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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序論

第2次年度科研究吋 λ1~ 于立世界模型(world model) <>i1 吐司垂若為1 現11 5:..苟叫11 .91應用可

能性音檢討吐1ol} ~斗.

由于全副環境管理模型訓基本的世構造吋l 吐補牙i5"] 7}] 吽有土豆考察!9 ~2..J:司 之呂定。1 3<l

::J!...~全子之已有世問題點告一部檢討吽法斗.

。l 苦苦 7}寸問題立!9::J!... ~~豆豆毛國家模型斗地域模型毛性格上叫♀相異斗月11 !9吋

上位斗l 持下位模型主主一貫性~才l 具體化再生去過程斗節次吾吽主À1 'B主才11 ~斗fE 豆豆。1 斗.

次後看主持才l 司。~ ~7-1~斗吋為l立國家模型是部門模型。l 大宗音。l干吋于主社會，經

濟的變數芥子立持z 吽吽λf 國家.91基幹賓頓金重親呼台傾向金吐斗台去。1 斗.

之吋 L于環境管理模型企。1 ;t11 朴只l 檢討是結果苦苦叫t:十是可空間的斗。}外地域的競

模吋l 吋意味7于敢告管理型模型告志向穹下JJ.. ~2..主主吐吋吐剖.91 71 芒。1 !9全寺吐吐剖斗

。l 叫1 相應科全部鬥單位聞均有甚奄調整。1 模型企J 現實的適用呵成敗吾左右許椅也4.

本研究吋持台之èj 社吾;t11 吾司在苦于71 ~司司 2斗~旦旦J 娃子吋lλf 構想社國家模型一地域

模型之司主部門模型科全吋主作業合進行詩文1 'B孟之咀 Ã-] 地域模型告開發穹下泣。l吾現

實吋l 實驗有} 1:午告漸進的主立國家.91環境管理模型吾吾組立呼台節次告吽三五三字墊吽.

之司主立本 3次年度科研究外11 Áì~主主苟勾子村有~實體7} 檢討華役。l 主主 4次年度叫l

展闊天1 型內容.91示唆點。1 主管司法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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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外lλ? 于稍有主立斗亭。1 至下部模型芒 Basic Needs~唔，資源模型，土地利用模型，

交通模型立~..ï!..環境污染模型。1 斗. 0] 昔~ 7] 甚有咀平主吾豆豆主古千五 立有1 喧平哇斗吐王

~迫于吋I]^司。l吾五苟斗統合司 τ有利集重的主L立研究開發塾毛主。]-c:于.

第 2 章環境管理體系模型旦!構造到前提

第 l 次，第 2 次研究外付甘司芒甘于斗毛主0] 環境管理體系7} Ã] 'd時間的，空間的，部門

的，政策的多元性叫苦斗環境管理體系刊吐吐模型科開發金教育的旦台貫驗的段階吾

丘汁i 區什 λ:1 Ã] 美古千五主欽岳芒。l 口] Ã] 且有吐甘于~斗. 環境管理吾剖垂 實麗的模型定立告

剖吐努力全世界的關心司對象。l 玖主斗大體斗告斗在全嗔 7}只1 次元叫lλ:1 .!主持益。]~

台研究7} 0] 干什 A~ 0]: 堂去見。1 斗.

第 1節模型旦l 時間性

主芒環境。1 斗之吋穹下至~Ã] 吐環境管理體系模型毛主豆期的靜態模型主立λ↑主王丹斗吐意味

7} ~-c:于J 長期的動態佳音基本特性主立斗1-j..ï!..致全1l}模型定立~時間佳音。1 導才l 苦王三

吽姜，;Jì吐司寺♀穹下斗. 生態系~變化外五千 P}社7}Ã] 世呂定斗巷。] 0]芒甘于生態的過期

(ecological cycle)全這才完全嗅吋吐番。于五嗅甘哇。1 月皇~吾友。l 常例。] t:于.生態系司變化

7十一般的'll 吟。l 咀司吋 Ã] 人體叫l 斗持台嘻嘻F告斗斗苦于7] 叫司J.n全司d:.吐吐世代吾時

間的次元乏主且o}o]: 堂召見。14.

人口增加吐吽吋亞于五年間1. 0% 增加華斗咱人口規模7} 倍加許台前1] 70年， 2.09石咀苟♀

35年， 3.0%咀苟♀ 23年， 4.0%咀7à♀ 18年0] 吐人口全倍加呼台之荒丘立是4. 1) 環境要

因。1 遺傳因子吋1] P] 才告嘻嘻告斗斗吽7] 副司吋五司主吐吐世代并要求是斗.日本水俱

市外11^司急洞川上流外l ♀J 扑在新日本窒素株式會社外lλ↑流出是 有機水銀廢水井洞川水，海

水，海產物斗順序立污染司吋 之地域外iλ:ì ^~吐E1完全海產物全有五斗斗吐有機水銀中毒

病正~ 71<.1:是病。1 瑰寶化司五日本富川縣，神通流域外lλ↑嘻嘻墊外五口l 告悽性中毒」主主 d

之1 ro1 E干。1 0] 斗。lJ病~原因含贅。}1.Jl 7] 扑扑 20年。l 所要再~斗. 0]斗益。l 環境體系吋l

叫吐研究斗模型定立~時間性毛長期的動態性告.ß..會斗. 立前吽長期的動態模型。1 斗

吽吋 E千五模型定立含胡苛操作的限界芥子。ì ~ 0]: 堂去。l 斗. 經濟體系模型金 5年"'10年

土豆且是畏。l 一般的。1 甘，國土嘆地域模型。1 10年"'20年主主昔毛吋 111 司環境體系模

型金 20年"'30年丘主想定許早到斗.第 2 次研究叫lλ↑位司芒地球模型(global models)音。1

叫辛苦 20年"'30年4 時間性音帶JL ~~岔五。]i'1奄理由叫苦。]9 1970年代叫l 開發是替

毛環墳體系模型音。1 西紀 2000年。l 斗~ .，!i!..t:于象徵的咀年度吾表磅吽早到老共正環境體

系模型司、長期的動態性叫苦。l 吽 2)

