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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吐模型毛性裕之三且o} 三五7i]且咀 E井台吋]7}-^] 立分類噩牛 ~4.

(1)現象模型 (2) 管理模型 (3) 計劃模型 (4) 政策模型

電分2己t習毛環境的現象斗本質吾吾分析立吾$.]草公司是才1量對古1 -::: 5'..苟主主λ↑型材認

識司早到各環境問題吾$.]自然現象過程。1 立中心對象。l 是斗.物理的現象主主持立1 運般

(T ransport)，熱傳達現象，站搬，連績流(Continuous-flow)外1 對社分析。1 哼，化學的現象主

主À1 溶解，均衡，熱化學，粒子行態，反應過程等外關吐分析白l 代表的世例。l 斗.咕咕生

物學的立場斗iì A守主例吾吾吐有機質，成長問題，生化學的反應，斗司il 'i!J。于分解過程，光合

成等等斗.'i吐吐分析。1 是/il<均有PJ..2..立接近司主致之τ呵，生態學的觀點叫1λ'H去吟。1 連鎖，

農藥問題，營養水準，多樣性，群落夸$.]要素外11 71 之苦于主生態的反應斗進化叫苦月~1 吾

考察斗完全改斗主金呂定。1 叫特言]生態的接近毛生態系$.]地域的考慮7} 必讀的丘旦司吟

三吋 01 吋哇誼昔互幫毛巴基本的主主自然科學~觀察斗實驗方法外1 根攘古十五位老三是 01 大

部分。1 斗.

吐咀管理模型芒♀121 現象模型斗老華'i!J莘/il電苦叫苦'i!J~側面吾吾重現穹下o:j 分析叫老

立場哇!訓，例吾吾。f 水質管理，園形物處理，在 7~ j司司，廢水處理，是/il苟且是Ð， 等叫1 持斗

苦。1 是苟丑刻苦吐司司 7] 告毛主通8R 解決斗司全接近方法。1 斗堂牛玖吽.

計劃模型科立場芒是哥是月~]21 原因要素吾計劃0] 斗七手設合適司是神l吾解決許主持

許老毛主。]1'守立司主立人口成長，地鐵成長，環境影響評價夸環境水準斗 7] 苦， 是茍 Älj五位

苟，主-^] 0] 毛主才l 疇，苦之上;<1]司，只l 苛刻立J 毛主。l 關心。] .!<J uj 0] 5'.. t習外吋 主是變數外還呼-

0] 主導外H全窮極的主主環境外1 對証人間行為斗合理的計劃全 目的主立替老分析。1.::三

立一次的吐分析對象。] 0] PJ 証行為什對吐考察。1 芒意味是要全斗.墊/il叫i 對古1 影響

合于全代表的'il行為告全例苦苦。1 土地21 形質變更，土地叫位相聲造，資輝、探掘，製造

過程，地表斗形象改造，資諒21 再使用，乏善(交通)$.]變化， Jl~佳音判處理，化學的處理加

工，災害事故等告計劃0] 斗老手段斗方法告通司統制穹下之士克制吽持全美。l 是斗(1)

政策模型金環境問題解決司政策的立場合關心主立科全互幫咀司，環境容量，環噴水準

環境政策外l 對吐公共合意，是苟苟苔，是茍;<~ ~月 21 決定作成過程斗。]21 實行等叫|對話裂

。l 主是內容主主是吽.口午斗持政策SJ 實行性，是/il牛吾21 遍正性，方法21 信賴性。1 是為i

斗 E句。l 司吐正L主持正嘻吋lλ121 會j限乃至束縛條件。l 是斗• Ãì 苦朴-^]研究司。1 ~2 到若

是/il主持1 斗至全♀?若科學的分析模型fL 以上$.]吋1]7}-^] 分額外1 依司 À1 三1月1 區分是令~

..2..1-f J:l1 71J $.] .;己苟芒特司管理，計劃，政策模型岳之內容。1 À~ 立重復是吽吾外專金。1

王三斗斗。1 屬証E十五王明確司區別吽7] 型毛性格21 互幫。1 萬五L丘立。1 t1 吐區分毛主 許斗$.]

便法它是絕對的世意味主三~~4又會令玖斗.

吐-^] 0] 吉普汁l 區分許主主λ1 各各$.]主苟 0] 關心乏主主言于全內容斗方法諭21 一般的範團是

(1) Linvi1 G. Rich, Envirqnmental Systems Engineering, McGraw-Hill, New York, pp.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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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古}-c吋l 比較的容易許7) 叫苦。)-cr.

本研究全是茍苦;;(1) .91沖沖11:<司接近吾吾鋪墊方法 o 主持環境體系司開發全目的主主吐斗

向後進行玉皇研究.91過程州1λ~ ~{t持直接主立判斷I司裂主吟，優先 0) 體系全立具體的模

型.91性格主主苦叫計劃模型斗政策模型。1 混合司老綜合的也管理模型.91 形態吾安全

環境體系(Environmental System)立持理解吽主持有T斗. 目的志向性(goal對eking)0) 體系

再一般的屬性電l 披挂。1 吽斗.91體系斗全「吾」主理解剖-主持垂7ël千刊主去。l吾且全觀點

刊對搏斗祖叫1 分明司科ÃJ 曾主咱也干干道進展。1 0) 手。?甚牛\1l斗.是茍為!現1) .91 管理的

性格合分析，考察言:}2 實際應用外遍正吐是哥(是司〉為1刻苦開發言}主持吽老三史。1 本

研究.91目的。1 斗.

第 2 節研究範團

本研究全向後 5個年叫這科環境體系量開發言}c有質際刊適用吽吽 .:z.S-) 成果吾實驗的

主立評價許台呂定。1 立全體.91內容的範圈外咀吽. 立科主立是苟立~l 刻苦考慮許7) 剖量

概念.91 r吾」叫1 對司 À~ 一次的主主考察詐司，莘7ël ~i) 方1)7~ 啥叫道切社賞質的世知識.91外延

至全檢討，發展λ')7) 斗，是3苦苦功是通夸許外:) El急電神通正L司全體系斗 機能斗役割舍記

述詩之上記兩者吾關係λ')7) 吋吋立全環境管理體系.91 r主立之有~J吾吾開發言þ) 為吐基準

會設定，導出許件是7ël ~i) 為l 叫l 泣。1λ↑概念的模型合考察許哼。l 外l 吽毛實際應用含 5萬吐

州立全「乏主立咀」合開發言?井，黨驗的'll運營企逼利。) t:-~吐管理體系是作動λl 現現實.91

a問題解決會♀j墊賞際運營上.9J準備吾補完替老裂。J .:z.具體的電]範圈外要呂定。1 t:J-.

也l 吾年次別研究計劃表什依接整理許世 E于全斗是。1 要約有2 斗.

1977. 靚存環境關係體系.91分析，撿討

環境管理.91概念，體系開發方向科一般的研究

1978. 環境體系開發，環境管理科具體的方式研究

體系開發外11 tI牛毛調查遂行

1979. 環境體系開發.91修正現楠、完，確定

環擅體系現實適用.91豫備實驗

1980. 環境體系判現實適用，資料入手，情報.9-l操作，適用上.9-l問題點觀察整理

1981.環境體系模型科調整補完，活用方案研究

本研究告一次年度咀 1977年度科研究內周刊該當司是共丘立 5個年研究課業.9-l一般

的方向全、檢討確定吽泣。!刊斗斗既存司是司是為l 模型斗體系是比較分析許吋韓國的

現實外遍切社環境管理體系吾摸索詐22次年度.9-l體系開發判方向斗全體的'll範圍吾限

定古千七次。l 立內容的範圈扑通吽. 0:] 7] 斗Il~ 體系管理(General Sy叫ems Theory)斗在苟

iil 才1 斗斗是為1]，一般是苟划方11 .91一般的性格，屬性吾吾考察科全裂。1 包含~9 ， 2次年度

研究計劃吾吾門為吐建議事項。1 論議是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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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告環境管理體系司開發斗賞驗的運營金通司現貫通用合準備滸主持斗老毛主。l

z 去芒再有。l主立刻l 汁117~ 董外l 這么吐丈獻調查，區是存是苟吐才l 資料♀J 蒐集，整理，平牛

SJ~ 現地調查.2}關係專門家.9j諮間合通吐研究內容斗方法全調整古}2 吐7cl體系閱讀司

電算「三立之禮 J 7~ 垂許2tl午斗斗電算化過程吾吾才有吋實驗作動全遲行吟片l 司主現質應用

吋1] i學講斗7] ♀J 詮社會調查方法.9j一般的範圓至于斗寺詮調查并手令茍丘立遴行通斗. 0] 

吾主持l 區分苦于咕斗毛主.Q.]吋117于朴方法土豆斗全牛~吽.

(1)文獻調查研究

(2) 電算「三玉立之唔J 7~ 堂外關聯主有 ff 電算運用

(3) 資料科現地蒐集

(4) 現地調查莫質問書調查

第 2 韋環境管理體系開發旦l 基本問題

第 1 節環境管理~I 概念

管理科對象。i 環境堪回有千"i;:環境管理4 當世斗.斗λ1 世言?咱社會$J環境質頓金管

理堂吋昔日于立環境管理42 吐吽咕，什 71 斗l 全環境瓷輝、外l 對吐社會再要求斗。1 外1] tl午毛

利害斗相筒， 0] 過程上外1 持。l 亭。1:^]全世草$J Trade-。在社刻，公共.9j合意形成全為司還

♀吐意思決定作成(Decision-making)等斗毛主名人間行為斗環境刊斗影響關係是考慮許老

總體的<tl內容。1 包含司才是吽.

環境管理晉升才叫吋操作的<tl概念乏正什「人間判活動。1 環境外1] op星月l 影響全口l 司主

旦人間.9-]環境外對吐關心。l 人間.9j活動外1] o-p要才l 影響全于全7}壹體系的丘主理解斗

持平努力斗告，決定作成過程奇斗l 包含SJ~ ~告人間$J行動關係音記述，說明斗若按」

之三"1 定義 (2) 証斗吐，立pj 主主o'j 71 叫l 全可能吐客觀的世情報斗塾♀立 2井台 Trade-off，

0] 叫i 吐為l司老價值是明白苟言}司之努力呼叫司叉，斗斗持個人斗公共.9j 意思決定過程

SJ 遍正吐範圍內斗l什問題吾解決斗2:A}斗才是斗.

。) ~1 詮觀念4年外!老 q合斗苦岳重要吐叫卷。l 包含司才有lq.

(1)個人斗社會發展外1] ~~"1 個人$J r欲求」斗「必要」

(2) 0] 司吐發展外必要再完全贊輝、$J把握

(3) 瓷諒告土耳，斗斗，弄金寺寸λ) 有1 /，甚斗立。1 咀喧 ;:<à 吐欲求斗必要是充足λ] 7']~召見。l

立毛主合除外吐餘他.9j欲求斗必要去滿足λ] 7']全呂定吋1] ~~暑汁1] 7] 斗許持要呂定咀持.9j吐為I]-^à

(是〉瓷諒$J保護斗必要.9j充足間叫l 哩。1 1f全相衛會主;:<à 古?全是社合并也行為者(actors)

(2) Wi11iam M. Matthews, Resource Materials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M. I. T. Press, Cambridge, Mass. , 1976. p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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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

(5) 吽斗λ.] 0] 吋吐相衡關係斗解消乃至解決

。l 司吐內容全處理科乏理解詐7] ♀1 õH 付。1 環境管理科分析過程叫老決定作成什弦外

斗金牛奄個人~主觀的判斷。1 斗價值判役割斗士牛司客觀的哇!判斷。1 斗科學的情報

4 役割~干7}À]~ 要素7千介在司老吋]，最境管理過程~分析吋 λ1 苦吟。1 兩者叫立場芒

吐才]l-Ì- λf 立交互作用古}7-l1 司吋 ZZ-言1 環鹿管理體系~子-'J 吋11 'v. o-j λ1 政策模型上到重要重
關心對象。1 是 4. 環境管理至全體系的主主 À~ z}詐斗最境科管理體系吾 構想詐7] ♀J 叫什告

。] <:'1 奄環境管涯~概念-'*關係s1 0-]亡1告斗在毛決定作成構造(3) 一一總體論(holism)的立

場外l付一壹檢討昔必要7于全L4. 寺，環墳管理叫11 ~ o-j λf 

Q)o-j吋吐是Ãl17} 存在科全只]~如否，立甫平。1 喧決定斗必要斗敢告À1~ 如否的)對tìì

判斷告人間斗價值，立1.毛人間.91期待立平司公有?司苦望。p註樣相 o 主發展玉皇吋， 什

7] 叫I]~ o-j咕種類。1 芒苦才1] ~奴才斗之，電Àl]~狀態吾吾 7~ 吐許7] ♀J 墊付咀決定。)耍求

噩叫這♀吽才是4.

社會的事件，論難點(Social Issues)斗形成斗。1 告公共司合意形成。1 斗台立場刊 λ.~ ïOt 

社會的要求(Social Need)量明瞭計表面化λ1 :7]~作業毛 u}立。i 司吐過程外l 令啥叫一之是

午到斗.

@咀于是主司之司有ls1o-j o]:吐古}~是只81 量，再金詛咒1 仕司是全體系(the whole system) 

~交互作用主主持考慮吽E句，吾亡1 甘于昔 -"1 吐狀憨主調整詐7] ♀i 挂電吐~意區的行民 ZE

境政策斗吐吐!<H全計劃的行為量分析祥之實驗的世行動主立持現實世界斗 斗斗斗-c?ð

千。1 ;;)，名世吐.91意圓的行為主看做司三王之司主立立意圖.91目的斗斗苦:3]吐狀態斗叫

人干什外11-'-] ..!主白H去目的斗手段叫1 對司檢討詐完全作業。1 斗， 最終目的科 同質性(equability)

斗合目的性(Purposefulness) 01 0] ~♀全體系~相互作用去理解許台許斗.s1 分析基準0]

是牛7} 泣斗.

(勤時間，知識，資源叫11 u] 亭。1 7}苛妥當社代案。11 到達吽7] 叫司吋丑月8] 叫苦司拒握華

牛旦Á .:c 7}苦總體的理想狀態(the most ideal holistic state) 7} 平s;l 01 吋吽斗付之制約條

件金組合詐主=- ;;)，金甘言1 毛主甘平苦在1 (mission analysis) 

。1 之4名吽λ1 世科';1 子。1 7.，l 物理的，社會的斗0}7] 環度的制約是-苦吐古]-e:j按這句社會

的目標，部分的址是月1斗部分的最適目康斗立官司斗狀態。11 對吐國家的， 地方的世立站

外!付之苦斗!司宣告♀{吐甘于.91自體告分析吐ç}~- 孔。l 咀 4. ];持斗持目標.91 正;分是通

化(Sub-optimization)音字!全世平云 2千古l .:c孔。1 立于司作業內容01 ct 堂去。ì t:r. 
豆豆現在狀態斗機能的原因全 li-J--61 之斗-0}7} 妥當話， Hi忌，斗吐位叫什到達科71 ♀!到!作

(3) Stahrl Edmunds and John Letley, Environmoital Administration, McGraw-Hi1l, Nι ，v York. 
1973. pp.406-409 



環境體系叫|關沿研究 57 

業機能-"1成果量變更古卅五司全作業機能評價(Evaluation of Work Function)，之斗之。1

。11ε~ðR 0] 亭。1"1~ ~垂吐任務，且早金設計目標(Design target) 01 次各電;<fl -"1環境-"1夸科1

乏有 7~ 位金論証環境生產過程斗lλ1 -"1作業合機能的咀立場外11.).1 于-"1~圳分析許有全社含意

味扑司，評價基準.91設定斗智升機能告評價穹下台評價制度斗形式告通甜 。l 討會作業機

能全必要叫11 .91甜蜜更許主去呂定。1 :!Ü斗.

