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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本研究全環境管理體系模型開發。11 華社 5個年研究專業科第 2 次年度研究部分主主吋

第一次年度刊遂行現世故存闢係研究業績均分析﹒檢討吾 71主主互幫吾吾具體化斗告段階

主持莘茍垂直J旦f{，j9-]位置吾確認司Z 說存均是苟且在司正苟金吾有i咀千三À~ 且告吽且是苟

吐èll正苟斗 71 芒司司l 吾合研究許是毛主。1 目的。1 ~9-. 

第 2 節研究範團

第 2 次年度.9~本研究芒環揖管理科國家的模型斗地域模型吾吾 7~ 啥叫 71 剖吐且嘻9-] 71 

芒♀吐， 7] 芒于主，立èl又是ra屯子-^à Jl.土吾比較檢討持什確定.A]~斗 。于全吋資料科 7]

芒::5H.l要件曾有立叫:2 ol -i.9l操作運營刊 τ耳垂事項全考察吐吽. o}去再三誼吐E.主立啥

叫具體的內容告1l1 .il.社立話叫

第 3節研究古法

互幫 711 啥叫1 直主L吐資料斗丈獻研究7于本研究外叫苦中心的土豆遂行~l.午莘苟苟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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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吐只于主主去電吉』文獻斗之外且.ï!..À~ 吾寺GJL旦首}司吐為1 苦 oÞ91 吾吾茍哇]見解吾面談吾吾

通老啊。于全司進行互之手吐吽.

第 2 章地球模型(Global Modcl) 

月~1 1 斗吐五司是茍吐èJ.!t-苟斗丑嘻嘻子。191 斗1] .5乙型朴方t~1 咀于司z 敢告苛斗牛苦斗 À~ 叫

道7Cl.5'..~金司l"'ìl 為Il zrζ干什付 1971年。1 平。1芒吽地球模型(World Model, Global Model) 01 

吽芒。1吾土主持有E司 ZZElff叫什呂定名芒娃子。1λ? 再有土豆斗fE 苛并且司令苦斗 λ1 均 是

苟司在司正苟且{千三三吾華苟言}告司叫」乎有益吐持立毛主搏斗詐312lJL丘豆。191 吋令斗應用

可能佳外且是古1 位司且71 主哇巳于.

吐三句 ~1 于1主苟~幸存吾才華吽五斗告。1吾主苟~ ~哥各金日1.>立苦斗詐才三三墊斗.

第 1 節地球模型旦i 種類

1. Mesarovic-Pestel模型

。.:'!己苟名堂斗~ À~ 全z有芒 Forrester.S司 Systems Dynamic斗後續發展型01 吽又是牛球台

前11 Mesarovic斗 Pestel斗11 ~司 M.I.T. 吋11 À~ Ãì1 址是多水準階層體系理論(Theory of Hierarch

ical Multi1evel Systems)全 71 主主古干什 (1)SE吋 Forrester互苟且斗吾吋政策指向的'Ù叫令

斗 7..:ì~吾~主古干什全世界苦地域丘主區分許吋童電荷l刻苦表現當于主持証裂主主λf 獨逸

Hannover~ Technical University~ 研究陣合中心 o 主有1子7~ 進行司。~之.ï!.. ~r::于. 0] .!t

苟外l 吾吾付清l 吾 137~~ Ã] 句(啥主;: l07~)主主斗牛什 Ã] 句吋吋 λ? 告苟且呵，'Ù子，斗巷，

外i 吋~]苦斗毛主金下部體系吾于甘斗法之。1 吾只l 句社科交互作用告交易行列1 (Trade Matrix) 

立Àì 表現許9J.4. (2) 

。l 吾吾吋仔細司說明司且咱， l07~ 只}守主主吋北美，南羹，西歐，東歐，日本，善農1JH ~是

南o~三司外，中東嘎北o~三王司外，殘餘 O~]!. èJ 外，東南亞，中國主主區分許E司， 7cl Jf- oll 斗斗

λ~ 01 三是持吾加減許正是~ .!司。~ ~斗• 01 .:'!己苟外l若干7~~1 水準叫1λ↑下部模型。1 并吽 到全

吋， E~見的立場斗徵親的立場。l 立去。14.