吽E于λ? 第 4 次年度研究。1]λf 具體化司。1 至環境體系模型芒長期的動態性。1 吐次元斗斗

鈕期的主立 10年舍，長期的乏主 30年土豆兢定主持吐斗.模型自盟并 Ã] 'd操作性主主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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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時間性合夸吋長期的土豆延長華主r 9J.吽吽吋斗五模型叫l 投入社變數斗關係吾決

定只H-;: 係數吾SJ 11言賴度斗敏感度(sensiti vi ty )全模型SJ 時間性。1 丹在?叫1 吽吽喧。1 垂牛

啥叫1] ~.E...吋無意味証結果吾導出量只.] 5:.毛斗. 斗。于7} 模型刊想定是時間性合長期的 o

立苦完全吽台去。1 吐吐定立是模型音修正~01 20年"'30年間適用司。~ 0]: 奄斗吾吾兒在看

51 o}t..j吋模型判適用叫l 吽斗士之三三修正補完持什才悼念1-;:動態性告前提社夜。1 斗.

第 2 節模型旦|空間性

模型定立SJ 前提的作業主主夸lL電} ~是毛空間的範域SJ 設定。l 斗. 理想的主主啥苦干哇

。于干~主丘之口?有T 環境體系SJ 變化斗三空間的波及金地區的'ù去主主平司地球的'ù -:，，{王玉

立擴大禹。ì~斗之堂牛9J.斗.立吋斗模型SJ 操作斗實臨的意味苦干吽穹下7] 叫司正主主

主眼界告文1 Jf- Ã1 ~主告牛~~]:司操作的'ù範域合設定科只l 注音牛~1::于.地球的模型叫l

玖斗斗許L十五司都市寺刊t..j- E于t..j-.::ï!.. 旦Á~ 特定工業地域..91大氣污染。l 什吋詮環境影響金發

生什~~甘苦 τ于是斗告要金理論的主立想定塾牛9J..E...斗寶路的主主不可能詳卒于1 斗吐

意味是只.] t..j Ã] 當告牛9J.1::于.

。1 斗告反對立世界的賦存資源斗人口增加斗..91關係告說明許台模型斗斗特定廣村地域

SJ 食糧生產斗人口增加吾徵臨的♀立斗吾E于全呂定金無意味華文;五:"5:.芒吽.

口干吽^ì 模型定立..91空間性金模型。1 追求許台白的斗妥協許只~告牛氓主~]:有 目的吋l

吽吽空間的領域合當~司。F 誓要♀'^à 0] 9J.;:裂。I 斗. 空間的範域.9J階層性。11 nt 21-世

界 (global)模型，多國家(multi-national) 模型， 國家 (national)模型， 地域 (regional)模型，廣

域都市園 (metropolitan area)模型，單一都市 (urban)模型， 都市內地區(intra-urban)模型寺

主主斗全令9J. t:f. 現在林Ã1 開發是體系模型音告空間的階層性叫1] n:j-斗列舉許有1 斗告

〈表-1)斗毛主t:f.

。l斗苦金模型定立SJ 階層性叫11 1l于吽模型叫苦。于 0]: 堂內容斗貫用性吋1] t有許吋 Thorburn

芒斗合斗毛主。1 言及吐甘于到斗.空間的範圍7} 旨。?甚牛是干模型企;性格毛經濟的，資源的

特佳音才t..j是7(]芽。，] 9J.E...吋空間的範圍吾吾司斗吾牛尋物理的，生態的特性金寸'8"}月1

互有-1=-7(]等告 Ã1 \:l斗之志于現已于 3) 模型..91空間的範域吋11 nt毛模型。1 Ãl 吐外延佳斗內包性

〈表-1)模型科空間的階層性吋il tl牛毛分類

\\\、 模型科性格 非空間的 model 空闊的 model
、、、、、、、 、、 、、、

概念的 數學的 概念的 數學的對象空間 \\\1 

超(supe國r-nat家ional的) E E N 

(national) V ìi 四 m 

地域的 K X XI 沮(sub-national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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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1)模型科構成要素斗對象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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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關係苦斗斗叫咱 E千金〈圍-1)斗在斗.

物理的要素

環境論叢

地域模型乏主λ~ Bariloche 模型。l 斗毛并南北模型(North-South model) 0] ~金意味叫il ^1 
經濟模型吐吋吐司 Mesarovic-Pestel模型。l 斗 Meadow模型是根本的主主贅頓模型土豆平同

出發言}.:;z.玖吽. 多國家模型土豆λ↑歐洲共同體，東南亞國家聯合(ASEAN) ，.斗目. o}叫司外

模型句 λl 經濟開發衷地域開發模型.9i性格全文~y .:;z. ~斗.國家模型毛才音詳述垂塾..a.

7} \ìJ. oJ 1950年代以來主芒1-f斗吾風靡昔經濟開發計劃模型。J oÞ1 吋)令許斗大都市圈模

型丘立斗美國.9i 1Ì金大都市國開發模型。1 斗士判l 啞判三三等吾吾都市圈模型吾吾吾例立吾

牛~斗.乙之PJ 斗。]PJ 社諸模型量。l 經濟的模型叫性格金三的1 曳。1 斗只1 央呼台理由主E

E觀的模型。1 只~\l空間的變數.9i導入外11 n:}毛模型企{操作外l 屯..a.哇情報斗資料科制約

叫l 基因許台提苦斗.二Le1 1-于空間的領域。1 告外華牛尋物理的生態的特性。1 千五司 Ä1 丹!