~，型吐.91技街，貴用.91可能性吾吾檢討苦三L立外接近古}711 司老機能的成果明細(Functi

onal perfonnance specification)上.91變化

。1 呂立芒環境管理吋1 泣。1 外各代案。1 機能的主主遂行司正尋言}~成果外l 吐吐具體的示

方。1 世司司技術斗費用.91立場斗持比較檢討噩叫11 t!午芸示方上叫聲更全考慮會告要吐

斗.

J吉它主斗 Trade-off 吐刻苦轅討古}(呼叫司吐 7] 告. ll] 寺.91代案中外 .).1 收容堂牛~~

(費用) :水準外11.).ì 7}荷替毛已成果斗利得全型企牛到全案吾吾選擇弩之主付 。1 叫1 吽斗選

定再生去作業(實行〉可能証決定(decisions) . 0] ?l.名去唱平哥豆(mission goal) 7} 2<] 7] 玉

設立于.

。1 呂定芒通常意思作成決定過程吋lλT 垂古于全代案檢討.91過程'tl叫，環填管理外1].).1 7于寸替

毛成果斗利得金公共.91大多數斗全立場叫l 扑出發2<] 1三立 0'17]外lλ? 環境管理科信賴性，

實行性等。] o}告~1 檢討司才是斗.

、彭甘于是干主斗斗斗準備司 fE 基準(Standards) 斗1] 1l]字外， 機龍的成果吾副司檢討司 71]

司老具體的堪設計判決定(design decision) (例:成果變動斗執行)，立ij .2選擇是代案叫1

吽三台。].91開發，吽 7].).1 啞牛弄墨牛茍。1 巷，定義上，問題垂 青T等許片1 解決吐斗全按全

意味， o] ?l.名設定是 7] 至外l 吽斗吋寺t:ì 劫果的究l 機能上.91成果吾目的主主代案.91執行

斗l 吽芒具體的'tl變動專項斗。l 去再構成，再設計詩之開發言于全過程吾吾指稱奄斗.

ID 苦;(1]7千古~;室主司早到生:-;;<]吾草}'tl許台情報還流(lnformation feedback) 尋~ 01 111 統制

方式告通司結果(劫果〉主誘導吽7] 叫世決定事項音.0'17]外1 外全于立開發墊付主全環

境管理體系斗機能的成果壹哨昔日吋整理是情報吋1 依司還流2<].2 ~ ~，，]吾制度的主立確

認古柯1 古}-';:去過程全妄言于全吋 7] 叫持完全劫果吾評價穹下完全 一定形式。1 ♀1 .91 7] 苦斗 依司 λ7

位 ;;z~~句。1 ~.2..丘主環境情報體系(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oJ]依呵。1 是幸?咀古L

E井口干斗Ãl o]~ 昔 7] 吾旦有T 還流的過程奇斗 .).ì 再檢討2<]汁1 司告當苦干完全裂。]4.

。1 仕斗告芒環境管理$.]構造的要素斗意思決定作成過程毛一般的'tl過程斗節次外l 吐

華說明。1主主具體的咀環境管理體系外構想司正開發是卒外l 二l司.2 0] 呂定朴實驗的'tl現

實適用金 7-] 屯卒吋1 斗λ.] ò]~ 奄過程吋1] ll] 辛。1 體系苦斗λ1 補完修正惡之克咀甘于立參考

判 71吾土主扑立觀念司外延告受再甚或 01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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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節環境體系到社會體系叫IÁi~1 體系接近法(The Systems Approach)旦!役割

最近外l 體系接近金污染是為1]，交通，土地利用管理，教育，公共保健， 都市治安問題刊。1

三7] 扑扑各種土豆多樣吽9 社會買環墳體系.91奎利扑扑擴大司早到之， λ1 立全分單:立

擴大za 叫1] 1l午斗付。l 斗l 對奄批判。1 世。1 斗主~告訓，大概.91模型。] o}~ 檢證司 xi 替毛

構造的，行態的{毆定斗l 依據吋 λ? 作成持平 ~4吾吾兒。1 立主論爭點。] 5:] 2 ~-c于.

。] "-1 奄理由中叫l告社會，環境體系斗l 關噎研究斗 斗斗持7:]分析斗模型作成斗1 泣。1λ?

電"<J..91苦功1 斗直接的主主有關司主奴才旻吽E宇生去吋1 互致斗.三年芒體系 分析家外情報去

提供古l~ 吋1] ~外 "<1 決定作成者斗才遍切需對話詐7:]要証叫王 7] 哩1設立于之五昔 牛 ~~4.

立已j 吟。1 叫世理由7千吾體系接近法。1 放棄司。1 外有}-c干完全按吾土意味詐吾友芒。十三毛主。1

吋 J之計吋吾吋改善司件。F 苛金妄言十七裂。1 iò干警牛~1:于.

體系接近法外i 對吐批判冬寶功是:<11 吾吐士斗λl 椅。1 妥告數量化古于全吋1 泣。1λ? 單純吐

數字立制約古}2 晉吐 E于全吋致全吋1λ于它審美的要素，費用，生態系.91要素吾同時斗1 考慮古干

什數字化λl 外升上二噎7}7:]主選擇許正等苦于全代案合作成吐斗~ ~艾。] o-j 2=. ;<à 主持-^]7于可

能苛-^]7于是:<1]7} 玉皇之是電l 斗， 0] 按.91可能性合認定吐斗之堂吋芒。1 導才!數字立單純化λ1 :7] 

告提名不適當許斗Z 噎吉千七裂主斗 2_13"]尚不可避言}-c千五理解司。1 0} 垂性格斗是:<i] 0] 斗 (4)

干l{Ì列主去計量化(Quantifìcation) ój] :.j在華論難主立-"1 體系接近法。1 非計量的要素斗!扑扑玉三

吋千計量化吾試圖尋告吋l 吋墊 B] 吐。1 斗.

至于析家7} 0] 司吐非計量的要素外對司測定可能吐指標是 發見許毛并且每毛計量可能証

變數外l 對司 λf 吐考慮古}2 t-l-吋-^]部分名政策決定者外l 才1 世型電T斗毛文1 詐ff 方法吾吾取斗

才l 司老司，o-j電計量化詐7] o-j丙告宣宮前1 .91 J主主吾體系奇斗包含λ.] :7]全最遍.91方法名留、

台狀態許外11-"1 全分析叫這♀吐測定可能証指標善安全;;;! 0] 1:-]芸意味善安全斗. 計量

化沖去變數.91重要性斗全直結詩文.1 -t-詰71 叫苦。1 斗.

持l 草草1 若不確實性(Uncertainty) 011 對咕哎 o 豆，資料外|準據斗7:1 ~主五位定外11 l.OJ平哼

。1 置中許吋解決許斗吐E千七吋!1 011 吟1 昔日1 吐。1 斗偽造自體并不確實吐社會， 環境體系s1

未來變化外11~ 確實古1 l.oJ平斗詰芒資料斗貧困斗不確實性。1 介在5:] 71 斗噎 01 斗.

立èJ"十。1 吋奄理由7} 體系接近法判適用如否令論難垂性質.91去毛司7:J 替老三是世司，

可能証限.91合理的方法斗1 依司。1 司吐不確實性音除去許台吋I 體系接近法。] 1J~♀重要設

役割舍斗71 叫苦世友。1 斗 (5)

社會體系全斗2J，斗技術體系主斗吐夸吋斗三;-言:主理解詐7]7} 君去斗.之吐前!♀~~去~

州立合法。1 t-l-政府.91 r乏主立啥」吾吾電位叫|且有 3 詐71 吐。1 社會體系科 模型吾吾實驗室外11-"1

(4) R.H. Pantell, Teehniques of Environmental Systcms Analyús,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1976. pp.3-5. 

(5) 01 外對社仔細奄論雞毛~ I. R. Hoos , System Analysis in Public Policy:A Critique, Calif‘ U.P. ,. 
Berkeley, 1972吾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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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告才有;>;] ~主ff 挂電朴?

。1 投金丹!.. E.j .91知識毛有用奄模型金址是吐吾社會體系外l 對司充分許;>;] ~þ] 叫苦。l 斗

之堂午~斗 :::L吋斗法吾吾通過λ17]2 州立全社會「主立立有~J舍外苟言于全寺.91直接的，

'il i社會體系妄設計吽7] 外IH去♀iò'] 7} 充分合1 弩之~吽又重立立司電模型金 pJ吾7] 州1 幸去

4-E.j.91知識。l 充分吽;<] ~主斗之古于全明白吐 7};<à 芒。~ "善科]， 外哇妥當吐論理立說明辜

午到至1全7干?奇!..E.j全社會體系外l 對吐有用吐模型全世主fE吋1 要♀吐充分奄知識。]~

斗~之古-1 "Ì啥叫立模型作成立J 實驗合適苦于;<1 ~主又劫果的主主社會體系妄直接設計許台

叫老哥!..iò'] .91知識毛充分Zí};<1 妾吐妄言于吽 (6)

第 3 節濁壤體系。l! Ái旦!模型立|性格

千E.j告模型吾吾嘆 7};;;ì .91必要什依ð] λf 創案吐斗.0-]咀體系告說明古于7] ♀J 吐單純化λ1

址，抽象化州是形態主持現實世界.91立什么按合 0]吾通叫立構造去當司主持吐斗.特

古1 計量模型金時間.91經過歪-通司哩。1 斗全動態的變化苦豫測斗7] ♀1 t現 使用司主焚。1

2之辱。]4. 模型。] 0] 目的。1 失敗告主古今叫l玉哼 λ1 o];;;!名叫令有用吐價值7} ~才是斗.

模型作成叫1] JJ 0-] 什概念.91吾。1 拉美構J1J:斗泣含金發見許主主吋立全模型科開發外1] 7] 斗

斗7] 叫苦。1 斗.

模型開發.91寄與度全正確性(precision)，現實性(realism) ， 一般性(generality) 0] t!于全側

面斗斗立功過吾評價世主EEF. 現實性名特司數學的計量模型吋~Àr;: 現實.91 說明外iλi

4妄言語立 B}平。?說明堂官司。1音.91數學的關係式。1 現實性斗。~ "畢才i 相應(correspond) 

許台并古于全苟乏善意味斗之正確性名模型。l 基礎立古}2 ~至全瓷料吾電斗斗再現λ]7]

z 數的變化苦。4 吽首l 龍被l堂牛~才1 言于全能力.91程度告要証斗.一般性名狀況斗條件。

0] 相具証什司~♀卅五它斗斗替。l 通用惡牛~告外許完全程度善堂吐4.

考案是模型金立互幫毛主通司解答金扑向l 甘于完全體系7} 分明古1 定義:<9吐惡牛尋立互幫

.9.l豫祺Ij住毛并且註 4. 立己1 1..午生態體系，社會體系，環境管理體系在毛部類.91 體系告時間、

斗空間上分明古l 定義斗7]7千吋令。1 司全是吋副司咕毛主干堂是神']7于吋令多樣詐汁i 墊付

E斗斗模型.9.l性格金漸次“成果.9.l iJU定 (performance measures)" 自1 斗全樣相土豆土豆定;<]0-]

吐斗.

復雜吐開放體系.9.l性格外強詐吐=古董牛是干♀吐有 51.:;;之.91 入力。l E告。};<]才l 唱什吽吽

一般性且斗::正確性。] '*::立場外H 模型.91妥當性合判斷言于才是斗.模型科遍用對象。i

地域的 o 立廣大斗之雜多電-要素7} 無數計介在司全體系苦Ell茍咀再苦頭測許老叫台現e

貫性斗一般性且吽tJ己嘻.91正確性吋1] t:ì 斗吋關心金委才1] !司老吋1] o];;;!金模型。1 現貴州l

基礎吾相對的主立互相l 丑E于全呼叫對吐千司且4:: 體系內.91 構成變數自體間判 關係吾

(6) Jay W. Forrester “Understanding the Counter Intuitive Behavior of Social System弋 in John 

Beishon (ed.) , Systems Behavior, Harper & Row, New York , 1972. 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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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言l 正確古l 表現斗之到匕l-þ斗是;<1]7} 苦讀:測叫苦斗l 外l 吋直結~7] 叫苦。1 斗古于現 4.

模型毛芒于 1性生格上:lí針t

者￡司j 模型毛金于關係式吋吋I]Ã吋.] .5♀卡哇咀p茍司喧主斗}.9斗J 劫果壹勘案，考慮詐司全試圖世反面叫l 後者主:- 0] 

司吐變化斗機會苦無視討之設定是4. 前者全數學的主立處理許7] 吋♀困難吐點。1 Fi 

-0 1 介在延4.

模型.9.J斗l 令毛主才1] 1-于JT吋體系叫狀態斗條件吾土表現許台關係式主主持 大別是斗.計

量模型計!λ.] .9.J前提赴變數并計量化正1 0-]外古}.:iZ. 1甚牛赴司是搏斗分明司 定義司。1 吟道斗

tE 呂定哇!吋]，世咕狀態。1 對有f 正確吐說明。1 記述是斗咕。l卒模型斗lì "'1 .9.J關係式毛解釋的

主主舌。]~芒7} 0]叫世關係式。l 擬似化司全方式吾土擇吐4.

一般的主立。l 司詮關係式。1 解釋的主立解決s] 7] 為吋持全關係式。1 比較的簡單許毛持

五千金線型的。1 0-] óþ 古}.:iZ. 01 ~月1~哇。9 "'17};:;1 .9.J計算，叫苦是什子。ì -^J 變數。1 對司餘

他.9.J變數斗關聯司:: óJ;<à 7};<à 斗斗最大最少值是導出許台，過程全 71 7ì 喧吐斗志甘苦。1

可能詩才是斗.

過正化模型。i 數學的乏主可能升l 司 71 為司 "'1 告單純化過程。;必要替之目的函數.9.J具

體化持必要証吋l 環境體系斗1 鼠。1持。9 "'1 7};:;]科斗主持相fmr!才五三世叫 λ:1 01 井有苦牛

7} 具體化司 717干什唱扑通t:j-.斗斗λt 解釋的吐解答全世tE吋1 玉皇五L吐換{乍 (manipulation)

。1 不可能詐毛片且羊毛吾非徑濟的。]iI-咕。l 模型金接似化斗:;r]--{j合 71 型午五試斗.