E視主苟吋 À~ ;:每地擴五苟外11 GRP (Gross Regional Product) ，總輸出入，資本質勞動生

產性，立èJ.ï!..公共消費，歲出，總投資斗在各最終需要部門金主管λ1 外之~..ïl.. !丘詮微視

主苟叫老農業，製造業，食品加工，什吋斗，鑽業吋)011卒，金融要貿易，住宅建設業科 87~

平苦。1 2i互會再升到斗.

(1) J.M. Richardson, Jr, and T. Pelsoci,“A Multilevel Approach and the City: A Proposed 
Strategy for lnvestigation" in M.D. Mesarovic and A. Reisman, Systems Approach and City, 
New York: American Elsevier, 1972. 

(2) M.D. Mesarovic and E. Pestel,“A Global Seeking and Regionalized Model for Analysis 
。f World Relationships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 Kybernetes 1 (1),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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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需要吾表現許7] 副司投入一產出體系斗啥叫詮守主91 交易行列。I 句什利用再三主

致吽.

合于平均l 汁l 立^ì 91 7ð Ãl] 旦苟毛令人口，農業，資材要素州1 吐語辛苦划清1] 7干寺司~t:于.州1] 1.才又1

7ð~毛主弄清有~啥叫豆豆詞昔司2~全吋固體~立， ò~ ~1] 咱豆，核，并卒，牛司董祖斗在毛

個別的世叫1] 1.--j才叫l 吐司有才句嘻立外1.--j Ã] 91 想吐，主B] 吾丰吐詐主主苛刻吐91 外l 斗才正

是吾吾經濟函數立^ì 司~吐斗~ ~見。]4.

世界人口模型玉又1 勾嘻立苟且~J主苟斗令λ〉古:}1:句，斗巷甘仕互幫芒 7ð斗力毛?只:J 91 土地利用

主苟斗苦。]2司司生:- 1õl] 23幸存91 ~苦斗1 叫司集約農業外華正L奄時期，災害91 強度， B] 

Z主均主玉L尋尋告 2司吽毛主裁。1 骨字旦司。ì~斗. 0] 斗且在電司 λ1 7..干 Ã] 句嘻五苟 01] 四千吽

1j司還1j.i于7干什斗91 只1 呵呵電4舍。1 旦苟寺外lλ:ì 2司吽7] 五月司 ^ì 尋古l 日本斗美國在禹

王在才1 吾哇l哥哥q fiJ 吾吾哥叫 λ.] .5己昔日于到斗 (3)

。1 昔斗在各旦苟 91 1.司令告吐吐甸園式主主表現許咀 E千金斗在4.

〈園一1> Mesarovic-Pestel 丘吉自

1 價值一文化卜

規範形成層 |人間斗條件卜

|社會﹒政治的!一

|丕式機主| 卜一-集團層

!經濟的|一

[主術的!一
原悶層 l

|主一旦L的~I !一一自然層

l豆聖豆壘]一

〈園一1)主苟芒計劃斗決定作成斗1 令各古千三等甘苦。1 桂林~:röJ] oì 喧 特定結果吾一般化

待到毛叫王在也告 f-Ã] ♀~2 ~~吋口干斗斗。1 互幫判。1各斗斗~91 但定， 利用方式州1 日午

斗守自1 証禮五年7于 1千吽斗角1] :!司毛叫~吾叫苦咀寺啃 fiJ 祖室干哈得金等司在持1均勻主λI 叫1

型呵， Bombay, Jakarta , Teheran, Aigiers斗在毛主持吋令各言千五~斗.主苟毛 Model

Bui1derc于主意于毛 7] 芒旦宜昌告 7] 正是主 Clevelando1]待完全 MOD COMP IV -A Computer吾。1 令

苦干什禮吋埔吋1 斗。1 夸贊牛~汁1] 19 o-j ~吽. 0] 且fg 叫1斗導出嘻牛~是一般的咀結論毛

E于各五年在。1 要約哥牛~~斗.即，

(3) Utsurni, T.,“Systerns Developrnent for Global Garning Sirnulation," presented at Interna
tional Syrnposiurn on Cornputers and Chinese L;O Systerns, August, 1973, Taipei, Taiwan. 