再吾友甚斗. 地域模型土豆λT 洞川流域開發模型(multi-purpose river-basin development 

model)告代表的土豆吾牛奴主吋 McHarg額斗地域生態體系的接近(ecological-regional 

approach) 0] o:j 7] 011 守有rt:j- .4)

都市模型。1 斗都市的地區模型毛傳統的主主都市開發計劃斗是可畔。4 物理的生態的側

面叫l 焦點音安有定立司。1 芒吽到主吋微觀的地區模型芒目的外11 -a于吽司11 0}垂牛~含

~à 豆豆~~芒研究斗實用的適用告吐甘于~斗.

本研究.9i第 4 次年度研究斗哥哥穹下什環境體系模型.9i定立全斜昔空間的範域舍。1 導

才l 設定司 01=昔氓。I 斗完全以上叫|λ? 它19甚制約條件音在吐意干什國家模型斗都市模型斗中

闊的性格告啞地擴注:全都市國模型告中心主旦發展持到主持吐斗.

第 3節模型旦i 論理性

物理的模型斗告司環境體系模型叫11~ 什吋 7}Ä] 斗芒性格告丹也關係吾叫司司特性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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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 ;;{9 旦L t:干.主手可環境體系全自然斗人間，人間斗人間，自然界全自然界1:Jl立科斗斗關係

主λT 說明告牛載台多樣墊關係主持構成s]升到斗. 斗0}7} 環境體系叫l 叫華政策的次

元外 λf 企司甚吽咕咕告記述的關係墊址。于斗斗政策的關係7} 導入S] Ã] ~告牛~吽.

模型定立斗吐噎苦干什 τ~ ~1] 主斗告斗毛主芒吋1] 7}Ã] 關係主概念化塾牛~告茹苦斗.

項補計定的關係0] 吽.人口增加，國民所得計定，地域計定(regional accounts) ，土地利用

苦斗在。1 一定時點外~ ~ 01λ1 社會經濟的，物理的現實含哥哥詩才1 記述詐善之見。l 斗.人口

增加斗國民所得叫關係斗苦。] 01 t持有T 行態的，制度的變數7} 介在s] Ã] 室主毛主 也斗士的'ù

資料主吋意味吾 Ã] \:l斗.

苦頭骨立行態的 (behavioral) 關係 01 斗.人口增加斗挂電管干什新婚夫婦7} 要啥叫子女吾予台

7] 音型詩三?.. ~姜文L 自家用乘用車善保有華咱哥去欲求外泣斗斗寸許月1 斗E于當Ã] 食生活

斗吐草吉干什肉類~消費住向。l 什吋噎Ã1 ..2于毛主。l 個人主主昔叫叫社可主觀的。1 3L 價值

判斷的哇!關係吾安有}t:于. 三五吋 L于集團全體主λ? 告 n哥哥去尋L于~傾向值吾t1-E于叫主主 ~玉~J:司

時間的次元吋lλf 變化科全特性告 Ã]Y 3L 到吽. 環境體系寺吋lλf正當金行態的關係吾 Ã]

y 3L ~t:于.

λ~1 眉目主技術的 (technical) 關係。l 吽.01 吋有T 現象斗現象司關係7} 價值外l 是河l 氓。1 一定

有T 科學的哇l 論理性外l 司司在茍辜官司技衛的關係立是牛~斗.傲氣饒的條件。1 子。1 至1

告叫大氣污染。l 斗導才1 擴散s]王三吽斗毛外，污操物質。1 生物體外~o1吋苛 影響全口1 刻之吽

~問題完全時間。1 1..干價值判斷叫苦才I]~O] 科學的咀因果關係叫司司支配司。1~斗.環境體

系是社會經濟體系斗噎吋替毛技箭的q}關係<>1] ~司特性s]升為~斗.

吋功立制度的(institutional) 關係。1 斗. 特定社會特定時點叫l 鼠。1λf 規範的丘立哥哥1型

關係0] t:干.環境污染許容基準0] 斗芒7} 土地利用規制斗苦。1 環境體系~管理吐次元叫l吋芒

吽咕1:Jl吐司吾敢策的意味吾 Ã] \:l斗.

。1 甘計定的，行態的，按衛的，制度的關係台相互獨立的電]呂定。l 斗7] 且已于全 環境體系

夸叫l 吋複合的吐關係吾 Ã] 斗之許斗斗關係主吋存在穹下台裂。1 t:于. 立吋 L干模型定立叫l 紋

。1 ^1 許L于叫聲數斗汪古} .. 于~變數7} 01 吋墊闢係吾 7}Ã] 王二斗苦苦us 古1 司平主:- ~定金斗

吾土斗在2金側面叫l 荷叫吐司有用意}t:干.安叫模型外l 投入是變數斗吐革是資料~蒐集殷階

立平司結果~解釋叫1] 01 立7] 扑扑。1 甘吋1]7}Ã] 關係全 λ? 立區分司 λ:1 .À>> z}司 0]: 是4幸去看

。]t:于.價值判斷的q}去 OJÃ] ，吐全意1 集計的q}之~ q} Ã]，規模的主豆子。-l~~世斗，科學的。I

Z 拉術的世呂定咀Ã] 吋11 ，;耳垂區分企模型展開外1 混同全最小化當于完全方法。l 吽.音用1 豫測方

法斗吐嘻言于什吋11 7'于Ã] 關係完全昔40']: 華裁。1 斗. 計定的關係告過去趨勢~延長吋1] ~墊

外掃的推計011 ~毛叫王丹吽吐平il7} ~~吋誤差7} 立導才1] i幸斗室主會牛~斗. 立司 1午

行態的關係台將來豫棚。1 7}香宮毛茍~7} i幸立于. λL昔量。1 什導才lλ~ Z}呼之言自哥華召見

世才叫叫奄價值變化叫司有2 豫測。1汁叫岳。i 吽. 個體判茍♀五岳神神址集團司價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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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嘻才i 變化會友。]1.于~吾月~]善外捕的方法土豆吐不可能科吽.行動科學司正告。1 型型計

要請!iH全部門。I 斗.技衡的關係告時間斗空間斗l 關係蝕。l 不變~性格告 ;;<;1 "-1 ~甘于將來

讓測。l 塾♀敢告闢係。1 t:干.二主斗斗且吽客觀的。l 又正確吐拉街的關係吾究明司t.t7}~

l手持課題苦苦。于~斗.