一定時間斗lλ.] .9.J子。ì ;j狀態去世牛文~j主斗，至于什么 λ1 Z}斗!λ1 .9-1 狀態去計算堂牛旦Á~.

關係式。l 利用是4堪。1 吋扭過程毛主反復會主立法1 時系列的哇!直績的'il狀態推移去世牛

~才是斗 (7)

。þ]úlH .9.J丑月~]完全出算作業企遂行許7] 前叫l 初期9-1 五芒媒介主喜歡若 罔定司o-j 0]: 吐斗

全社。1 斗，口午吽"'1 月是斗吋對吐代案的口.~ 711 草牛(Parameter)叫影響全測定堂牛致全唯

一吐方法芒。1 叫 711 咀牛吾吐斗λl 才混算過程去反位司。干吐斗台之立。i zt. 即缸{U化過程

全 71 持 0]: 吐 1二十老三娃娃叫， 0] 方法芒嘎 7};:;] 重耍吐利點。]~斗.

(1) iH ♀盤濟的。l 吋

(2) 媒介變皇)(.9.J變化斗毛又l 關係式吾吾代置吐斗毛;:;]許老外么吐變更。i 守-~q~ 寸

(3) 使用2井台模型。i 等綠型的世必要7]. \1J-~之p'j

(4) 模型寺。'1] 時告變數苦包含λ1 型牛~t:-J司主圭亞。] 1:]-. 

模型寺。1 比較的替毛牛♀l 蠻、數云考培訓。于斗之非線及晶晶係式之立表現司全體系.9.J構

成要裝斗!對叫什體系.9-1 動態的變化毛-把握朴71 ♀!叫什完全。i 司有r ~~~1.以化子i去。1 妥當性舍

去tE斗之判斷是t:J-.

(7) H. R. Hamilton and Others, System Si1別Ûaticn for Regionl A71alysis, M. I. T. Pre鉤， 1969. 
Cambridge, Mass. pp.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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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節環境管理體系叫位叫Ái 政策模型到位置

環境管理體系司開發全構想會叫到O-J À; 考察司外華 λ干苛毛環境政策刊 是林主才是環境

管理體系模型。1 吽.

。l 外是在屯S]~基礎概念毛斗合$j ~美 7于文J 主區分玉皇牛~t:于.

7}. 環境水準斗最遍性基準(8)

政策決定者(地域住民，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斗$j關聯全體)7} 全國尋毛主地域叫到。ì À; 環

境7.1<準含設定古}.J?.環境政策金選定許才司告基準吋亡政策決定者$j選好吋依存斗才 2井台

功，立$1選好$1綜合性叫r::: 一定世評價體系斗吽吽模型4字叫 地域環壤特性函數，地域環

境保全苦牛斗甚毛主定金 λ~ Z}華今~t:十.政策決定者完全環境特性函數外吽4 各環境水準

.9.l最遍值是基準 o 主^; ..li.等最遍性基準告商社斗.之iÒJ丘豆。] 7] 吾毛主茍哥'^.3會牛叫

極大化立貨現斗才s]台前11， 0] 苛牛完全o-Jt:1朴:A]斗政策目的斗吋"Õ~ ^; ;Aà 五月 2是;苦朴$1外科

吐吐合形式化吐去。]:A]政策目的外1 吐吐因果論的判斷告定式化吐~芒。}1.-j斗.

吽iO-H 選好順位7} $:毛主見。1 哥實現可能古}t:干完全保證01 2井台呂定芒。于斗斗. 最遍性基

準芒目的旦台手段叫苦墊貴質判斷金制約條件 o 立証主社昔金最適化。1 -c于. 互之ì 0] 苦

苦。1 甘最遍化.9.l否k~ 條件外吽斗任意立坦全牛~吽.

斗.環境政策斗實行性基準

最遍性基準音。1等許7] 叫司井台環境保全。11 關吐政策手段金實行可能許只l2SJL咱址

是斗. oJ 討社政策手段選定.9.l 7] 苦。1 實行性基準0]4. 政策手殷$1 實行性舍去害防止，

環境保全吋是墊技荷的，學問水準，制度，法律的側面，手設外要許七日l 令辛苦.9.l眼界等

斗斗司 Á1 制限金桂完全斗.

斗.模型作成斗信韻性基準

最遍性基準吋.9.l司 Á1 政策目的。l 設定s]泣，之實行性基準斗吽斗政策手設全設定古?老

三當平，立目的手殷0] 環揖現狀告菩"Õ~'Ù斗有吐吐宮會賈老是均1]7于是4. 是苟且苟$1干

啥 J主主斗泣。i À; O-J可與件。l 敢告司J :L咀牛若是茍電苦.9.l啥叫~Á; 決定是一定一方的世

影響全世完全斗.技街水準，費用，制度夸.9.l諸條件名是茍互幫叫^-j$1外生變數。}斗.

是苟且苟芒。1 商量吋有ipJ官司牛啥，等哼，是苦草.J.d-判 早在刻苦~{司 7] ~畫冊 Á; 計量化7}

必要古干旱，目的變數斗手殷變數斗哼電l'.9.1計量的正確程度量信騙性基準0] ~午吐斗.

吽.政策模型斗據作性基準

操作性基準名目的利五7] 刊吽吽~有牛吐$1三王7] 斗叫吐吐搏斗操作可能奄持外1] 1:J1吐

7] 吾咀吋白]~名-'f-咀古l 噎社Ej台去芒。于1.-j.J?. System Deck吋依存意}:A] 詰丘咀誰是斗.

「λ1:::二嘻呼」吾吾主主持，神仕穹下老三主社毛目的$1 3.71 斗斗喜手段斗三五7] 0)1 吐吐計算。1 1固

SJ 計算過程。]1.午， 外1.-j哇體系的試行錯誤(systematic trial and error)吋 $1吉~Á; 可能吐

(8) 吉JII博士，環境工學C體系化，環境技術研究會，大阪，日本， 1975. pp.13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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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i 7于台于全呂立全意味詮斗.體系的試行錯誤全斗合科干7~ .iJ條件全 吐等λ1 7'] Ã] ?:k.9..P,1 

普通吽.

(1) 1回.iJ試行。1 完了是7ð令有 71 叫11 .iJ古~ Á~ 多數斗毆階的試行手順。l 自動的確率的

世機械的現則性吾吾安全斗.

(2) 試行全反復許吋 E午五目的.iJ 3. 71 外l 吽斗手設.iJ三主717} 苦斗告B}芒改叫i 到達堂

牛泣斗是保證。] ~t:f. 

。].iJ ì呆作性基準。l 政策模型外1 貫際運用司 71 叫司 λ? 老信賴性基準，最遍性基準，實行性

基準斗兩立古}Ã1 ?:主主吐吐尾巴l.

.:z. ，，-]丘立信賴性基準，最遍性基準，實行性基準外1 內包峙。1~全操作性基準。l 成立~Ãl

t主主咕吐有1 1:-}. 0] 呂立全模型外表現吐斗哇最遍性基準。1 具體化~泣，信頓性基準斗實行性

基準。1 變數(環境7.l<.準，環境政策手毆，外生變數，與件〉斗許容役。l 設定司司 司 :i!.. 01 司吐

37~ .iJ基準斗條件丘立至1吋最適水準合實現λ; 丹台環境水準值sj 五71 刊吽斗手鹿sj 丘7]

.iJ致全 System Deck斗11 .iJ司決定吽完全7ð千政策模型名操作性基準告址等世斗z 吐斗.

u}. 政策模型企J 類型

環境政策模型斗11 .iJ司 λ↑開發乏主苟且吾評價証斗毛7} 環境計劃吾吾立案詐月1 司令全7ð千，

前述 47~ Sj基準斗斗關聯問題立集約是斗.

環境政策.!l.墊芒。1 司吐 Criteria吾滿足λ| 這叫斗含辛司電位外11 .iJ u1 苦受台政策提言。1

可能許才是斗.正環境政策決定主禮金。] 47~ .iJ評價基準.iJ配列順序， 甚至? 環境水準呻

吟芸環境政策科先決變數Y干什吋吐之~'li 7干什斗斗類型。I 分類是斗.

(1)環境水準志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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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模型~ <表 2-1)0-1] λ? 且全甘于斗苦。1 環境水準斗至上吾吾先決斗之電甘正禮金通音帶環境

政策.iJ解答合求古于全方法。]4. 第一殷階立λ↑最遍性基準斗環境水準吋1] 1:司吐實行性基準

叫1λ↑環境7](準，信賴性基準告滿足許台墊苟且通告通司導出奄斗. 0] .!l.苟吋 λH三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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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金滿足詩才l 司老手段~解吾求量牛 ~4. 0] E..瑾斗lλ'1~苦朴l 台政策變更E1最遍

值吾求堂官司E1操作性基準。l 斗.哥哥吐最適值外1] 7}香玉等許老計算E1試行錯誤7干體系的

電 À] o}這 Äl~ 持它古}À] 當E于全叫苦;(1] 扑到亡于.

第一試行叫1 千位叫什子。?也是7cl牛幸告無條件目標(unconditional targets)斗條件目標

(conditional targets)主斗~4.

前者是去試行E1反復刊有正在氓。;;司令叫l 先決司全目的值7} 閏定~告目的變數諦。]t:于.後

者是第一試行斗目的{車外固定司毛主目的變數論。l 亡于.後者全第一試行叫l 目的值7} 達成不

可能量7cl令以後斗試行叫1]/'1 全目的變數名。1 局外變數〈政策目的主立λ'1E1 內生變數〉主變

換持台目的變數論。1 斗.

。1 互幫E1是;(1]11 金是7cl牛吾♀j 故。1 實行不能誓旦3千五毛主是合目的變數量局外變數主

意lÀ] ~主 o 咀址是斗.環境政策自體7千放棄.:s:J À] 'i'i"~之咀吐是吽.立前五立。1 丙吐嘻7ð牛吾

含 λl 苟言干全局外變數吾胡言1λ'1 j司令吋l 位-1l吐白的斗同一親王司老外7于是;(1]7于這斗. 立þj

1-} 倒是告外自動1l~7] 7}三二哥炭化水素，一酸化炭素吾 A年外1 現行排出量為 1美叫互有T 什

111 環握政策含擇斗告7千叫l 叫吐類型斗政策決定斗l 適合詐斗.

(2) 劫果測定模型

環揖71<準指向模型61] 01] 叫 -^1 環境劫果測定金環境政策舍先決電14. 0] 主苟斗 五種金水

準斗政策金三詩意于全方法。1 囡果分析判豫測模型斗在2斗.

i 操作性基準.....﹒今

表 2-2 劫果測定模型

! ~實行性基準 j

世主

一一匡二至

模型 ie-; 這草草書:要;;

水準|

!最遍性基準

第一設階完全實行性基準外對應意l~ 環境政策變數量宇平第2度階州l 全環攝政策E1故金

信輯性去!滿足持完全現象五種 61] 代入許之 I巖格吐意味叫lλ'lE1環攬水準告導出証吽.

。l 之1名環境政策舍外生變數吋l 司司E1~言千五!. ;tJ.:ï?.直是捌模型告利用電T斗， 0];正苟且J 是

為IP盟各最遍位基，準吾吾址是干古l~ 環境水準全世 7] 副司持有限回E1試行全贊牛~台商1] ， 0] 

吋l 訝于4 最適值外l 到達正完全接近昔牛~吽老保障。]~斗.解全偶然性告持毛斗， 0] 司

墊~ ;:-攘作性基準吋1fr哥是牛故老叫政策。1 斗~吋茍到通牛旦l~ 社♀立劫果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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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言t~前1 有劫許已于.向後國民總生產.9j 3%告公害防止叫1 投資有19-.2許咀汪國民的』合意

吾禮金牛 ~J吽主意干啥叫吽墊劫果旱喧吾吾牛到~~7千吾定苦于全前1 千F主墊旦哩。14 垂

令 ~4.

(3) 環揖水準﹒政策同時決定模型

前述証主禮"芒最遍性基擊，信賴性基準，實行性基準告前後的主主反復 λ于今意于全旦墊<:li

司。i!吾吾操作性基準01] 不滿足司完全苟♀7} 瑋斗. 01 iò-] 奄主望毛主環境政策決定是不可能許

只]台當主斗最適墊裂。J4.2會牛告說斗.前者f.9j立正苟且4台最遍性，信輯性， 實行

性基準金同時外遍用意于是模型。1 必要科斗.

〈豪 2-3> 水準﹒立自果同時決定模型

!操作性基準:

• 

失去:豆豆:這 :...--fi聖主ï&“主|
只\

\、
[云一象

水準|←..最遍性基準!阿
以
自

~ 

i t言賴性基準;

立司斗。l 千卡電.9j .:!己苟叫l 完全政策.9j一般的模型外l吋斗喧吐À，3 告 I吟味董必要外張斗.

結局，前者.9j干7~ .9j .:!己苟金水準斗政策斗吾代替的主立先決許台吋l 司司斗 。1 模型金

水準斗政策金寺λ.] 0]] 尋j 音吐4. oJ .:;;J，名信輯性基準含滿足甘于台電甘正嘻叫1 叫吐因果的

關係下吋l 環境7.K準斗政策~實行性基準斗11 .9j司 Ã-] 限定古于全去。1 通斗.

。1 額型.9l模型毛環境評價1千環境計劃斗持，環境水準斗經漓的劫果， Trade-off 旦台便

益(Benefit)去。1 王二:7，3主持 :"1 環境保全外1 投資司。于科王二tf告決定甘于全叫道合世模型。14 堂

午:U1:于.

第 3 章觀存環境關聯體系旦|分析

第 1 節體系動態論(System Dynamics) 

嘻它世界吾言詐'}l.斗干S司J 按旁雜在屯吐. 還流體系(feedback s叮ys針te叩m力〉立 把握言吽于.2 0吋1 玉司司下部體系叫吋lλ吋i 
干E吋司 1叩0∞QC吽9 7朴1 ♀判J 變數吾S叫J 關係式告通古叫1 說明言許干c吋4 擬似化(臼斜s剖i加I口mu址lla切a抗叫tio∞n吋1) 斗3苟g含 F才q 三持守 o外l 體

系9斗J 動態的側面毛舍t 首司吋誡咀 J

變數吾寺奄λ斗l 雪R 1:于毛7}(9) 師存.9j經濟學外1λf 斗成長理論告自己斗位.9l電算言語主甘于平現

(9) Martin Shubik,“Modeling on a Grand' Scale," in Science, Vol. 174, No. 3 December, 1971, p.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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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善生產，消費函數刊對証明確吐概念。1 包含.!<JoJ ~;>;]詰之特司長時間斗1 豆豆豆有部門

開判資輝、配分刊吐叫分明吐方法。l 缺如~~~之吽概念司 貧證的咀資料叫l 對司明確証

參考事項0] ~且。];>;]詰旱，吽~-"ì 主觀的'ù值定斗前提音 7]主主確質量檢證~o] 模型

金發展λ]~~]:司立模型科特殊墊闢係式外吽斗未來.9J 現宜世界叫1 直是棚。] 1;)平敏感

(highly sensitive)意干什歷史的'ù盤驗含昔t'11 Forrester.9]未來世界全吋平非人闊的要素

外蔥。]介在司。ì ~oJ "ì 1990年全五日1 立電-'J.-'1]功告說滯狀態主斗斗在華向後 130年聞

主1 未來持社會﹒自然科學011λ.J.9]一般的 tù 豫測斗之去'-=l平7J "1 7于重斗毛7} 古}~ 批判斗l 互

不拘許之 (10) 70年代.9]環境問題是世界的水準斗斗立水準斗代案的未來像吾吾比較的朋

暸吽月1 表現古于又~斗生去理由叫苦叫1] 60年代以f表現今井才是苟精神l 斗且是為l司老 計量的接

近方式斗環境政策分野oJ] "ì 重要吐關心事立.!<J之致全 -'J 1:1吋1] ~-C于.