讓境體系吋1 關奄研究( II ) 73 

(1)地球的危機(global crises) 全到來華毛主.E...立其0] 斗嘻嘻咀咀吋l 鼠。1 ^1 告。19持斗斗

「地域的JO] 斗。1 剖 7] .91甚垂毛去哥有土豆z} ,,] ç司司獨自性.91結果。]4.

(2) 0] 斜 7] 吾苛斗持7] 副司 λ1~ -^,Ì ，，]于司吐苦叫什芒苦朴l 丹l 斗意思決定{乍成者(dec-

ision .makers) .91吐甘斗，，]舌且斗吋緊密吐，，]~吐， ，，]~叫.91協調關係吾令"]-B~ 件是斗.

(3) 零成長 (no growth, zero growth)且斗吾有機的成長(organic growth)斗苟Ell 扑通，，]

干斗司司目標7} !司斗。干吐吽 (4) 立司斗。1 司吐令7]~ ，，(J 寸。]oj 吋吐于科1 苟且~;!月全誓言1

λf 位有i.'iJ斗。干再是7}<>i] i去。于ZJ Z己喜位註說明0] ~主王佳~斗11 ~c干.

2. Bariloche 模型

Amilcar Herrera.2} Hugo Sconik告中心主主 Argentina.91 Bariloche財團斗1] .91司 7~ 啥是 0]

芒甘于“第 3 世界模型"之主苦斗令全互幫咀叫， Forrester斗 Meadow.91汪古忌。] 7] 毛付清1].$司午

三斗甚λ↑外為1 寺令才華苟4-.91悲觀的也將來吾司1 尋呼.:ï!.~台前1 世司。.:!正苟芒吋t1l.91

'ù存外司.91 ，，]于有弄墨吾設定古千五。1 外1 到達吽71 割哇吽L午.91里程標吾 A1] λ1 吽主主~主L吋

樂觀的世甚芒吾吾主妄言}.:ï!.致全規範的世主苟 0] 斗.

。]2l.苟金 1970吐 Rio de Janeiro<>l] ^1 .91 Forreser斗 Club of Rome .91 .:!正苟刊吐吐司斗斗1

吋 Latin苛7}量科反應土豆吋斗斗斗才是去咀司。1吾妾，

“(1)電荷勻地球的構造斗秩序吾外插(extrapola tion) ol] 司司蠶捌司主 ~ojλ~ 0:]71 外1λf

強調斗。-]外華社名 7] 毛.91價值斗持正.91芒甚有咀草坪吾當干什吾潛在的'Ù .?;l (the 

potential)合吋實驗至1 。干吽E司，

(2) 將來叫苦汎地球的副 71 持正t1l會呂定。1 斗全吐早已金先進圓苦訓斗甚古] r教區長的」

'Ù見解主持， -'11 現11 .91 2/3.91司-7干完全詛咒1 刊主哇!于斗喔，只干咀辛苦，苦尋吐平才是苟， 公共

保健.91最惡狀態，飢餓仕Ell外Il~丘E司，

(3)λ~1 現1] .91均衡甘Ell吾千t"]， 叫王吽71 鋪墊 ;:~p司令三三社社電Aß .91不平等斗隔差吾吐

告司持續化持有2 墊。1 斗 (5) " 

吽主主張吉千五~斗.

Bariloche.:!正苟毛 4地域 (Europe ，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Asia)斗 5部門(農業五年營養，

教育，住宅，資本財，消費財).91構造立再升到台前1]，之註斗l 為11 .91 r平等社會J (egalitarian soc司

iety)去尋主立意干什人問司基本的世欲求 (basic needs) 吾是苟言千五 (6) 0] <>1] 吽斗回歸分析叫1

.91叫出生時.91生存期待值平1;:1 口1 iòl1件1 尋合 ^1 .:q-許正玖斗.吽 7]λ1 7] 芒有哇! 斗于生 1人當

(4) D. Mesarovic and E. Peste!, Mankind at the Ti甜'ning Point, New Y ork: Dutton/Readers 
Digest press, 1974. 