制度的關係ff 規範的，政策的變數主λ? 外生變數的意味是去告吽.模型斗~ ~01λ1 代案

的管理體系吾比較檢討言t~ 吋l 寺si.垂意義吾 ;;<;1 "-1 ::;!.. 奴主~9 甘于苦斗奄代案的未來像判

定立告剖墊政策的咀變數主斗性格告;;<;] 'd.斗.

。1 甘斗11~司言及社計定的，行態的，技衛的，制度的諸關係ff 詐L于許斗持獨立司。T 存在

吐吽7] 且E于全詩斗~寺告土豆理解司。Þ1::;!..~ 吽. 例苦苦。1 人口增加斗全現象吐吽吋

斗五嗅~~子息告咀吽王二吟，男兒選好71- 01 主二苟五三苦斗王二1千fE 行態的關係。] ]:司，可推年

齡吋1] ~~女性。1 電斗斗持匕l干fE 計定的關係。l斗，相續制度~變遷寺金制度的關係。1

斗， o}平司多產性。l 斗吽吋吽王一年外l 干堪。1 仕出產。l 昔7}至于電視金詐斗~挂衛的

關係0] 斗.人口增加吐穹下吋吽主人口增加要因告串Ij-明司吐斗吐 人口增加吋l 吋羽毛去諸關係

相互間91 力動。l 外導才~ E1王三1千吾理解司外華呂定。1 斗.模型定立外11 ~01 吋變數相互間91

關係吾吾咕古l 討司吾土立外價值判斷告司 0]: 管畏。] L午價值中立的世闢係91 把握斗11 :2 

清王三吟詩全混同主主千吋現什當牛 ~7] ttJl苦。]t:于.

二工吋 L于 E于告〈表-2>叫1 Ãi 且什于~ l.i}斗巷。l 環境管理體系斗誓叫旦河1 人間體系斗環

〈表-2) 人間體系斗環境體系問斗關係

讓境管理體系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人間體系

(Human Systems) 

環境體系

(Environ. Systems) 

f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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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流污染 |大氣界| 粉墨. 7~ 三三

1)- U 

-
J一

人
問 體 系

|技術的| |行態的 l |制度的| |生物的|
技 術 價值觀 家 族 健 康

機 械 意識構造 '刀逞，可 教 出 生

生 產 理 念 政 治 死 亡
交通手段 哲 學 fi 政 營 美

仆
U 

仆

動﹒植物

仆

動﹒植物

廿一空」

1* ~ j 水資源﹒地下資源

境體系相互間.9，j交互作用主主λ↑斗斗辣。F 噎吽吐 。l 苦叫lλ↑言及社諸關係以上.9，j多元性

。1 ß.于5J~呂定。l 斗價值觀司變化斗制度的改革。1 斗人口均增加7} 環境體系味。1 吋吐

影響告 u1 文~31.斗斗人間體系斗 。1 導才l 作用古于全神吾吽斗斗體系主且o} 管理的意味吾

Ã1 'i:l.叫環境管理體系斗垂牛~斗.空間的主主斗時間的限界吾主是許老環境管理體系模

型.9，j可能性金想定會牛~t:于. 立21~ 現貴的主立地球的'tl 規模立平吟地區的世「乙升1

世」叫11 01 立71扑扑完壁許月1 階層化司。i ~31.時間的主主過去主平可未來叫l 互不聲呼台模

型音定立吐斗吾土改金現實的主主不可能外11 7}寸4. 口干E于^ì 模型。l 吐意味7} 要許台 11}斗

華。l 現實斗.9，j妥協。1 不可避吽吽31. .ÃJ Z于是斗.等 7}寸完全吐環境管理體系模型企宇宙寺

刊堪。1 1.千五且是人闊的自然的諸秩序.9，j完壁吐理解剖吋 λq E-毛情報斗關係7} 斗斗再

說4台前提哨外i 斗斗法吽71 叫苦。14. 還主環境管理體系模型企J 重要性告過少評價斗fE

E宣告。于y 31.本研究目的斗現實的'tl妥協告吽外 ♀ij 斗斗與件件l 安全模型.9，j內包斗

外延告設定斗耳環境管理體系模型開發.9，j具體化吾剖吐長期的研究.9，j壹啥。l 吐苦斗 λ?

第 2 次研究斗第 4 次年度研究.9，j位梧的意義7} ~~ ~哭。14.

第 3 章首都圈地城環境管理體系模型開發

首都圈地域金 1977年現在 11 ， 881千名主主斗全國人口司 32.6%7} 企31. ~ i=-地域。1 吽.

國民總生產主主且o}， 38.85活并且首都園地域叫l 創出司31. ~.9..吋外吽吐政策的方案。l 講究

5J Ã1 替老哇。1 司有T 趨勢台方I夸司斗斗苦毛主主主展望5J 31. ~ t:于.首都圈地域金丹LE司斗斗

4斗持香集約的立主利用﹒開發草耍。1斗菩^l o11 環境管理的次元4斗斗巷重金問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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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斗叫31.. ~31.. ~.Q..旦旦河11 4f司吋替毛課題善外;有告 ~01 豫想再完全地域。1 t:于.