「立斗吾草 J.9J卒唔穹下叫1] 7~ 啥墊。l 是苟，;(1] 才1] 2i王苟岳之.9J初期研究，產業動態論(Industrial

Dynamics)，都市動態論(Urban Dynamics) oJ]λ.] 0] 口l 體系的思考.9]吾。1 斗斗斗之~~斗

世界模型 243名體系.9]動態的接近吾吾主主環境要素即，人口，資源，時間，農學，工學，

污誰叫 6倍.9]變數立五河l 區分穹下什向後 130年扑扑擬似化吐結果吾 ..!;!..c司于312iJL吋，特

15] 變化率(rate)合各各相異詐汁l 仕哥華叫.9J口1 至~.9]變化吾園式的主主斗吽吋早到斗.

最近oJ] ;:世界體系(WorId System)是通司政治體系(Political System) 中心.9]世界模型告

訴聞言};;:r.泣主斗斗斗!對証反論斗批判。1 繼續司之鼠斗持。i 接近方法.9] 活用性。1 州立

全方向土豆豆司司主敢告位茍 0] -C于.

。1 模型.9J 7] 甚茍思考fEE干企.9J <表示1)斗1]"1 斗苦。] 71<.準變數(Level V ariable)，補助變

數(Auxiliary Variable)，率變數(Rate Variable) .9] -'1]7};>;] 類型刻變數主持♀1 .9] o:j "'1 7};>;] 環

境的側面合當苟言}之;U~司，主7] .9]子。ì .:zl狀態音 71 型丘主斗吽喧斗司主主環撞水準

變數吾固定言}JL 0] oJ]吽芒且主哇牛是等吋水準變數量調整言千五之茹叫1] n午<4變動率變

數吾固定呼之。]~是全還流體系是逼利時系列的主主擬似化吐吽全過程土豆E]oJ ~4. 

o:j 71 斗1 斗時間變數老餘他.9]部門斗毛主。1 取數.!<J pj Switch是寺鵡變率數叫l 影響全吋持正

尋考察司。ì~斗.之吋王三立副外11 "1 言及有i 6個.9]變數全7-}z} 0] 一般構造量去平時間變

〈寮 3-1) FSD模型叫一般構造

í六

Rate 
Level ~u~._u L _ _ _一- _.J Var. 
Variables 

遠流(Feed-back)

(10) William D. Nordha郎，“World Dynamics: Measurement without Data." in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83, December,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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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lon 

世界模型 2.9]一般構造

n 

〈表 3-2>

Indu '3try Nat叮.1
P..esource~ 

Ti血e

程過流還時同數變助補

巳i
4
7十
一
八
八
以

t
I
E
-
m
叫

-
f
-
J
H
U
i
r
比
;
比
“

一
寸
寸
i
l
l
-
J
S
O
卅

一
一

l
i
-
-
l
i
l
i
-
-
l
i
l
i
-
-
-
-
-
J
Q

U
I
t
-
r

向
u
s
-
-
z

i--tTiiiihTil1111111Ili--i 

山
;
二
，
γ
l
i
l
i
-
-

叫

卜l
i
t
b
J

斗

4
l
J
κ、
制

統

判
1
:
t
f
i
B
)

通數

外l 介入司正主干~外文i 斗. 0] 司吐內容。1 世界模型 2吋 λ:ì ~ <表示2>斗在各于乏主表現是斗

〈表示2>叫什各變數.91變化方式毛主吐吐司說明%]芒吽咕，

口(1)人

斗。}7} 率出生

.91 :r曾大告并且有名吽.同時叫人口增加全死亡率金寺7}λ]9]2 人口被少音并且?毛斗.

人口若出生率斗死亡率也1 垂含吋均型狀態吾。1 妄斗. 0] 斗毛主毛主前提叫老 外苦吾芒一

人口增加全出生率金增加λl 卅五。l 畏。1 結局人口增加吾意味吽月1 司司

定數91 子女吾安全傾向全挂吽告去。]]:守吽吽Ãì 人口并 tì丘咀斗全世代91 人口全必然

三正 當 o}::<] 9 死亡者且斗出生者數7]- fi丘可人口全增加古十月1 斗墊。l 斗AEZ去。l 斗.

(2) 資本投資

資本投賀老正常.91狀態外!H 人口數斗 1人當年間資本投資(單位〉率外1] 91 %] 決定咀 4.

生活水準。] i創立外~~狀況外!λ? 毛消費欲求神三王7] 叫苦耐l 資本蓄積芒 7ì .91堪。1 斗::<] ~古

老t:1-.州立全資本金創出色]-~能力芒 1人當資本(量)0] ~oj 斗才1] ~吐場加許才是斗.主主

~ì 1.-干。]:;l 0] 叫 JF 全芒牛吾叫到汁l 司吐生活斗質金改善斗7] 判有} 1人當投資水準名減

少許才]~平吽斗λ↑ λ1 立全投資芒吋 0] 甘增加司::<] 替老斗.oþ] 外1] ~去， λ?若毛生活水

繼續司世 1人當.91

替毛所得。1 發生

準叫1 吽吽λ? 投資古}至全傾向。] ~4台前提神文l斗.斗λl 男主言}<ct投資7于

所得水準毛去47于9 吽己-H 吋 EI金投資7千可能古}7ì] ~吽立在斗吋

投資告物質的位要望全為墊

社斗.

立吋斗投贊普牛~~~:裂主斗所得0] 吋寺7]-古}71] 哼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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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 0) 仕夸7~'Õ"};;z) 室主主去9-~ ~定。1 斗.

(3) 污染

污染芒。1 喧干什吐吐才l 叫叫lλ? 全自然科過程奇斗n ;<.ì 自體7} 司司是4. 立~♀141 吋1];<'1

污染。1 夸斗斗咀持有1哥哥叫 λ1~ 污染吸收過程毛擴大司之污染告減少持有14. 立吋斗 i考操

金時間常數斗密接司吐才11~ <>-1 ~7] "帝是外11 1丐誨。有~狀態叫11"'1 芒。1~ 主p~金吐扑在

叫1] 0) 干什:;z.1 "'-t污染白l 子~:;z.) ，哇，也)~吸收，三l 持斗完全啥叫去。1 士正i..!司斗斗斗λ1 司司告全

告主干什7'1 叉口午至于λ↑污操率。1 增加拉4.

(4) 過密主因屯-人口統制

宣 Aà ;;z] 哼 1有~人口 7} 增加詐才1] ~t1J 密集率名漸高啞巴于. 0] 次毛于這苛出生率含低下λ] 7']

z 人口減少吾 7}À~ 名1:0]-.吽主}7~ ;;zJ 立密集率。l 增加~喧死亡率。J *o]- ;;zJ 2 人口 ff 哼 λ]

減少是 4.

低下挂出生率斗增加司老死亡率毛最大許容過密水準。lH 人口吾安定λJ 7'J 老二重劫果

吾吾吾吾吽.oþ]叫老人口 7} 超過密狀態斗1] oJ 三咕子女苦尋月1 吾吾才)~平死亡率oJ 3to]-;;z] 

Z 立pj 丘立許容〈耐用〉水準朴;;z] 'tl子全減少許才是斗老外J宮。1 包含~<>-1 ~吽.

(5) 污染 o 立吐吐人口統制

人口數~ 增加全污噪音增加λl 升平在斗污染率斗污染水準含量。1 才11 ~平 0] 呂定金甚至干

出生率含低下λ.1 7'1 主人口告誠少扑到才是吽.苦-"]吋l 污染率。1 漸高~喧食糧供給自1 誠少

~2 斗斗À1 0] ~定。1 出產率含減少許才1] !司 Z 死亡率含量。1 月1 是斗.

(6) 食糧供給外1 依賢人口就制

人口 7} 增加~咀 1人當資本投資率金誠少~平同時叫1 農學部門外I]~ 投資分注吐誠少是

4. tl午斗斗 1人當潛在食糧供給量主晉升吾E句。1 外吽iò}出生率。1 減少司Z 死亡率。l 增加

;<j吽甚至于人口外瘋少是 4. 口干斗"'1 7J o}位仕~至可斗IJ 1:0午噎金吋1l]主持人口外安定狀態

外11 0) 三月1 是斗. 01 美金人間各食糧供給。l 可能証限于女吾吋 7]- ;;zJ 司華立于台 7}7à òl]λf 

吾毛主吐4.

(7) 天真是費觀斗斗吐人口統制

人口 7于增加許吐天然資頓使用率毛增加司Z 社喧斗墊早在全加速化又!有1 t:]-. 。]~~挂

毛干勁果的世 1人當賓本投資吾誠少持有1 斗.

E于亞于λf 物質的'tl生活水準金低下λ1 型斗.外交毛苦苦出生率吾吾吾i"o] 汁1 再三王 吽iò};<'1 死亡

率含量。l 丹l 司吋。ì 'tl苟且宮牛苦~吐吐持墊。1%音。l 位苟且司 2 'tl于持社主吽才是斗.

自).7<1] oJ 吋墊付 7]- ;;zJ 種類~變數~實際內容金且咕 0]-i!Jl斗在2斗，

。1 斗苦。1 汎世界的立場外 ;<'1 總量的世水準吋1];<'1 甚世界模型令向後 130年外1 月皇屯豫測

斗l 叫千悲觀的咀結果去且0]2 到台前1 世界的安定全副司天然資頓使用率金 755石，污

染發生含 50%，資本投資增大吾 40%，食糧生產全 20%，出生率告 30%井井瘋少4型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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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變數|補助變數;變化率
(Level Variables) (Auxiliar旦旦旦主主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斗里坐立主笠J一一一

1.人 口 I iE亡率(O~15， 16~45，鈞。l 毛主〉斗會司有Tl 年開出生數年間死亡率

7卜。~15^11 迅子 |出生率，壽命丘立平司才叫司令全 出生產 I (O~5， 16"'45 45 01 公〉

斗. 16'"是5-'11 娃子 l 率係欽期待壽命，混雜度， 污染呼叫註

斗. 45列。1 分位于 |壽命係數，食糧刊刻有T 壽命係數，保健持

斗.壽命認識判還延 I 1l] ~丘。1ì 均有2 壽命係數，混雜度。11 .91奄壽

吋.保健斗官l 么勁呆~遲延|命係歡.

2. 天然資源 | 天然資源殘存量， 1人當 資源使用係數， I :天然資源使用量
天然資源金特金資源.

3. 工業資本 | 工業生產， 1人當工業生產，工業資本緣動|工業資本減耗，

是.農業資本.潛在可耕地面積.

可耕地面積.都市工業用地

面積

5.λ7 日1 乙資本

6. 污染.污染發見司還延

率，工業部門雇傭需要， 總雇傭，失業率， I 工業資本投資
勞動力，消費苦 i均有T 工業生產， ^1 1l]三三部

鬥金斜塔工業生產， 1人當扑吋乏必要

壘， 1人當食糧必要重.

1人當食糧，食糧，土地生產性， 資本刊|

判奄土地生產性係，數農學資本限界生產|

性， ;;.11 E午三當聞發費用，土地開發全剖苛

農業投資，土地資本比率，資本刊 5月奄土

壤判壽命係數，土壤平均壽命， 電月吽三當

農業雇傭，農業部們.91雇傭需要， 1人當都

市﹒工業用地區積，都市﹒工業用地必要量

^1 1l]士生產， ^1 苗l 三三部鬥.91 雇傭需要， 1 

人當^1 吋乙必要量

污染吸收期悶，污染01] .91奄土地生產性

係數，土地01] 司墊污染發生係數，生產01]

5才有T 污染發生係數.

土地開發商積.土地荒嚴

面積都市﹒工業用地擴

大面積

農業資本投資

農業資本減耗

λ1 1l]三三資本投資

λ~ 1l] ~三資本滅耗

污染發生量

主張詐::l!.~斗(ll) 0] 斗 13] 安世代案主主持 Meadow斗模型外Il^~ 急出生率含 1975年水準吋!

A司令ÃJ 古}::l!.投資率告 1990年持ÃJ$J平價切下率斗同一許才1 許之(原〉瓷材生產吋1 斗 λ7 日)主

哥姐.E..主$J GNP$J子À<J 13] 是三茍甘于主工業資本斗製造商品$J耐孔年限吾吾甚月1 穹下之投資

計劃告 ret存需要外1 赴現1 氓。1 食糧增產，土壤7~ 位，自然保護部門外集中λl 司。干哇吽完全見解

五到吽 (12)

。]1主斗t:1 急進的喧，革新的'ù措置吾吾講究古~ oþ 吐斗全立場叫11~ 司l 吾吾外原查材$J租

說﹒償還$J吾吋強吐統制，產業司集中抑制，政府機關$J再配置，國家的人口 (^~B]::二)A1

玉，全地域州1 月註~ 500名單位叫自足哥哥l-]斗斗苟甘苦告提唱許之旦1 t:司'. (13) 0] 司吐見解

是毛斗合叫il^ì 仕司昔模型自體司斗2-Þ1♂l 于三~究l 丑À11 卅五不拘穹下三王國家的立場。11^ì

是73 是À11011 t司吐去共$J關心斗一聯斗行動全取斗才1 古于全吋l 全充分奄 71 e:j告說斗之苦

(11) Jay W. Forrest仗， World Dynamics, Wright-AIIen Press, Inc. , Cambridge, Mass. , 1971. p.120;
(12) D.M Meadow & others, The Limits to Growth , Universe Book, New York, 1972, Ch. 6. 
(13) Edward Goldsmith, Robert Allen Michael AIIaby & others,“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The" 

Ecologist, Vol. 2, no. 1, Jan.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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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玉è..J:守政府外 λ7 個人77};<] o:j吋水準外lλ1 .91行動全結合λ1 型國家的情報體系，事前警報

體系，公共意思決定作成斗計劃夸.91必要性合吋斗強調詐才]~'JJ.斗.立ÒJ 斗。l 司吐環境

政策科耍素外堪重.91政策執行手設外1] .91 Õ~ 執行司 7] 外1 完全兮兮吐吐持。]~均1] ~完全計l 立次

毛模型自體外持吐。9 ~-]告為]7} 補完~'JJ.o-J o]: 告全意味吽~ ~見。1 斗許主~ r:J-. 
;<]苦朴;;<:]指摘~又到全是月1] 吾三主并且咕吽舍斗苦斗.