(5) 01 叫l 叫詮全般的'ù F orrester斗 C!ub of Rome斗丘吉曾刊吐苛批評毛 Ervin Laszlo, The Wold 
System: Norms, Models, Applications, New York: Georgy Braziller, 1973舍參照.

(6) B必ic Needs刊對司，，(1"'= J.M. Richardson, Jr. and E. Forget峙，“The Satisfaction of Basic 
Needs Index (SBNI): a Progress Report弋 prepared for delivery to the Fifth IIASA Sympos' 
ium on Global Modeling, Laxenburg, Austria, 1977: John D. Sewell et al, The U.S. and 
World Development: Agenda 1.977, New York: ‘ Praeger, 1977含參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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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值立付 1 日 3 ， 000是主斗， 1 日吐可~是 100立苦 1家口 l住宅， 6~ 18州 外吾司 98%.91

1 2吐.91 千五寺牛告主主司。1~斗 。1 旦吉普外iλ十七于資本要勞動要素fE 統制變數立刻司司

2 ~2 ~1 常叫叫1λ↑.91持咀斗財貸.91乏主手金制約舍外許只l 嗤之旦L~- t.f ~1 句吐.91 .Ji1..司令

平λ1 !il O-J ~斗. 01 ~苟且 Forrester /Meadows主~01 叫平悲觀的。l 斗若按斗口于是扑扑立

l.-i 平「樂觀的J o1 斗全 111 哥去啥2~丘叫大來主立平司有!~金苦之 ~~1-:: 妾許斗斗芒

。1::二五苟且已于玉。1 科全 墊斗l 為1叫苦哥哥主吾 位 ;<à 吉}2 0 1 苦于立q1 再 強斗完全吋l 芒意義扑

到件之且至1斗.電月.~ 01 .;己苛刻啥咀茍吐 1LO BACHUE~ ~金牛7~ 苛外lλ? 開發計劃判 71

芒主主付外令許早到全是 ;<à 011 ~ q.. (7) 

〈國-2) Bariloche 且苟且{于丕

ζ三〉
3. MOIRA (Model of 1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griculture) 恢型

。1 旦苟芒 1974吐~吽 l止w企1但由品。nλ1 7-1 芒丘!到世 λn 7~1 71 o}苦朴t:是食糧生產(在}A~ ) "'J. 

叫苦才是 71 主主 Amsterdam.91 Free University .91 J. Linneman .Ji1..牛。11 .91叫 7~ 啥是.?;l咀吋l

(7) M. Hopkins and H. Scolnik,“Basic Needs Approach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ILO 
Working Papers, Geneva,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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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子并只].9.J吋吽.9.J.R..電斗完全官司。] .:!己苟幸存主唔唔， 7] 外，斗需fÀ& 吐斗斗l 才1l:!J世是為1 吋1

平均IJ :!J世吐4金千五L 1067~ .9.J ;;:;]句斗 2部門主主斗牛。1 于主持并0:];有 ~4. 人口若農業

斗<l]至于咱乎是主立于是再三主持平是外IH去 67r;;:;] .9.J主寺河1 夸」之三細分埠。~ ~ t:十. 互之可男主λ』

吐斗吐現I]:!:司生去苛Ã1] 吐斗財貸.9.J交易問題s:..考慮再三主主i斗. 0] .:!正苟吋 λ1 電Ã~ ;;:;]干糾正4 有f

d 吐.9.J潛在力金;;:;]舌牛吾.9.J Q干 30叫~玉立亭苟言于2 ~~'-干 Mesarovic/Pestel五苟斗l外斗

斗在7r;;:;] 立社持l 刻有咀-{lZ}墊在J 芬是神州1] 11l吐~五月之:I..9.J告<l]早在茍哇!叫吾吾」之三司。~ ~"C于.的

。] .R.. ~宮叫!l À1 吝吋互合毛主金付現有'tl汁。于是持IH去食糧不足刊 7] 'tl許老呂定。] o}l12. r貧困」

叫苦。l 斗之斗斗詐2~吽.立在{主立。].R..苟叫lλ? 毛去 7] 0于.9.J是刻苦 7] 金.9.J是神1]7r 0于\:l政

策的咀苦À1]主斗精華蘊含妥之司詩三L~斗之且至1斗.