斗。于7于首都園地域金事例主選定墊吾先金模型開發吋l 要正L吐資料Y于今't!j斗斗斗旱地域

卅日l 司 111 ..l立有整備斗持。1 ~.Q..]:有 1是 7~ 研究機關外lλ↑側面告垂't!j詐/<1 吐同一地域叫l 叫

世研究71-進行Ej丘之鼠。1 協助9J 71-至于^iJ告念頭斗1 平說 71 叫苦。1 斗 8)

第 1 節模型定立全|前提

首都園地域司空間的範圍~ ^1 金特別市斗京議道，江原道鐵原都告主管啡生全國土開發

計劃上判中國斗一致λ1封飯存研究結果吾活用主尋意}~.Q..]:司向?是 10年尋 1990年告一

但目標年度主意干什中期的。1旱地域的世環境管理體系模型(middle-range regional environ

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model)全想定詐~吽.

模型9J時間的次元金日1五茍寺吐71 立社毛主兒毛技術的，行態的，制度的關係均主持

嘻穹下/<1 當全裂主主主之外模型定立外]主會λ} 埠。F 量變數吾吾電吋ff 意圖71- ~~t:干. 1990 

年扑扑技術革新9J均有于^iJ斗意識構造斗生活司吐9J變化吾吾司叫月~1 堂牛~才1 吐模型9J

操作全副司不變9J ~王三立苦吋玉L 穹下頭斗.制度的關係全管理體系模型斗11 ~01 待完全環境

管理吾明証政策的規制的意味苦朴草公共介入(public interven tion) 9J 手段土豆λ↑役割

叫苦，叫別個叫次主主斗是嘻..B..7} ~斗之且由于祖斗.主干環揖污染規制外lτ有許叫什吋哇法

的規制吾告 ~01 1-干色模型操作。11 詐吽9J外生變數的意義吾 /<1 吋 71 叫苦。l 吽.

第 2 節下位模型體系

環境管理體系模型毛詩斗持全體模型(ho1istic model) 01 /<1 甘立夸叫苦斗舍〈表一3)吋11 ^1 

是牛奴主:- ll}斗楚。1 嘆 7~ 9J下部模型群土豆構成要牛~t:千五芒吽. 地域。1 賦存當于五

~完全贅跟斗地域。l 要求吽31..~急需要善體系的主立全司且全需要資頓模型斗地域寺斗

。1 干什 "1 主奴主去諸活動告資源的與件叫l 吽吽空間的土豆配分替毛立地配分模型斗地域

9J環揖體系升官l 羽毛去波及劫果吾位lî~ 且主持呼台環境污染模型等待117}/<1 模型群 o 立構

成司升到吽.立司斗。1 吾模型寺叫Il~模型9J開發斗操作告~苦干什汪古?斗9J下位模型音

主細分化惡牛~~<l}需要資源模型金基本需要模型斗資本模型土豆區分司老三究斗斗吐

〈表-3> 地域的環境管理體系模型且l 下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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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斗斗.

基本需要模型金地域住民是.<1]現在需要斗未來需要吾豫謝意r:: 模型乏主λT 地域開發.<1]

目標斗內容含定立意r::吋寺♀吐出發點。1 9-.基本需要模型正主觀的需要(subjective ne

eds)斗客觀的需要(objective needs)主區分甚牛旦台甘于前者全個個人。l 乙方?三?.. ~~欲

求 (felt needs)吾意味穹下吋後者全一般的主立址。}晉升才又到全欲求.<1]優劣。l 吽 6) 前者

斗後者主吐玉λ1 一致許只1 詰全E于.本研究吋11 ^ì全客觀的欲求苦中心豆豆展開主持詩吋

主觀的欲求正急需要7} 只1 \:l個別性吾吾一但度外觀音}9J吽.資海模型斗 À1 叫吐計包括的

吐哉。1 9-.現在活性的乏主利用再三:?. ~全主流資源 (main-stream resources) 01 ~至全7于許

吐活性的主主利用要牛9J~去眼界資源(marginal resources) 01 ~ 1:于 7) 資源模型叫11:: 主流

資源斗限界資源。1 斗巷。l 詐吽.<1]體系寺吋11 1:干干什持。F 許至~;<1吐本研究7} ;<1 吐限界點

叫苦叫l 主流資源告中心土豆模型音定立主持詮吽.

立地配分模型.<1]下位模型土豆土地利用模型斗交通模型。1~斗.平均;<1 下位模型音分離

斗才上位模型體系奇斗11 ^ì 結合λl 丹台方法斗持告平'5J平均;<1 模型告苦于1午.<1]模型體系主^ì

展開扑7'1 ::方法。1~斗.本研究斗lλ~:: Lowry流.<1] Tomm.:s:.禮金修正補完詐吋導入主持

合H;l，9-.等土地利用模型斗交通模型音詐斗.<1]模型主立斗展開SL;<千古?老去。1 1:于.

環境影響模型金下位模型主立吋大氣污染，水質污染，固型廢棄物， !童音苦.<1]模型乏主細

分化λ1 現發展Àl升華牛~丘斗本首都園地域環境管理體系模型斗n ，.(守主去環攬模型主主λ~ 7} 

苦基本。1 司主寺丘之斗斗:st... ^~ 7-}!才告大氣污染模型斗水質污染模型吋l 局眼λi~ 斗.

以上.<1]環境管理體系模型全構成吽之旦lfE 下位模型音含金苟且咱 E千金〈表-4)斗在~J:司

首都圈地域環境管理體系模型斗1 重點的丘且發展持有2 模型企 E立寺叫'=吾~斗. 01 斗毛主丟

下位模型音相互間.<1]連繫性金〈表 5)立λf 概念化噩牛~~l-于下位模型企J 具體化過程叫l

λ1 部分的修正舍前提主意}:st... ~斗.