(心。l 模型斗基本前提告「導帶子主1;<}J (Expansionist)均勻寸刊扑扑斗司老司，叫1 吾吾

01 污染司;;<:]室主毛食糧斗，午金房斗，使用電E 牛奴主去天然資源。1 鼠忌限人口 7于增加這

斗.注。l 音統制古于完全貧還流體系(Nagative feed back System)主密集度7干 什么攬界點

(Threshold)ο1] 0] 三司 λ:-] 0]: '1 f乍動是E千七次毛理論模型件I]À-] 全可能古于斗現實世界斗1 日1 幸。↑

昔叫l=j平更直性合吐斗.體系自體內外1 斗。]-3t吾吾規制會今~~要素吐食糧供給.91被

少，人口過密，天然資源.91桔喝;<à 主呼叫司 Ài 吐可能古:}t:于全呂定。1~ 吋訝于斗斗。1 司吐呂定斗

對吐豫防的措置7} r;;<:] 舌」去。1 亭。1-^]71 吟，立穹 ;;<:1 長許咕 7}77}金將來外l 體系自體.91

動態論的作動外l 依司世界外決定是立于生:- w~ ♀限定是選擇叫什;;<]苦苦71 :i!.. ~o-]λ:-] 0] 點i

0] 問題立唔吽 (14)

(2) 0] 體系外1 忌地球全般斗!這扑向質性金唱變數壹取証關係立前存.91生態嘆社會

體系.91具體的特殊性合認定吽;<]要吽平文L o-J λf 例吾去。1 污染。]1-千人口增加全地方的主

主多樣吽吋各樣芯十五立。1 體系內外lλf 許斗.91 71 t:Jl吐向質的'll自然體系吾甘苟言十五!... 0] 音

7] 三豆豆豆詐斗.91吾同質的'll社會體系(Homogeneous Social System)吾持茍吐按各現實

世界斗主昔苛墊距離扑到汁1 型吽.

(3) 0] 模型令斗!主管喧變數若是7ð為i搏斗重要吐變數咀吋1 告吾唱~..2...1-干。于斗 不完

全有T 水準外1] ~完全叫，經濟變數斗生態變數吾除外苛甘'â-牛.91心理的，社會的，政治的，道

德倫理的，文化的變數7} 直接的丘主考慮司。1 。于世斗老毛式。1 斗 (15)

(4) 技術變化吋吐吐考慮~ 01 模型叫I]À-] 全世社除外~早到全詩] 0] 共金實際斗台口司令

相異証;其主豆，干。1~λl 吐叫什環境惡化吾 λHl垂牛到全 7] 告7~ 堂。l 于1 吽立全美。1 不

可能堂裂。]4全社神州1全平己17} ~吽台去。1 斗.

/~l/J- 7] 告Jtì井台吐λl 世 01] 立劫果告表面的主主把握吽7] 幸去。1 現金乏自 0] ~丘斗， 兮兮

噎 λl 吐。1 蓄積是有'-.01] 0]: ::L 產出物。1 外部化是立于七分節的。1 。于\:l連續的'll 特性。l 獄。1

外吐告司 7] 合社斗斗1] t:Jl吐標準模型全操擇詐7] O-J唱吽告。H于立自]-3t 0] 干什塾牛毛:- ~ 

E午 (16)

(14) Ervin Laszlo,“Uses and Misuses of World System Models, The World System , Georgy Braz
iller, New York , 1973. pp.10-1 I. 

(15) Ibid, p. 12. 
(16) Richard H. Day and Evan F. Koening,“On Some Models of World Cataclysm," Land Economicsc: 

Vol. 51 , No. 1, Feb. 1日75，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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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會適應(Social Adaptation).9.1力關係(Mechanism)òJ]對司。1 互幫毛之持科才發早

到全司，吽λ1 堂吽唔，奇斗牛苦訓I]Á1 世界環揖問題。11 對吐技街的解決方式。] <>l乙 ><à .;已。1

亭。?至牛奴主吋苛斗斗斗.9.1自體.9.1環境問題適應方式。1 是司不可能斗才告當9-.苛丹在

4 苟且斗。]7} ~告司令斗五絕對的危機去克服吽7] 副司。1 年三自主夸苦吐適應「吋升

1-J吾JO] 4-èJ社會呼台鼠斗 (17)

。]~外 λf 位司芒體系動態論.9.1構造的問題t:j-外01] 旦國家水準叫)λ? 環境政策為主.9.1環

境問題解決金♀J 設方法論告講究持台吋1] 0] .5:，. t宮。l 互補位型有主主 7]C有許汁。1 司全點。1

豫想司全吋l 本研究.9.1目的叫1] B] 辛。1 世斗2守主主 2 ï" ì 前~ 01: 告模型司 限界點名亡于合斗苦

也l 要約塾牛且按斗.

哭叫， 0] 五苟各汎世界的電l 總量中心.9.1環境模型咀朴E干什 苛7}牛苦斗lλ? 是7ð多孽，環

境抑制論刊有J zj-墊總量水準告把握古}2;<} 穹下台見地叫1吋全世吐有用住。1 到全牛'Ál按主

斗前述電} B}斗甚。]，環境問題.9.1地域的多樣性含 苦址吽7] 副司。l 互幫吾吾 ;<]司互有三L主

運營許7]告吋千。1 唱斗主芒克已。]9-.立呂定金。1 互幫夸叫1 三互會有2 水準(Level Variables)斗補

助變數(Auxi1iary Variables)苦地域係數立調整司。于吾友。1 吟， 0] <>1倍。] u~ 千替毛寺河1

丕待外1] -?;-71 司。于 29 t9世界模型外l 持斗亭:1J，堪忍史斗嘻;;(]哼牛是什扑扑JB斗在;<1] 吾吾 ;<à 會

牛草7] 叫苦。] -c-}. 

告桶，環境管理斗ff 咱哥。t] Á1 昔吋 0] .;正~毛各部門判資輝、配分。1 斗毛坤，地域的，空

間的配分金考慮司。1 'Ál;;;]替毛方'Ht斗。1 點。1 重要視司完全 ;;;]斗哥哥是甚至j 刻划叫l 告 。].9.1

採用。]<>l至~ -c-}全禮。1 斗• 

..111 楠， 0] .5:，.苟毛是苟牛吾外1 叫哇古于1守叫什-~註茍又叫 ;;;1 苟且為Il"ò'哼哼告全許台呂定。1 吋

環境政策.9.1執行全q-]吐計劃的手設斗方法吾吾考慮許台商1 老三王丹l 正告告晉牛 ~7] 叫

苦叫l 苛汁，牛吾叫什或金地域7.1<準外1λf 環境管理哥哥卅五帝!9若是苟且是，土地利用，環境資

源配分等.9.1電位有是神色1 至吋1 告別途且J 體系的接近。l 斗屯司。1 。于是斗告點。1 斗.

吋l 楠，環境情報體系(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件全咱哥叫什昔叫空間的階

層(Spatial Hierarchy)斗斗司苟且斗叫令。1 堂èJ分類管理司吋。1 吾 7] 主主吽若是7ð

(在èJ);;~]補正吐各各相異吐千三斗機龍去吾吾汁l 蓮英。1 王玉立。1 模型舍標準的準據主λ?

早7ð ~ll 補正23 吾吾擇古于台商l 叫l 完全適用，應用，調整叫11 ~l 蓋有主主難點。lE幸Ef--去 點。1 斗， 0] 

吋墊觀察斗I]Á1 世金牛敢告示咬點是立副主立，環境容量。1 斗毛持環境水準O] ，*~立場。'11

Á1 國家的水準吋I]Á1 環境政策的立場刊 λ'1 .9.1體系7} 子甘司又叫-令下部體系主持地域環境

模型。1 設定是斗告。1 吾合理的主立調整可能古陶l 許全調整(管理〉體系外 JiIl途講究是斗

咕。] .5玉苟吋 Á1 吟吟吟芒。?叫苦~]禮金色1 主!告午s:l~三-可能性。1 <;;1主。1 才是斗.

(17) Ibid.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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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節生態 1/0分析

。1 模型毛 w. Isardol] 依司開發是模型OJ訓，地域單位叫環境，特意l 經濟斗生態活動.51]

相闖關係吾投入算出表三分析詐主持斗主接近方法<:tl叫，地域極濟分析。1]"'1 使用或-qì 1/0 

裘.9.j構造斗在0] 行斗列外z}z}陸地﹒海洋﹒犬氣主區分當于.2 O]~吾吾吽λl 經濟部門斗

生態部門土豆各各科 Zone吾吾細分宣講 "'1 z}z}.9.j昔立這是刻苦投入產出係數吾通司把握吐吽毛去

多{凸!立主運1 內容。1 斗 (18) 耀濟活動部門毛標準產業分類表 (SIC).9.j項目舍利用古}.2生態

活動毛標準分額方式全獨自的主主作戚或美吋1 生物系斗11 "'~ ;:植物，動物主非生物系斗l 持生去

氣使(Climate)，地質(Geology)，地形(Physiography)，水文(Hydrology)，土壤(Soils)立大

分類吽平。1音名吽λ.] 84個叫項目主主細分司。1 ~斗.

〈裹 3-3) 地域間均相互關係(劫果中心)

陸 地(i Zones) 海祥(j Zones) 大氣(k Zones) 

陸 地(i Zones) 陸地.9J (生態)過程叫1 對社陸 陸地叫聲才有T 海洋 陸地吋l 對社大氣

地(生態)過程.9J劫果

海 洋(j Zones) 海洋(斗~ )01) 司會 海洋吋l 對有T 海洋 海洋叫1 對有T 大氣

陸地(斗~)司劫果

大 氣 (k Zones) 大氣吋1 對社陸地 大氣吋l 對社海洋 大氣叫I 對社大氣

〈衰 3-4) 地域開經濟生態活動分析關聯表

陸 地 海 洋

ZONE A 1......) ZONE U ZONE A...... 

經 濟 生 態 |盤濟生態
有于現1] A日]i Fg 

有1 三正主平 卒還 t曾是司主

盤 !i 唱l 丕

EE il i l| NZo E 濟生 n牛歹現1l 叫 主平苟平塾 o 

i 吾立『它吾2了 • 
地主 : 

Itonej 

Isard. lbid. 1 P. 60 

也] <:'1 吐接近方法金

1/0分析0] 3(.2泣告根本問題，吋l 吾吾外國家計劃斗l 使用吽71 剖司全產業.9.j 1/0係數

(18) Walter Isard, Ecologic-economic Analysis for Regional Develoþment.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72.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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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作成吉}2 0) 吾定期的土豆調整呻吟言}~作業芒。)7J♀斗l主持聾牛故老實用上.91

制約點。) ~ÞH去斗斗立司吟地域水準斗!λ? 全產業舍總括董必要7} ~2 生態系叫1λ1 .91相

互關係係數調整fL 仕啥哇 7) 苦苦址必要文l 詰斗全理由主古;R À1 地域環境體系娃子叫lì~ 叫

平劫果的吐分析方法。l 吐斗. 0) 方法毛主國家的立場。1) 持斗干什斗持台地域間是7J 1;0 

至于析毛 01 電牛氓。l 賓料.91蒐集﹒管理﹒處理叫1 莘莘統一吐體系7r 531]途豆子告司主主運

營司只l 詩玉立咕實用化朴實質的主立不可能詐現，) ~吋 0) 方法夸刊全項白白l 過多吋細分

~01 鼠 7) 叫苦吋ij 0) 7J令資料斗各部門州11 À1 斗內容斗精少神必要吐吋 單純世經濟活

動。] o}吐生態一社會一盤濟一政策.91接合體系主持 91 環境體系吾 運營，實用化許7) ~吐

概略是資料分析體系外IH去現實像CReal-world).91立交斗老外平型有垂直象測斗模型。1 提示

噩7J千外刊甘吾土立。1 苦朴 7r 精巧司調整﹒考案~Ä) ~古之世實用上替毛誤謬7r 斗吽

甘牛~斗.

主丘吐7}Ä) .91 若為!告。l 生態的 1;0 衰老 0) 吾兒全國家的水準斗l 外空間的世計顫的運用

金試圖垂7JSf-刊芒，部門的物動量CFlow of Commodity)舍地域的，空間的主立配卦﹒分

布λl 是方案。l 是直有三主 ~71 叫苦斗l 國家水準叫什總量的~ 規f割裂管理。1)若有劫堂

哉。l 分明許吟地域的計劃，規制要管理完全別途9月空間管理體系斗講究司。1 。干董必要外

'Ãl才是吽.

!E. 01 模型名體系科動態的面吾吾說明詐才。1 司去點。]~什 À1 叫平靜態的~ .;己哼。)C.J

堂牛~~主斗 1;0 表叫Pì科技術係數作成外l 仕才有Tλ1 吐。)~♀是斗吾吾。1 斗.

立èì 1-于環撞體系叫1 泣。1 持下部體系.91構成要素吾分類井台前l 芒。) 1;0 素外1) À1 S1 細分類

方式。] u>> sf-有用參考7} ~重牛現金裂主主判斷是斗.

第 3 節生態的國家計111模型CEcological National Planning Model) (19) 

。1 主t8 各國家計劃叫到外外生態的側面告中心主主考慮吐一種叫計劃模型咀吋!日本

9J SMLES研究陳吋1 依司開發再現斗.模型毛 37~ 9J下部體主構成峙。ì~之擬似化過程全

通話日國家91 計劃的側面斗11Àì 政策的建議主古l2 弦是吋1 日本9J未來吋l 對司 叫♀吝口l立

全展望全1-11~又'Ãl~丘立 Sf-~1-于斗9J主場斗理解司主主7) 割草1 引用司且~ 斗吾土斗在

吽 (20)

直芒有三L立哥叫咱l 三年娃子9J 90%~ 1億 2千 6百萬金兮斗寸斗二L~ 平5<1]主吋11 9J毛古}Ä)

E主三L吐吐星斗.國家生存91 最低晉升Ä] 許7) ♀{吉1λ? 老 7) 毛9J ~于Ãl~去 且毛司。~ 0): 言十五 。l

91 .::乙λ1 立9J社今名垂叫ii-Ä)~ 01 。干吐斗.甘苦。4 荷， C甘)牛斗型.91 0) 令」各位全♀l~ 主?當

今叫1 千 01 0): 司 Z 吐吋甚至今且夸許7] 叫司等牛~苦。)"L-千斗牛令.91至于立全社Ä}斗冬訓 ll>>~

(19) Yasuo Shimazu, Totssuo Urabe & Kozo Sugiyama, Ecological Approach in National Planning: 
Conversion into Nature oriented Japan, Paper a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Scientists on Human 
Environment at Kyoto, Nov. , 1975. 

(20) lbid,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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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社是司。-l 01=吐斗. 0] 電月，] ~件。于吐 l咀 1世 2100升立司告刻苦奮牛旦l .2..1:句 。1 牛吾

毛有1Ä>> $.]夸夸$.] .:z..~是斗垂主主草草甚牛是$.] 75%牛毛毛主千~-^]詐才是斗.

