。 

（三）現存的鹿特丹地區(Existing Rotterdam Area) 

      這個計畫是由鹿特丹市政府執行，主要目的為經由一系列的計畫促使

現存的區域能達到良好的情況，並且改善居住環境的品質。預期能夠

達到幾個目標，一、能夠增加 200 公頃的港口區域；二、減少交通及

工業噪音；三、減少廢氣的排放；四、港口周圍的地區能有較好的居

住品質。為了達到目標，有一系列的計畫因應而生，如鼓勵並幫助清

理受污染的港灣區、成立一個噪音專門中心去研發降低噪音的方法

等。 

 

參、討論 Discussion 

 

除了文章中所提及三項關於健康不平等的政策，鹿特丹當局關於其他議

題之公共衛生政策有六個面向，一、改善傳染病的管理；二、促進不安全地

區居民之安全照護；三、針對年輕族群的健康促進；四、慢性疾病及殘障的

健康照護計畫；五、改變主要健康照護的組織問題；六、減少損傷與成癮者

及慢性病人之照護。 針對這六個面向之議題，鹿特丹當局有相關之配套措

施執行。 

在台灣空氣污染問題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各產業部門排放溫室氣體的比

例，歷年來變化不大，工業第一，佔六成左右，運輸第二，交通工具因耗用

能源，易產生空氣污染物。空氣污染，長期影響人體健康，為減少空氣污染

源，自行車輕便、無污染的特性，一直是政府努力推動的綠色運輸工具，在

空間有限的都會中，自行車具有不會造成空氣污染且可達到運動目的的特

性，倡導民眾騎乘自行車轉搭捷運，非常值得推廣。 

圖 6：開拓土地之藍圖 

http://www.eurometrex.org/D

ocs/eAtlas/ROTTERDAM__eAtla

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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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蘭人愛上單車還不滿百年的歷史，如今的單車專用道，更是 20 年前

才興建的，但是現今單車專用道長逾一萬七千公里，全境 300 多個車站也提

供居民攜帶單車隨行運輸的服務，只要中途走累了，隨時可以和單車一起搭

車。因此，台灣想要推動自行車運動的話，荷蘭可為我們參考的借鏡，如四

處可見的自行車出租中心、可跨區域還車、設置專門的自行車道等，這些政

策都具有極高的參考價值，然而台灣地小人稠，如何開拓自行車專用道將是

一大難題。 

    不平等的社會關係，引發許多不平等的問題，如健康不平等，這些問題

日後也將導致整個社會的成本增加。台灣貧富差距有逐年增加的趨勢，不平

等的問題也日益增多，鹿特丹長期以來存在不平等的問題。鹿特丹政府為了

縮減貧富差距的問題，提供許多社會福利政策、增加工作機會等，反觀台灣，

目前並沒有配套的政策解決不平等的問題，若能提出合適的政策將能有效的

緩解許多因不平等所衍生之問題。 

    台灣人口有老化的趨勢，鹿特丹早已開始著重老人之相關議題及政策，

如訪視老人，若能仿效相關的政策措施，將能和緩人口老化所產生之社會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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