〈表-4> 下位模型展開斗利用

一一需耍資派 model 立三立地配分 model ~三環境

土地利用 model r [鼠忌耳刮→基本需要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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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下位模型間判連繫性

i盈也竺~I
l l 

|主流棚 mode~I
| 土地利用嗅交通兩el I 

還墅區亟|

第 3 節下位模型內容

7}. 基本需要模型

基本需要模型毛 1976年以來國際勞動機構 (ILO) 刊 叫 到 吋 豆全開發哲學斗開發戰略.9.J摸

索<'>1 苛次元外 λ-1 ~毛研究斗 。1 亭。1 ^1 .31.到毛分野外斗 9) 基本需要理論刊立腳社開發戰

略名人間指向的開發模型。1 斗.開發主咀墊果賞。1 開發叫11 .9.J õ~ 受惠吾 啥o}o]: 堂外帶吾

叫1訓。1 導才l 配分51 外 ^1 .31.斗。于7} 開發.9.J目標自體外開發.9.J果實告享有司外華外吾吾

吋11 .9.J詩9 選定司。;;註 E牛毛王若叫l 扑上向的開發哲學。1 斗. 01 司有T 基本需要理論。1 ^1 吐開

發理論主主斗司限界點斗問題7} ~若按芒。}'-1斗 10 ) 立叫斗 1960年代斗 1970年代吾風驟

哇國民總生產主全貨幣的計量主義斗斗奄科斗叫什豆全開發理論唱什 fE 吾司~斗. 人

間指向的。I 華模型。l 斗fE 躁作的概念寺叫11 ，1.1 告 人口指向的 (population-oriented or demog

raphic) 01 斗之垂垂牛到會電^1 旦芒吽. 人口指向的開發理論芒開發戰略.9.J具體化外容

易吽吋開發劫果.9.J評價7千比較的具體化塾牛到斗全長點。1~斗.

基本需要理論叫人口指向的模型化科試圖告時。1 01 亭。1 亮1 ll} 奴主吋世界的 注目全啥

年令

〈圖 -2) 人口斗基本需要變化

o :; l() 15 20 25 30 35 40 約 50 的{冷的 心 ïS 80 
令叫. .- 教育

保健﹒ 鼠疫

-一﹒ 一 食糧

一←一雇傭

- -. -- 住宅

晶

1 人也
基本需司是:

任

梁在議， “人口成長斗個人福祉斗旦l 關係"，亞政研，人口政策;.11 口1'-午 m5 次發表女， 1979,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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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現謹、 J「Jm íIM I 
人口增加 \!五支. 1*. I 

性別人口 宅

年令別構成 糧

人口分布 育

71 升。1主主t r:于.叫

什么特定地域~基本需要~推定叫 ^1 開發目標吾.設定幸地域叫人口規模，人口~增加

(自然的嗅社會的)，性別，年令構成，人口分布斗~~司出發司。~ 0]: 科吋以上叫人口的計

定(demographic accounting) 01 01 干什祖吽吐吽令〈圈-2)并且吋宇生:- 1:1}斗巷。1 人口~規

模斗年令別構成吋l 叫苦于吋基本需要全 lr.J-司 ^1 吋。1 吋l 吽芒開發目標7干設定司。1是令~

t1-2 芒t1-.重要社基本需要立吋教育，雇傭，住宅，食糧，保健，醫療吾具體的土豆推定

贊午 2liE句。l 荷華基本需要苦斗咀t1-告吋i 言及主持斗告資源模型材~ ^~充足嘻牛~2::..

l午， \lj，2::..1，.午吾檢證意干什充足華今到吽咕。1 日才証水準77r^1 吾，充足噩牛\lj，吟唱 人口增加

吾抑制朴毛7于資源配分合 E干什司。]: "B"}完全開發政策的代案告想定華牛~舍去。1 t1-. 

斗.資源模型

資源吾人間~基本需要吾充足λ~ 7'171 斜墊財貨斗 λ~ 1:11::三吾生產吽71 ~吐動員可能墊

源泉金要電}r:于. 01斗巷毛廣範圍噎資頓~概念寺叫l苦斗令〈衰-6)州11 ^1 列舉墊1:I}S年在。1

行土豆自然資源，人工資源，人的資源土豆大分贊牛S!l3L，列主^1 利用程度吋吽斗積極的

主主利用司老資源斗限界的主互利用持完全贅諒斗潛在力告文1 -Y 2 ~^1 tfr o}有利用~^1

誰又到台資源主主區分許吽位Jîi苦牛~斗 12) ..!主斗完壁奄資源「玉乙型」告定立斗71 ♀J 司

λ:1 -::以上叫11 ^1 列舉墊諸資源。l 五千五司司。~ 0]: 吽至1只ltfr 本研究叫1λ~~全現在積極的主主

利用司主L~完全資頓是干主流資源外局眼λ1 神發展扑到主持有T斗.主流資源寺外11 ^ì .5三土地資

源斗水資擴音重點的斗亭玉哥滸里~t1-.地域模型fE 根本的開放體系。1 吽.開放體系吋11 ^ì 全

不動的。1 o}吐安全局11 .2]許又全市場吋1 升-Y苦斗吽斗他地域主主平司流入華牛旦旦l2 流出

華牛主奴才叫苦斗l 地域模型。11λ:12吋社吽吾友金三三乏主限界吾 ^1 吐斗.自于吽λf 本研究吋l

λ:1-:: 主流資諒。l 咀 λ? 不動的'ù性格金 ^1 吐土地資源斗準不動的咀水資輾外局限λl 現且~斗.