型基官司搏斗三年JS i立2之外♀t:.l幸去。1 尋吾互~]9.]吐寺哥哥甘$.]斗 λ』警告主7] "3] o1= tfr 聾早去

。1 立于.哇!否養殖$.]最遍地主全內海地域'ù功立，，~旦豆豆毛去害產業名。1 旻吋~ ^~還牛~伴有T

斗

國家計畫ij$.] 立場吋^-l是官司合理性(rationality)斗全體性(totality)金區別司。1 。于董必要

外艾ib吋特司生態系斗斗司生存單位(A unit of survival)告個體卉。于吐魯(species)主主

持文明$.] 71 甚~割台個人017] 老意于1.-]- (西歐世界$.]見解〉生態系斗持$.]觀點各個體有正主

持謹牛有吐價值持到全呂定。] ~-^]全美墊斗.

師存$.]先進國家台資本主義斗社會主義吋 ^1 2}z} 是手持有'ù機能為主$.]體系下刊運營~

.JL 91 ~長許斗.
生態的是吾吾叫Il^1 芒吽咀開發途上國家$.]發展科 7] 吾咀èJ主持台。] oJ-^"于全互補意味7}

盟主斗吐-^]肉食為主立J 體系峙，草食為主$.]體系。1 吟呻吟4 母叫 2守主主甚 ;<à 是 E千辛苦牛

2iiLE司現存先進國企昔喜人閱本能$.]肉食為主$.]行態吋且不拘意千五 日本科將來體系主芒

。l 毛甘于草食行態為主$.]體系(且ora oriented behavioral system)主$.]轉換 0] 妥當堂之~ 0] 斗-

0] 按各華主干構造中心$.]體系主$.]甚是吾吾$.] 11] 古于全訓。1 毛主毛去體系是qS，$.]目的函數7} “能

率性斗極大化"斗持“損失司最少化"(的lÏmizing entropy (10吋 Produ呻n)立甘于叫什外華

全安墊吽.

立司*體系$.]類型斗。] ~是叫運營管理方式外全什么7cl五獨自性。]~汁1] 11于禮。1 1:司文明

正証前者叫體系斗11^-l後者體系主司移轉過程。1斗且o} 干啥電t ~O] t:午.將來日本科體系

告:平當堂之~ ~O] 國家計劃。1 斗全立場吋11 ^1 是叫構造中心$.]體系4年叫l 斗之全qS吐司 llJ-斗

0] 追求再-^]室主土耳i 'ù"華社。]1:十.之有什主社世代$.]社會契約期間全 30年主主是叫。l 司吐

帶7] 在州是椅子之寺~$.]體系主轉換許7] 玉的司 À1 4舍斗在EfE 型電$.] 構想斗斗7cl 01 塾

♀是斗.

(A) 最終目標設定

(1)歷史的，地域的特性吾吾尊重詐吽

(2) 。于吾斗全景觀告保全詩之

(3) 鍵康古千五安全吐環境含維持古}.Jl.

〈的食糧斗災害立平司國家生存$.]最少限告推持古千五

(5) 人闊的生活$.]創造吾目標立設立于.

(B) 0] "1 吐斗墨全第一毆階主À1 規制計劃金通補國家環境體系外管理~ O-J 01=吐斗.瑋

防現禁止(prohibition)措置。l 斗.主苟且咱

(1)東京大部市圈內斗 λ:J.9J吋豆金情報嘆研究才華~咱斗吾吾註斗. 才甚有哇!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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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毛主二重構造毛主持~ 010 墊4. (倒轉斗大阪〉

(2) 大企業內外1] Áì斗個人福祉是抑制

(3) 內海地域吋Pì$J石油化學產業立地去禁有T斗.

(4) 餘暇企業斗規制吾通司山地開發全直保有T斗.

環境論叢

(5) 口l 茍z}農土是氓。1 斗之都市化吾-lt;<1] 司主主綠地去保全墊4.

(6) 都市于咀$J河川水量取71<..污水吾叫告呼台工場$J江園外科立地告禁屯:9-.

(7) 熱j原土豆λ1 $J電氣λ于今金即時:AJ 科IJ 'ilJ， òJ 禁詮吽.

(C) 苛叫1 對話三件均遂行垂叫汐}:AJ 斗 4舍外苛金墊付有丘之主舌吐吽.

(8) 多細胞構造主轉換要叫扑扑住居要交通設備告包含斗完全部市斗lì $J投資

(9) 咀持有當社土4 倍祖母。1 詩也λ1 莘叫朴:A]$J "Ó~址:A]叫斗斗:A]乏信件當

(C) 斗合$J是哥哥 2月1.-Jl令芒 oj] 斗撿討司。1 外詮l斗.

(1)各氣展帶外1 吽芒地域別環境在庫調查

(2) 國家的見地斗持外吋:A]$J傳達 7] 吽$J利點什 λ↑吋斗總量的吐 熱教率吾吾 7lf詐

o:j投入，產出關係量~{古l 斗。1 叫1] t!干斗.1.-] 產業斗都市是再統合吐斗.

(3) 多樣吐書類，活動樣式，立C.J之相互競擎的'tl目的函數聞外l 優先!瞋位吾決定詐7]

為吐擬似化研究(simulation research) 

(4) 福祉叫l 對吐概念$J再檢討，例苦苦。1 死亡規制全產見制限斗在毛~ ~J玉立之吋

斗。ì 010 是斗.急進許台醫學技街斗發達立人為的世生命期間斗千三在延長0] 將

來叫苦必然且有1互司。1 。干啥4.

。]~吐 7]甚有吐甚為l斗目標若干主1] ~ 'tl下部體系立分擔司。1 計量模型寺外].1.1 量。1 再三王

2lit有〈表示5)斗楚。1 立構造老五汁1] E規型模型(Macro-frame Model)，地域型模型

(Regional-Frame Model)，立2-jJ?.哥哥哥清早苟 (Environmental Policy Model)主區分是斗

E頑主苟外1] .1.1 台資源，生產物，殘在物(residuals)斗斗1] 7} :A] JL.主斗。l 是$J 吐訓是約 27個

叫聲數立說明科之 2iJL吋必要什吽斗毆存$J 7ð;kl] 7~ 1吾吾吽l 歪歪。1 所得，消賞，輸入，

轍出主λf 主表示斗7]玉許強4. 地域型旦苟叫I]+t- 斗墊吐吾吾$J叫令吾吾吋 細分化古}c有

。1 外1] t!午芒約 397~ $J變數立地域環境體系告說明古十五支À..ï?.，是苟~~月五苟斗IH::: 公害防止

活動斗。l 外l 吽毛生產部門司調整關係，是苟且芒叫:] $J社會要公共投資千苦。l 主要奄要

素立.1.1 說明斗之~斗.

。J 2.1 苦模型令各種變數p 是7ð 牛吾， 7--}夸係數7~ 缸，似化過程叫1 介入司老吋IJ oJ 美金堂吋lλ?

檢討哇體系動態論外1λ? 斗大同小異斗斗詐至~4.

擬似化過程全通õ~λf 斗斗斗之~~結果毫『它再且咀安呦，非去害業種土豆豆J 產業轉換

。]4::: 戰略名經濟成長金沮害詩文l 替老已于全理由主司.1.1 ll}苦斗甘于7] 玉言}1-于單純吐， 單

一吐政策世音 7~Ã] 又老三王才l 意味7} 'ilJ，J?.歪扭q]，去審諒吾吾防止許台戰略毛叫千妓果的'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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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主主判斷z井台吋1] 01~名脫公害活動外1 叫吐遍當吐投資7} 0] 早件也E千七前提下。1 斗-

n}Ã] 斗土豆生產活動.91位置調整苦科!l~全國家全體斗地域。] i3午若干7H E.J立場。1λ? 評價司

。1 o} ~司老啼，總量的吐吐.:iJ叫lλf 且全環境污染丑鴻毛去。;官司乏主Ài-ì去 ll}昔有許只l 妾許正

在于在「主主基吋非過密地域，地域經濟71<準0] 相對的主主~金才有才叫台電寺E.J j社會的利

點主主λf 考慮叫苦牛~斗.農業生產刊關司 Á1 全 Cobb-DouglasE.J想吐告牛是 7] 主主司

λ<1 E.J斗斗斗1:1 0] 01 亭。1 Ã]2 到老前11 e:j 7] 斗1]""句老祖楠，將來型材占主斗吋 全金水準E.J 1人

當食糧吾吾 7] 吋會7ð令 90%.91自足率名成就5ÕJ 71 不司能意千五是楠，勞動集約酌'ù主子常以A

外E.J l苦斗，司l 范吋肥料集約的世主于咕。1 i3十毛外資本集約的世甘當吟斗金妥當性。1 有才11 5õJ

E司， ^.:Jl楠，食糧E.J自給自足政策下叫11 Á1 i3十咀苦功H:l荷合金重有許丹l 鈍化甚友。1 議想是9-.

'5l楠， 90%斗斗苦朴寄去金等主主斗7] 銷商A Á1 ~在于咱位于7} 電;;<~且吽 411~ 0] 毛主 01 司 Ã] ~主

主吐址5:].司。1 美金三註立8] 哇!于Jl]主且o} 電 14%叫什 58%方'}Ã] 移轉持。1 。干苛金安電lA. t:十

妥桶，通常E.J經濟計劃外lλ↑苦牛旦it 計劃期問內.91計劃目標告為首1 生產全最大化科主

持古于全最終目標型斗目的函數主斗全生態的觀點企 7] 吐主立言于全長大吐 7] 吐寺址E.J午

〈表 3-5) 生態的國家計費j模型持下部體系模型

豆視模型(DYNIOM) 環境政策模型

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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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仕吾吾司叫主干甘于全午;<~ .9J等2有會牛y于 τ司 ll}苦荷華裂主主且究l t:于.

01 模型吋1λf 告國防莘莘名全司 JL iJ:j許只l 當又 2iiE有這正1...-\.3金C?l-1l詩文1 ~主JL 9),t:J-. o} 

全司令r.]斗告t:J-芒「地震Jo1 t!午全災害變數吾吾要素立之詩意千五水養輝、制約點含一次的

土豆念頭外1 千五?. 9), 71 叫苦。，1 令r.] 斗斗吋p司令令堂7ð平型咕。1 .:rl.嘻吾吾再構成吐後401=

.7}夸贊去 o 立吐吐吐斗.

。1 模型毛餘他.9J立社斗全垂直1 比較的現實的位要素吾 71 主主。1 吾補正意于全立場叫1

λ? 考7}茍管理吾分析許早到71 叫苦斗環墳容量司總體的電]水準吋1 闖世內容芒。1 模型

叫~ À1 容易許才把揖要牛9)，.，2..1-于總量模型。1 安全構造的弱點即，地域的世之r.] JL 部門別

.9J遍切話費灑配分外是世部分外省略司之玖71 叫苦刊環境是fil1 特司地域的特殊性合

勘案i呻吟許台污染，賓、聽管理.9J是月~1 全環境管理外l 泣。1.-\1 具體性吾吾缺如許才是斗.

立司0-環境水準金把握苦于台商il 9)， 01λ~ Forrester.9.j體系動態論刊持斗毛主。l 汎地球的c?l立

場主主斗全國家水準吋11 À1 環境管理政策.9.j根據是仕汁。1 司令旦旦♀司司。1 模型<>11 斗接

近許早到全國家單位科生態的計劃金環境管理外11 9)，斗斗是苟令寺，在7ð牛吾含把握古干什

具體的方法告講究科全吋吾 71 c:iJ苦唾令全l斗之判斷是斗.

在 3宮

i 目標

1至五二支五至1

資源

勞動

水資瀕

l 池類

i麗豆豆戶可
制約條件

仁:134| 品到一一

I-=-，三|主!--一I~三1-
Eill l可

巨

第 4 節 環境土地利用模型CEnvironmental Land Use Model) 

Harvard大學.9.j Car Steinly 教授中心主主開發壘。I 互幫毛宣誓.9.j 廣域環境計劃模型c?l

前11 71 苦訓嘻嘻牛吾告 71 主主古干什向後方1寺再是都市化科字叫刊吽吽 主皇咱有土豆。干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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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市 12 地域E1空間需要告合理的主主配分 e 評價許至有全苦待嗅計劃方法0) 斗.

。1 主tg 叫1λq E1 7) 芒互有~思考方式芒土地利用E1配分外l 泣。1 À1 塾苟且J 魅力度斗危害度

(V ulnerability)吾模型化λ-) 7')泣。1 次全 71 主豆子。1~ 三年毛 J三千司老)丟在牛.R.是評價模

型叫什比較﹒評價許台次世吋。1 模型司等""J 毛于是旦當林立j 吋1 鼠。1 "'1 oj iòj 計劃主體叫1 吽斗

各主體E1日的外1 世才1 計劃主尋意干什 0) 吾評價叫1λ? 比較檢討許只干完全哥兒。1 斗.

斗智主~)均1 立λì E1社會體系吾斗甘正主主意于若是7ð吾持，) E1洶洶l 主干什泣。1λf 苟 2月華苟只:}E1 t:t 
吟苛階層芒墊哥哥2月毫~斗苟且t@叫1 氛。?什主體音定義許7) -;:它主已 。1 司全世。1 丘.:s:.!L

司司。1 導現，) c于兮奄階層E1選好斗1 官才立音獨自司在茍 0) 至上吟斗金 華~主主辛 苦于才1 苦于全

模型告提俱許只于是裂。) 0) 方法E1實用的目標。1 斗.

。1 主苟金擬位化互幫 (Simulation Model)含基本主立科全吋一次的土豆土地利用吾吾配

分許泣。)~完全土地利用科類型斗l 吽4 變攘表(The transfer table)豆置換古卅評價模型外l

投入許老過程全妥善司，時系列主主O}Ài 啥叫畸型科吾吋l 吐叫 10年， 20年， 50年等三~

喝!) .J-J-會令泣。1 特長﹒鍾期別叫道主自才1)~E1成果吾判斷言}月1 是斗.

四千4À1 0) .!:己苟吋 λi 電叫.9j土地利用E1唱詩是扑在電主辛苟言千件是牛 ~c千七等;;(J 0) 

~~三五立革苟均1 萬E1 --'J 平吋1) ~01斗才IP有♀丘之E1喧尋呼口干芒寸i?llE1嘻嘻于丕苦 苦苦斗之

五 uj 尋司昔牛玖才1] !éJ吋可今汁。l 評價:3}當。1 至干刮起時間斗。1 亭。1 型牛氣全長點

。)~斗.

也為1 國土司都市曳地鐵計劃斗l 泣。1 À1 土地利用E1重要變數E1喧搏斗!吽吽 7) 吞吐巷子

三主持啥叫什導才，) q1有tt至今夜咀7}苦頭測許台前1全兮兮吐 λl 吐什 么♀司吋旦電算化吋l

宮合唱;;z)當丘之到台電~~ E1計劃體系吋I)À1 主=- 0) ~去。) 71 E1不可能咀狀況州n ~o1 À1 告特古l

λ1 挂有世告在喧井井判官ì~全否~7于是7ð ~1) 月~)吋1) Ài 全倒是叫奇斗斗咀。1 令， 互有古1 吐司，苛主

E1尋昔2有五;;z) 0) 令吐èJ， 01 吋吐計劃主體斗玉立吾E1計劃概念全寺吐分外是干土地副外l 表

現古千五。1吾奇斗2均水準叫lλ? 三年毛主地誠的水準叫1) À1 E1計劃斗 結合主主持斗屯:j--õ};;z) 室主主咀

址!éJ台前1]， 0) 互幫外1λH去。1 司墊土地E1 7) 芒吐qJ吾萱苟言}..ï!.(lOOm X 100m, 1 Cell) 主λl

主:J-E1字叫什吽斗士正L司全土地利用司類型音產業，住宅，商業，公共支出，保全，行樂，

去共施殼，公益施設等三三立區分言}吋土地利用配分顯型叫l 包含λ-) 7')..ï!. ò) 苦 是~ -"ð 7}科7]

五月吐評價模型外lλì~ 土壤，水質，植木資源，野生資諒，景觀，交通， Energy消費，大氣狀態，

主寺，歷史的價值，地價，開發費用，公共財政計定，所得，人口分散等科 基準主乏自1 吾吾吾

是7ð 01) .2-)嘻嘻乏主持評價詐才是斗.

。1 吾 7-}zJ-E1計劃曳評價內容是電算化圖法主主表示持。1 ~À1 言及是吋l 立起時開外1) 0) 

E1嘻嘻音分析﹒評價苦于五哥全體系7} 組織!éJ 01 ~吾吾。1 特徵。1 斗.

在茍現l 才1) 011 À1 ..ï!.司司。1 0]: 呼台 2千zJ-E1正L&:7} 0) .:s:.苟 01)λ? 老外吋吐苟E1l主芒空間的咀

基本單位三之外一次的J主主 4~.!司 7) 叫苦吋1 分析過程吋]λ1~ 5'.芒持主主并且只:J E1 ::.乞么有許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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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1 世吐表現斗才是4. 華斗司主主是苟2]垂司三年世即，在7ð水準0] 斗毛7} 斗。}7} 環境容

量全國家全體的主立斗名地域的 o 立總量的主主啥叫1 分析堂牛啥叫1] ~主=- 7] 142] 7] 毛

苦得吟唱什比司。，:t主苟芒。];:，]証是7ð2]質的水準2]寺駕于全土地♀l oJ]夸社有主主分析﹒

把握吐立于全特長。]~斗.立~1 丘旱。] .5:-~叫~ ^1 全是7ð牛苦斗~;;<.11 2]于主8]~ 究i 位電司長斗全

是苟互Ã]O] 在碎骨司茍'ù管理吾通司，再司主Ã]O] 令2] 遍切吐配分吾吾旱吉現 實現許之斗

斗才1] .54哼。1 可是名堂~垂詐吐電^n 2]大氣污染，水質J之唔 ， ~7n;司司， BJ-斗法， 毒性三L甘

苦苦斗主芒是7ð~之世電甘2]對症處理且已于全 J之言1 t:司人間斗土地利用2] 活動斗行為吾空

間的土豆規制，管理言干什 0] 吾原因療法的土豆解決許A}-~ ~見。]4 堂牛~斗. 立司主主

墊搏斗狀態吾改善古于全可}~司令官]i!ll斗行為制限。l 斗七吟唱金等叫 λ? 它型意干完全哉。i 斗持

至1 斗.

。，:t主苟毛~oJl ^1 檢討是 Forrester 2]體系動態論吋1 比司 λ1 分析斗構成要素7} 叫♀平均1

~吐朴E干什前者外叫稍有三L立在7ð牛苦斗糖、量的，表示吾言}2 致全吋反õll 持。]-3!毛糖、

量2]空間的地域的表示并主是內容。1 五三國家水擊外~ ^1 環境問題2] 分析立場。] 47] 且

斗完全地域的'Ù7.K準吋~ ^1 考慮再告亨見。1 吋有利吽汁l 喧斗• Ã] 哼哼咀計劃﹒分析﹒評價體系

吾數次外l 豆豆豆4 結合吽才1] ~司咱甚至「國家水準外1] ^1 2]是苟 :'<1] 才l 吾吾網羅會牛到斗吾吾兒。] 0] 

z互幫吋1λH去前提持。1 9)~主立，二Lp.]主立斗2.j吽42]特殊吐結合方式(管理方式)0] 樹立是

E干啥國土空間上吋 λ:1 2]環境管理告。，:t己苟且J 運營 o 主可能科才是斗. 0] .5:-苟外 J守主去。1

外~i!l吐研究乃至提案毛詛咒1 言及司之 ~Ã] 當斗.Jl.有11'呵。1 旦苟金都市嘆地城計劃

2] r計劃」手法告 7] 芒乏主意于全莘7ð精神是在2.j吟唱。] ç午堂牛9)t:于. <表示7)金華日期刊聞

發~2]持正苟2] "l.司令咀吋]于立叫苦. ~ 7}，:t己墊立區分再泣。l音名 4λl 干部模型乏主經“

卦司外9)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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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苟ci!1 Ãì 井旁放心。1 .!9完全土地利用科類型毛都市計劃叫lλ.J~用途地域制~ 立社且

斗全叫千具體的。1 1:司個別的咀叫。1告全再具吐斗舍斗垂吽 (21)

住 宅: 20， 000平方再立以下~住宅鉤， 000平方司主以下~獨立住宅，都市型住宅(town

house)，庭團住宅(garden apartment)，中高層。于斗立

商 業:近瞬住區店舖(neigborhood shopping center)，地域商街也吋 (regional shopping 

Center) 

產 業:輕工業(light industry)，研究嘆一般事務(Research & of且ce park) 

公共施設:土砂採取(sand-gravel) ，

教 育:國民學校，中高等學校

保 全:灌溉育林(spray irrigation)，埋立(sanitary land且le)

交 通: 4車線道路，立體交叉路

娛 樂:全共娛樂，地域娛樂(regional recreation) 

公益施設:動力線(powerIine)

建設工事性格@工事~質

@工毒草~性格

@ 7}立占有分(司主〉
@土地利用前面(司主〉

@吐量量。1 (.lIj旦〉

@觀覺告。1 (斗主〉

消費/掛出性格

@多2司合

@苦斗71 吐(圓〉

@延建坪(~可}J才五〉

@ 7}主主Jf-PJ~ 汁ì:!j(司主〉

。 71 主主E吐(~ BJ-司主)

G)J!..苟昔三Q ì:!j @ q月 ~1 主<1] (gjd, BOD) @ d:.金~耐用(許容〉

@粒子排出 @ Co @ S02 (i) No, @水質

。l 吋吐土地利用~分額告。.:!已吉普。?司令司全對象地城~是茍司也有ci!]依"Õ~ Ãi o:j吋 7}

;<1 立添加.!9 7]主管牛7} ~~叫什 7]λf 重要吐呂定名。]öl 苛土地利用~型。1 主立是茍~

嘻嘻告中心 o 主考慮司。1 選擇是斗fE 叫 ~4. 0] 討社令苟各電吐土地叫什二L吾~利用

斗嘻嘻吾吾分析看主吽7] 副司主;<]~ 7] 毛吐叫主持設立司J!.. 0] 吋1] tl午斗土地利用~性格

合表面~性格(cover characteristics)，建設工事~性格(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消

費/排出~性格(consumptionj emission characteristics)土豆區分許吋。l 活動~ 7]甚么干

乏有ì01 分析是斗.

。l吾詳述詐咀吽告斗垂吽.

表面性格 @社昔占有面積(%) @社t:.]占有面積(%) . @ 7]E干不參透面積(%)

(21) C. Steinitz, Land Use Locational Criteria,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Cambaridge, Mass,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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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吽植裁占有面積(%) @建設工事面積(%)

費用性格 @建物費用 @ ;%à 井之三 tl]令 @ 7-1 言?位 tl] 令

@玉豆豆司}tl] 令 @斗主tl] 令 @ 71主tl] 令

ClH平7-]且牛 ll] 令 @主考}tl] 令 @尋田l令

。1 呵?王午在各土地利用9.]具體的性格金世咕土地利用9.]類型吋吽'4配分﹒評價過程叫1

Á1 9.] 計劃基準。1 .s;J老母體7)- 司哼。1 吋11 .9J古井井是73 叫I] .9J危害度，口1 哥王丹穹下斗.9J才芒寸

qj 9.]互叉l 叫什表示古于汁l 是斗.立吋丘立全體.9-] ~王謹甘外1 斗。] 7] 吾毛評價作業.9J 7] 之外

.S;J若按自] ~司泣。1 安全 7] 主主土地利用4 配分合一次的主主遴行科圳是E午， 吽λl 垂斗咕

。]Pì奄 7] 吾吾吾吾正是土地利用金空間上刊發想贅官司 7}否?叫司司。1 t井井旁 是苟叫11 .9J危害

均有毛土地利用尋環境土地利淘金 ;;<à 現在巷子利玲也有叫苦牛~玉尋許只于全按自1 斗.

呼斗斗。1 5:.草坪告卷毛斗吾且咀叫l 吾吾<>ì是苟且毛;;<}.9J C，J哥叫1持才IP司董主持。1 毛主管。1

.9J.2j立大企業(大開發主體)7}λ1] 去土地利用計劃且斗(是茍〉王~71- ~正重吋哼哼Á1 且喧孝文l

旻墊還斗主斗斗斗7] .5三許吋咕7];'司咀才1 乏1~0] 苦7] 茍 o 立昔叫主:: Jld 7}斗11 ~ <>ì À1 干1 哩。1

7-]姜均Il~司址。] ~司老華斗斗斗.2..7] 五墊斗. 0] 司吐評價體系吾吾個別的世活動9.]地域的

'li配分﹒管理7千吋首名吋在什吐.9J分析班吋 λ1 .!t.咕咕 ;<11 1-于考毛1.. 1.千名:萱斗吾誘發λl

丹是裂。1 。于 1吾吾吾且"'l斗，吾全體性(Wholeness)吾吾強調合于71] ~主全體系的接近法判性向

告立吋立反映許老友。1 斗垂牛~斗.吽λ1 電古于咀 部分要素.9J關係性告把握司。F智五年

寺λ]外全體4年吋1λ1 t:午λ，] 01苦于Ãàj斗士.9J世吐ÃJ 吾吾再調整司 01:董必要性01 到才!司老莘7cl

;'{~J 月Il .9J管理的接近叫去芒。1 5:.苟令什eJ 7}7-] 9.]可能性含內包詩三L 到斗之古}至~ "4. 

。1 互幫芒吽毛墊苟善待哥?斗斗完全當司具體的活動對策全體系9.]于Àà Jl土豆取吐斗全

特長。] ~~叫咱l 司司生態體系斗全糖、體的概念且吽主主兮苛斗， 植生斗 多樣性斗在主金

子;'{i] ~司司口]s. 分析許斗斗斗λ↑噎 ;;<à 吐吐守1 9.]土地7} 堂哥吐剖才叫1λ1 世茍吐等~(華苟

且又:] 0] 息)..2..立垂寸叫莘莘叫弄墨吐主持7-] 7干啥立告司吐是苟吐司 7于噩牛草含金示唆

呼叫司全畏。] t:于.

。~旦苟各電寸功。.1] λ? 老比較的3}-芒汗主.9J地域叫1 局限意干什試驗的主主運用~又去i

..2..1.于國家水準外1] À1 9.]評價模型。l 開發~.2對象地域是全 國土空間全體立À1 仕泣 。1 叫1 日午吾

有~吐環境情報單位斗內容。1 相應司司再構成型斗吐有什五苛7}牛告外11 Àì 9.] 國土利用管

理。l 吋內部的主主包含再是資源、管理利用，國家去共體系9.]管理， 國家水準吋 λ1 9.]肪災，

防衛等等刻苦神州Il~斗持計劃斗管理斗豫很，Ij乃至體系.9J劫果量把擅首于全吋 叫」乎有力

吐道具7)- 惡牛~舍。 c定且'li斗.

。l 模型fL 電科美國科 ~7R 9.] m政政，美國防省資頓分析闢係分野，美工兵團，等等外I]À1

最近付利用祥之到三，-J:司「什么'4當J ["令.2J等9.]國家叫1外國家的環境資潭、管理分野外付利

用電千五主旦H:: 實情。1]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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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節

物理的主7]

開發事業(develop

是茍現1 苟且吉普位叫

地域環境體系分析模型(Regional Environmental System皂 Analysis Model) 

地域的規模立吋嘻嘻利浦幸運用許全理論現實用模型金立對象地域.9l

叫1 吽斗多樣斗斗立份有金三王椅子苦古于咀干7}~] 5..大別是 4- 安司全

mental project)司宣告之主Ã-J ~]句是7à含吾持堂茍sr-斗1] 0]%:s;J全

環境體系叫l 關社研究

。þ]

地域間高速道

路(尋名送油管〉事業叫lλ:-J.9l莘7ð嘻嘻F咀子，沿岸工業 Belt.9l海洋生態系影響分析寺叫1λ1 9.j

毛主。1 地域的規模斗I]Ã-J特定吐目的-o:j 7]Ã-J完全是7à為1 渦il -S1下部體系外吐吐經濟，社會，土

董事t才1 分析垂7ð♀斗。l令司全體系分析模型0]

外1 包含司老三荒丘旦台例苦苦咀地域水資頓開發事業叫~ Ã-J判地域生態分析，

地利用，生態夸夸司觀點什 λ1 二L 目的外

主立都市生態體

系告中心主立意于台環境計劃模型體系'ù叫地域.9l三王7] 斗斗斗*名人口規模斗1] tl干斗分析

計劃方法。] t:于丘之相異斗才1 司主去找毛主勿論。1 斗.

美國斗外斗斗.9l事例吾<1]亭。1 且咀人口現模~ 40， 000叫1] À -J 1 ， 000 ， 000扑扑 都市地域合

吋母之主吽之分析方法金計畫j基準會提示甘于7] 剖墊贅頓分析，物理嘎快過資頓(amenity

simulation) , 

主主全體的接近(holistic approach) 方式外1 吽'*斗.于有i持斗模型名

體系..9-]斗斗(System

Simulation) 等.9l技法。1 使用再早到斗 (22)

後者.9l系列外l 奇古于全代表的是7ð划為l 正苟土豆À-J美國科 Knoxvi1le ~1 句是7cl刻!現l 苦斗

主吉普叫1完全社會﹒輝濟模型，社會﹒政策模型，生態模型，土地利用模型科 47}~1 立 三五月，] 1.f牛

。1 付分析司之致全呼叫苦模型間.9l吐持台〈表示8)斗斗斗在0] 是7ð ~1 主主持

模型擬似化(model凝似化，resource) .9l圖式化， game, 

調寺JL吐

整蝶介體立À-J .9l司董含言}J?. ~ t:于.