資源模型土豆代表的世~名「主斗吾唱」報告書哼一環土豆發表唱「叫主♀主」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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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6) 資源分類體系

自 然 資 源 人工資源
|人的資源

不 動 的 準不動的 無機物的 有機物的

積鍾的之三 商業的主地 地下資源 吋l 吋 ;:<1 資源 食 糧 |完全研制
活用:5j台資 宅 地 水資源 什咀主 皮 革 ~告勞動力

源(主流資 農耕地 自巴 料 木材吾

源) 山林地 鐵鋼製夸

傾斜地 海 水 古 織 糞尿動物 |不完全潛在的雇
限界的!!...主 山 地 廢 紙 廢棄物，海 傭狀態叫il ~~去

利用司老資 乾燥地 千l- al 互ZJ-夸 藻類夸 勞動力非農繁

源(限界資 處資源 期且{農村人力，

源〉 女子勞動力

潛在力。1~ 濕 地 風力，流下:5j 產業廢棄物 活用司:Al ~~ 失業狀態外 ~ 
正主..:于朱利用 于拓對象地夸 全降雨量 動植物 苦勞動力

司是資源(潛

在資源〉

。1 斗.人口斗賦存資跟斗.91吐刻苦時間的函數關係立且o} 未來吾豫測許台模型。]t:于 13)

本環境體系模型開發吋lλ?老吽告01] 言及主持首于全土地利用要交通模型斗吐電許什土地資

源01] 叫會投毛~4平斗才 0]: 告呂定。] t:]-.水資源模型呵 λ1 水質污染模型斗基金吐草告;:<]

"y.:i!..奴才叫苦 01] 干7千;:<]模型告當于斗.91模型豆豆發展λ1 型牛~吽.

斗.土地利用要交通模型

土地利用嗅交通刊吐証模型金概念的。1社計量的。1吐吐叫1] ;:<]吐 20餘年苦址吋1] ~幸fb

研究斗實用性。I 檢討是分腎。l 斗.主弄司 1964年 Lowry7千斗主吋立大都市圈 (1090km2) 的~ 1:刊

吽吋適用持現發展λ1現金以來部分的咀修正斗補完全才昔吽咱吋吽吾斗持按斗.等可

Lowry類.91模型主主持 Crecine斗 Teplitz o1] .91司開發是 TOMM (Time-Oriented Metropoli

tan Model)含量牛到吽. TOMM model告日本叫南關東廣域都市圈(東京都，神奈川縣，

琦玉縣，千葉縣，攻城縣)外遍用^]汁芒甘于~吽.λ1立全土地利用現交通模型金開發言?才

且吽昔日本刊吋地域的「立刻1 世」立適用 λ.] 7!l甚毛主井有?寸司說得力奴主全結果是當金牛

玖玖唱南關東廣域都市圈模型告本研究吋l 援用7']主意}~吽.凶

根本的主主 TOMM modelo1]吋出發吐南關東模型.91概要吾位司且吐斗告〈表-7>斗毛主

斗.

〈表-7>州1 吋且吋辛苦甘于斗在01 南開東模型金 3個.91下位模型土豆 L干干什咕z}垂牛~

4. 寄住宅模型，產業模型，交通模型土豆斗牛斗也斗. 0]垂下位模型芒數個叫方程式體

系主吋構成司。1 鼠忌日于哭叫產業部門模型金基幹產業斗 λ1 日l 三三產業主主區分許斗斗告

2年在金算式土豆表現垂牛~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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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南關東模型車1 Flow Diagram 

1)產業部門模型

@基幹產業

AI!Ìß.Ci8 
DSi=α一再有7一一

1 " 
DSi :'i 吾吾基幹產業分配率

Agi: 毛農地轉用可能面積

己二立政策愛滋

Ci : i 吾集積率(Ei， t-l/'L. Ei, t- l) 

103 



104 

Ei, t-1 芒~ t-1期~製造業從量數

Ti : i 毛~都心方'}Ã1~ 交通時間

α: 0.484173 

ß : 0.284308 

r : 1. 362200 

õ : O. 102521 

@λ~ B1土產業

Di, t(k)=α (k). Pi， t-1+ß(的 .EEi， t-1(k) 

環境論叢

Ei, t- l(的 Dj， t-1(的 ôlkEi, t(的 =Di， t(k) +州的 .E[( 一 .~' ", /L~ ，~j ) jTijó(的〕
Dj, t(k) Di, t(k) 

但) S.D, t(k) <Ai, t(c) 

Ei, t(k)>O.90.Ei, t- l(k) 

Dj， l(的 t 期， k 業種~ ^~日1:::三產業必要從業員數

P j , 1-1 i-1期， i 毛主司夜間人口

E;， t一I(的: i 善企1 t-1期刊確定喧 h 業種基幹產業從業員數

Tij 毛斗 j吾斗~距離

A ;, t(C) 商業用地(t一1期~商業用地斗 t期~農耕地主卒司轉用是商業用地~

合)

S: 規模係數(單位: haj人) : 0.00103 

α (k) ， 以k) ， 糾紛 ， õ(的:回歸係數

2) 住宅部門模型

@宅地需要潛在力

即缸，可笑正
POTLj : i 毛斗宅地需要潛在力

α: 通勤 O-D.Qj 回歸係數: 1. 68590 

@宅地規模

HSj , 1=α.LVj ， I-
ß 

H丘， t 期， i 毛~宅地現模(但 HSi， t 三三 60m2)

L吭， 1 期， i 芒勻地價

α: 0.018550 

戶: 0.615033 

@通勤 O-D

Ei.t.Wi.t 
TKN;j=αJt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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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N: 毛 j 問.91 O-D 通勤交通量

E E j, k : t 期， i 毛.91就業地別總從業者數

Wj川 t 期， i 毛.91常住地別總就業者數

α: 0.0000155 

戶1. 68590 

@業種別常住地別就業者

E j, t (k) 
眠，正是)=哥 (TK阱， j﹒亨耳~好

3) 交通部門模型

@交通發生量

Gj=α.Pj， t刊.E;， j 

Gj=i毛.91自動車交通發生量

P;， j 期， i 毛叫人口

α: 一0.143679

ß : 1. 053380 

@分布交通量

Gi.Gi 
Qij=α一#

Qij=i 吾斗 j 司已開.91 trip數

α: 3.2130 

ß : 1. 5230 

@速度

Gi , Gj 
一-一f ATi' ATi \." 