社會﹒經濟正苟斗l 全地域人口，顧傭部門.9l主義被Ij斗l 必要社@觀擬:似化模型(Macro-simu-

lation Model)0] 主是叫令。1 1:司傾向推計(trend

Shift-share分析，經濟基盤分析等。l 利用司主主主產業別，人口構造別咀吋乙二資料量中心

pro jection) , Cohort叫rvival分析， Regional 

〈表 3-8)Knoxville地域環境體系分析CRESA) 模型(Fore泣， Ibid, p. 201) 

國家經濟:Al 司營夸 ! 
活動一→|持司茍才1] 5'..苟| 只1 司官司苟且 |互

一-l(Regional • 
:A]Ç可毫毛~ Attractiveness) : 

i 叫。l持茍 ; 

可|二

汁:是
主才。1 令5日 ~J 苟

;只1

:主

-O;J 

主
ib 

只l

3曾見1]'<司看 78

i司. 78 主主l

主只1 0] 毛上司電

Ell 

Approach, John Wiley & Sons Inc. , 

革

(22) Forest Stearns (ed.) , The Urban Ecosystem: A Holistic 
New York, 1974. p.181 

:A1 茍書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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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l乏統計處理司主旦l4.

土地利用分析叫老空間決定模型(Spatial deterministic model)告中心主主將來91 緩合的

吐地域活動全豫測許7] 剖吐主Ä]ol 令全苦司司l 昌等許告月1世叫同質地域合之司令}c有空間

再基本單位(170叫什于q)叫什一次，二次91 (吐唱〉又令玉在~]是叫苦言?到1] !r.J τ9 0] 斗7CJ叫苦

基本單位叫土地叫1 土地利用.9j u~ 有三壹附與苦干旱地域情報體系外吽ij-分類是在苟 Ä]豆豆

吋加重值吾宇平 0] 告總括的土豆評價古于全斗咕。l .!t..告司。~~斗.

生態分析主苟金飯存91 水質。大氣流動模型舍地域實情外1 誓要才1 改造詮三是啞 地域別

生態體系量水質，土地利用變化循環率等全 2i有言干什 對象地域91 生態的擬似化過程合

?q持才是斗.

社會政治分析五苟金地域住民斗統治體制間91 吐刻苦豫測許7] ♀J 吐政治交互擬叫化

計畫U(Po1itical ínteraction simulation program)斗公共財政模型。1 立主是內容。l n1地域

內斗公共財斗去共外 III 土司需要斗供給舍。1 五苟毛主通司提似化詐平， 政治擬似化主嘻

叫~""n去土地利用，經濟，生態政策變係叫l 吽芒政治的反應關係外對司讓測詩才是4.

。l 互幫是老毛~主立地域情報體化外依司地域.9j環境計劃全目的主主墊計劃用模型

。]71 "l1是什土地利用配分斗將來變化外~.9j豫汲IJo] 主是內容丘主司。1 ~斗.口干'*λi 生態

的立場斗|λ~ .9j分析各全體模型外吋告官司 Ã] 舌扑扑且。于各吽 4司是哼 哈斗且斗是斗苛

等。l 大單位主處理再吋地域司特殊性外1 吽吽分析模型。1 之五才l 垂斗Ä] 才1] .:!司主主主干7十牛吾

叫lλì91 環境容量，環揖抑制斗全立場芒。1吾模型斗l持台具體化司 7]7} 斗位兮。1 唱才1] .:!司。1

~斗. 0] 斗司合♀1 司 λf 告域地特性外l 堂'3-l-才1 調整喧各模型.9j內容合全國的主主揖大道

周華牛玖汁1吾一般化λl 是令到才1 二王構造吾電乎尋告全部吾變更詐。司。F 許吋吽'4λf

環境土地利用模型企。1 量地域模型.9j上位體系主λf 再構成司。1 外要去。l 斗. .:z. èj 斗。l 模

型企地域單位.9j環境管理吾為司 λ.ì ~ Ä] 句斗斗.9j獨特吐模型。1 設定司。1 2li丘主地域

別環境情報體系(Regional information system)o] 0] 叫1 千令許吋管理咀吽咕莘苟甚叫苦五月

.9j λ1-.:] 011 ~斗斗有用詩才1 活用噩牛~吾吾早走。14.

第 4 章環境體系開發旦l 方向

第 1 節下部體系(Sub-System)

一般體系理論(General sytems theory) 叫1] ""ì 主 Ef詩文]2 到美0] 環境管理體系.9j 內部刊

λ?五詐斗斗自己目的性合安全下部體系7} 奴才].:!司 2 0] 體系正吐立于-^j ♀主社科吐汁1

-^à 岳王主斗妄言十斗司總體性(The wholeness)o] 斗台觀點什 λf 把喔!r.J ~01=電14.

當λ1 體系$.]一般的性格外持吐司基 ll}斗去。1 體系.9j構成內容毛立體系7t *、向許老

目標主古于全斗三立目的性(Teleologic attribute)斗斗斗斗構性司主理解嘻牛 215LZ三立

環境管理體系外斗下部體系正奄上部體系斗目標志向性刊吽斗立要素斗內容。1 決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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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
環境管理.9:j操作的概念叫老(1)人間活動司是想叫.9:j ~寺 (2) 環境外科關心 (3) 決定

作成過程寺刊 λcJ.9:j人聞行動 (4) 客觀的世情報， (5) 0] 吾.9:j說明方式等斗在0] 體系構成

要素主持表現Ej斗。于堂內容。] 0] 吋前提主持。12ii主主吽斗λ1 環境管理體系量開發言~t71

5萬奄下部體系.9:j內容主主持。1 至叫1 對奄體系的再整理外必要甘于神是斗. 0] 斗1 必要墊知

識毛人問活動均莘7ð吋~.9:j 影響斗是環境影響評價(Environmental ímpact assessment) , 

環境土地利用(Environmental land use) , 生態論(Ecology)，環境勃果(Environmental

effect) 等刊闖世知識。] 7] 主主司。~ 0]: ~皇之定。1τ句，環境外1] .9:j關心金價值斗認識(Value

of perception)，環境社λ! 現1 才1]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環境法(Environmen tal 

Law)，環境行政(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等。1 吋決定作成過程刊 是叫持台環境指

揮(Environmental indicator)，行為/役割關係(Actor/Role interaction) , 環境立法行政體系

等什關証包括的知識。1 要求司吋客觀的世情報主持台環境指標， 寸λ.] ~1] 才1] (Monitoring 

system)，情報管理體系(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J] 早在奄內容。l 必要是斗.墊唔

說明方式主主λ?老模型化(Model building)，立'2j之公共.9:j合意形成過程吋1 對証知識。1 千

也有土豆♀于是斗之吽至1亡于.

二i司吋。1 司電T 知識體系~ ~叫草、電;<~ .9:j全國的世體系州1]' .9:j司再結合Ej;<] \3主主咕。l 內

容自體主目的刊設均1 整理，竟集琦云:美詐汁il ~令勿論自1 吽. 0] pj哇內容金環境管理。1]

要求司老總體的知識.9:j範闇吾什么茍正當電宰，下部體系斗。1 啥叫構成碎。1 0]: 言}~A] 台

、。]~外~ A1 全社司示唆啥金牛~6I-.

下部體系吾構想許7] 割 õR 咀才念頭外1 平~o]: 量投毛豫想Ej全環境管理體系.9:j應用.9:j

範圓卉。19 :7}A]7} 吾呂定'll 7}o1]對司事前決定古}A] 當J三世址是斗. o]~芒環境情報體系

斗子母叫1] ~茍關聯司 7] .5己電1 61-.只l 苦朴A] .9:j 各種環境體系吾比較分析吐結果 0] 環攬

管理體系主去，千'2j斗2-}-叫什完全全國的世範圍吾對象 o 主意于全體系并開發司斗。F 董必要性

。]~合金看把設立午.立之1名體系動態論刊 λ1 .9:j環壇水準吾吾把握合于是方法吾吾 採用堂牛~

3全利點。!到正之τ呵，。于告司地按環境模型吾吾全國的電i 規模主擴大警官司.9:j丑A1] 墊，例吾吾。1

.電子計算機斗記憶容量夸。1 技術的主立。1 司告0] ~舍去丸之主判斷主持 71 叫丑。1 1:于.

環撞管理體系是考慮誓叫老干7}Ã] .9:j 立場斗斗構成要素吾勘案司外華投哇!叫， 空間的

吐面斗非空間的吐側面郎，國家環境.9:j部門的側面。1 61-. F orrester司模型名後者.9:j立

場。]~2 環境土地利用模型名前者.9:j立場叫什出發墊視。]~斗.立pj主主環境管理體系

外1] A1 玉。1"草鞋要素晉升吋吐地域單位主λ? 考慮司外許老井井井帶放心的咀內容。1 唱斗.

前者叫要素主λ? 想 7-}叫苦牛奴主去改名環境管理.9:j空間單位世叫既存El寶頓分析，航

空寫真技街，哥哥司令令若有，都市翼地域情報體系，國家行政資料，苦苦斗1] Aì 使用司老空

間.9:j基本單位是比較檢討詐件遍正哇單位并設定司。ì 0]: 吐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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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年度科研究斗斗詳細司比較分析哥裂主主管z}司斗現在扑扑 觀察是吋叫咱金使

用許是 lOOmxlOOm丘71 9.1基本該單位井井帶有用墊單位主斗斗斗之鼠吽. 01 項金向後

環境管環9.1具體的目的全再分頭詐主立應用性。1 檢討司。1 。于塾毛主。1 t::}.

干部體系91 構成要素主持科部門的世要素全世叫11"'1 考察有9. ~是外?-1 9.1 模型金 7] 主主綜

合õ] 甚吽咱共遁的主主斗斗L千七裂主主持(1)人口 (2) 天然賀源 (3) 土地利用 (4) 工業

(5) 農業 (6) r考書長(7)環境指標 (8) 生態等主立大別塾牛到~斗. òþ] 叫1].).1 決定作成

12i情報體系7)- -"至立于毛別個9.1構成要素主持正考慮塾牛~2..吟。1 兩者苦干部體系主包

含扑到吾與否全全體環境管理體系9.1構造外l 關社堪。1 王三主二次年度吋l 檢討再是堪。]4.

第 2 節體系構成方式

環境管理體系吾通利國家科環境管理唔z}電叫叫老。l寺刊主管是子信正L:::乞7干什哇視

。]~吋 E午三才 71 叫老最小限環境水準，環境容量，環境抑制等刊對吐考慮71-泣。1 0]: 吐

吽. r具體的卅五個別的」哇!環境政策科苦只有斗一般的世，總體的世現象模型吋 λ1 9.1丑Ãl]7卜

比較的同一水準。-11.).1 斗亭。1 ?-] ~己尋下部體系斗構成司外外華?l'Ù叫咱 7J 刊 井旁放心的

'ù ?l 0] 環境情報斗是電司老環境管理科學位。14. 。于平"1 o]- Ĵ-司司l 吐主宮廷"1現l 均1]7干構成

E]吋吽玉。1 叫)吽立全情報9.1質斗量。1 劫果的主立處理~?-] ~是許咕意味71-氓。t 也斗.立

司主。1 叫奄資料斗 i情報7于一定有T 單位主λ↑蓄積司?-]♀孟之咕。1 次正吐意味7} ~01~ 立于.

結局環境情報單位斗。]9.1管理吾事前檢討古千五。101] tl午斗環境管理9.1 下部體系7~ 構成持

。1 0]: 惡之見。J t::午.

環境管理司國家的戰略p 戰衡，計劃司立場吋IJ .).1 檢討古}3L吟吟扭扭存9.1 情報管理體系

是整理，再構成甘于完全方案。1 講座司。1 。干辜被 0] 斗.

環境管理9.1方式 o 立λ~ t::于合斗垂毛概念的接近方法。l 致全牛玖斗.

F ;1ft芸 -1
@ 

→|環境水準 l

@ @ 

一一直互干可l←一一

@判過程毛環境9.1潛在的容量全把握吽吋 01 呻吟吽環境利用外l 必要吐環攬9.1*準e

會導出許芒作業咀吋例吐叫環境資源合把握許司，人間活動斗關係司全環境科 現在9.1

位置善對計全世。1 是斗.

@9.1斗苟毛已是?ð~ 五月9.1 7]苦，計劃外1λ~~ 代星星選定9.1 71 苦斗吾吾喧誓9.1 行動9.1指針

0] 設定E]平。1 州1 吽'*統制~告作業。)通立于.

@9.1 ~千~毛堪培意圖型人間科環揖行為9.1環境容量斗。1 ~且汁l 比較檢討E] 01 0干董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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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17t是EZT古1 台堪。1 是斗.

第 3 節概念的環境管理體系

叫什 λf 芒環境管理科概念的接近方法叫:l A司司 37干 Ä] 正L:::乞告 λ干企既存意}2. ~全環境體

系苦斗λl 說明古干完全去。1 斗華牛玖三'-l:有之內容斗。1 吟吐變數7千包含EJ 土二斗斗l 吟斗體

系構成司技惰的方式。1 左右是吽. 0] 37}Ä] 要素斗l 包含垂吾土豆豫想司老項目各大略

。}i!11斗在斗. 0] 外1 對証仔細吐檢討全二次年度外斗亭。ì~斗.

環境容量:土地，構造物，天然資潔，生態系

環境水準:污藍色狀態，技術開發狀態，環境資源、科利用狀態

環境利用:資源利用，土地利用，情報利用

。l 偎想的體系全初期司干什也狀態苦追7à科之全國的世立場斗持環境管理.91基本單

位外l 下部體系.91情報吾吾同一水準土豆入力λ.] :1']2.斗金環境利用.91方式外 是墊管理模型

叫1 吽吽環境容量全調整立尋許台作動方式合擇許才是斗.口干斗Al 時系列的世樣相吾吾且

7] ♀{司擬似化過程全必然5L 行古}71] 塾夜。1 豫想是斗.立副主主世吐環境管理科基本

單位別環境容量，水準利用外1 關聯司老資料基盤(Data base)吾作成吉十五。]oì 峙。1吾地

區，地域國土斗 3鹿階判立場外I]A-l 各各容量，水準，利用.91側面。1λ↑模型化λ.] :1'] -1=:-作業。1

塾按自1 斗. 0] 司吐概念的接近方式合圖表主例示司且哇吽合斗苦。1 耳重視。]4.

〈表 4-1) 。有 λ↑完全是2古今寺斗莘苟牛吾名是茍哥l-iõ!] 7]芒吐叫苦 7] 吾土主古于全環境利用單位

量統制許台役割舍許正尋司。ì ~~主斗 oþ] 叫!五三環境利用外i 斗斗毛主毛思考立地區，地域少

〈表 4-1) 環境管理叫概念圖式

環境管草草仗、單位

(100 x 100:'1) 

戶τ7

/ 天然棚 / 

環境利用單位

戶7互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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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國土豆~ 3殷階.91空間的單位吾中心 o 立主毛管理﹒計劃﹒政策科基準01 設定是"4.

二次年度全 ll}旱。1 "'1 吐 71r斗干稍有模型開發斗。?告司提似化音為苛 software科

研究7~ 主立 E干干什垂視。1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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