Vij=αCijßt ~~~. 2 U~J }' 

Vij : i 芒斗 j 毛間.91速度

Cij 交通量。~]叫巷道路容量比

ATi : i毛碎物理的面積

α: 36.6853 

ß : 0.08377 

r 一 0.00414

味環境污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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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污操模型毛‘污染源刊吽吽特聽性合 ^]Y7] 叫苦吋游斗.91模型主主 展開λ1 至也已于吾

友毛叫吐司。?司合堪。]t:干. 水質污染。1 斗海洋污染斗垂01 地球的，國家的，地域的模型

企J 下位體系主斗干什 Of 堂之定。l~至=7~ 穹下唱大氣污染。1 斗騷音z午在。1 o}有局地的咀性



議

格金或外斗Ã1 英穹下71 耳目苦斗國家的注急地域的模型土豆展開扑到 71 吋11 -e-斗持告。1~毛

主是旦旦l斗.本環境體系模型定立升到外吋完全水質污染斗大氣污染告中心主立宣~且主持

唾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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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污染斗大氣污染毛告吋言及墊土地利用嗅交通模型斗不可分.91關係州1] ~丘吋相

互補完的。1 斗.客觀的需要模型。1 斗資頓模型斗告司環境污染毛空間的正色立地的次元

告平扑吽又成立要牛~吽.吽吽À1 空間的配分外重點全是土地利用嗅交通模型斗還

流過程Cfeedback process)善 71 苦苦~ o} 奄斗.工業地域告。1 "1吋l 立地待外王二1千斗下流水系.91

水質吋l 持斗吐嘻嘻金口1 斗 E司。1 吋會交通手殷全集中的土豆開發堂去。]L干什吽斗大氣污

染吋l 根本的差異善 7t;<~ .2..全社斗斗在外Ã] 斗.土地利用嗅交通模型斗環境污染模型之1:.9.J

關係吾吐吐司企司且咀吽金〈圖-3)斗毛主斗. 是干特定地域斗環境污染斗深刻性~環境污

染頭再量的，質的集積斗特定地域.9.J與件斗.91華神州11 .9.J吉'R ;，室主官司。Hl斗.水質污染判茍

♀廢水墨放流苦于全污染源.91集積度斗地域。1 特徵Ã] 哨吐 水文的水系的特性外l 口干吽波

及劫果并吽立汁1] 1..于吽吐吽. 大氣污染.91苟♀大氣污染告 λ.]7，]全 污染源.91分布斗吋苦。1

特定地域.9.J氣象的條件州l 吽斗深刻性.91苟主fEE午三汁11 L午吽當牛~斗 13于立。];;;)，令人

口.9.J分布斗產業斗立地告決定許吾土地利用嗅交通司吐斗不可分五可是主持吾只:] L-j吋土

地利用斗交通告。1 導才l 空間的主主配分.l-]9] 王三l干什吽斗環攬污染源告集中正急擴歡λ1

型牛~斗.環境污染斗土地利用嘎交通斗.9.J關係是模型主立發展λ1 型現全 2已有各地域

的「乏現1 世」吋H 疇。] 0] 亭。1~ 日千里L~之吋實踐的環境管理體系模型主主適用電T 例玉疇。1

~斗 15) 立 ~1 1..于環境污染模型。1 斗土地利用嗅交通模型金地域的「乏現1 世J.91模型主立斗

干汁 011 急需要模型。] L于資頓模型斗fE 昔ij 傲視的。]2 局地的咀性格告 Ã] 吋 Z 奴才叫苦

吋1 意于1午4 全體模型丘立統合穹下台商1 問題7]- ~-:::茹苦。于L-j-c干.

土地利用要交通模型斗環境污染模型〈固-3>

|產業立地|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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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結 論

本研究外l 吋老華7ð吐ij 五苟且J 下部模型 o 立Ài 基本需要模型，資源模型，土地利用嘎交

通模型，環境污染模型9.]構造吾提案詐張志于.

。1 吾9.].!l.苟金平苦茍主主 4斗吐玉=-9.]研究011 Ài 吋斗吋細密司精巧言?丹11 t:j-吾。1 垂岔五L

立且咀9-.

4次年度外l 基本的世研究fE 首都圈地域環境管理體系模型開發毛:- ~Ài 企司芒 47ij 9.]下

位模型主主區分許吋各下位模型體系7} ;<.1 \l特性斗學闊的專門性音勘案 4個叫作業唱

。l 翻期殷階外11~ 獨自的咀模型會發展扑到~ 中盤州i 模型相互間9.]統合全副吐集約的

'tl研究結果9.]交換斗邊流過程含意;}.:ïL後盤吋I 7}λ~ 下位模型閩9.] 相互連繫吾剖吐全體

體系模型作業合推進主主于吐9-. 理論的吐模型開發是吐 oH4 首都圈地域呼叫吐下位

模型外l 投入垂入力資料9.]蒐集斗資料7} ~Þl 1.f本研究9.]領城會草。1λ守主去入力資料叫l

吋司吋全首都圈地域斗類位証與件告 ;<.1 \l國內他地域旦完全外國9.]資料是援用普午到

全準備吾言1-.:ïL-^} 吐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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