4. SARU主苟 (Sysfems Analysis Research Unit) 

英國環境廳(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寺司體系分析研究團體(Director of Systems A司

nalysis Research Unit) 'Ù Peter Robertsol] .9.J i;R 外 7~ 曾是主苟咀叫主苟.9.J 7]芒噎甘金新古

典學派斗經濟理論。1] 老71 言千五L ~~J:司 (9) Z} ;;:;]句毛唔仕斗士<l]二L i:!.j 2 干只干什訟。1付 科

吋峙。1告亭子斗智司有哇!經濟人主立λ~ .R..芒苟且~]華苦。] 0] 亭。~~q:;主持苟言}2 ~q. 0:] 

7] ^~政府斗 7]~ 制度的是7ð毛主意于1午5句“斗在" (friction) 主持 荊昔禹王玉玖斗. 01 .R..苟金

~.9.J什叫互幫 4~ 噎i:!.j苦等4吐祖]~.9.J叫幫骨頭測吋l 寺4合于7]2主斗告 71 主持主主 (date

base)斗之吐均1吾莘莘言干什斗唱什立社社正州1 叫奄斗位。1 注音官司<l]主斗荷華垂直芒斗

;;:à ~.Jl社叫苦許正是早當于全叫主斗IPl 吾當許立王 ~q. 0] .:!己苟外1] ^~ ::只l 句全美國， OECD諸園，

現1]3 吋才I吾主管許台寺苛丘立于苦詩之旦12 7-f ;;:;]句呼叫n 137~ 哼哼吐， ;::t.<l].!乎是告 q辛

辛玖斗.人口老外在的 o 立刻已.]~~ ~2 u1 正茍 苟且証需要互幫斗吐告吐供給主嘻

(cobb-douglass) 斗。].9.J在吐吐連繫7r 具。1 老毛主。l 等茍。] !:-]-.主?〈昌平苦苦 David Norse外l

.9.J司叫~苟且詩才1] 7~ 世~~ ~老叫苦唔唔仕智牛主持主;;:;].9.J啥叫五音 4 月:R /.司主主星電

話}2 到五國家平均函數(a function of national average) (1 0) 立^ì ~巷叫苦苦神州l 寺墊告

千五L ~q. 啥叫世草芥之三件吾吾司等訓。于λlo]--^] 句.9.J斗有fÃ& 吐苦均1 至全<l j 電位有主豆豆才l

L于E}'-千五 ~2 斗智:!J哩1 -^}.li.昔哥叫苦À1] ;;:;]守主主;;:;]司司令全美外IJ^ì 五營養水準各主司司

董岳之定主主斗E干草吾吾;;:;]苟言}2 ~"C干. 0] .R..~金吽芒。~.;:. .:!己苟且E千五尋呼汗桶， 吐AJ];;:;.3

2月，吐叫苦哼苦斗在各“，EEt::于各苟均有丘之士"外交易.9.J苟 E司主λf 叫~~丘吉于月l 表現司。1

~斗之且?&~'-午，斗正吐之五.9.J -^] Ç;j :!J混合水準叫老外~皇斗.9.J電位司令舍外1 制約全世

2 ~q. 

(8) Gerhart Bruckman,“MOIRA: Food and Agriculture Model,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IASA 
Symposium on Global Modeling, CP-77-1," Laxenburg: IIASA Publication, 1977. 

(9) Peter Robert,“Report on the SARU Model to the Fourth IISA Conference on Global Mede
lling," Laxenburg, September, 1974. 

(10) Peter Roberts and David Norse,“The Problems of food Production in Cerìain African Cou
ntries." in Proceedings of Second IISA Conference on Global Modelling," Laxenburg,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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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RI1己ts

。 1己苟金 Poland <>l] À~ 7~ 垂是苦7]7~ 垂才I]~ 至全副吐規範型J王旬之主λt 付清l 五嚕。]47] 且

E十全國家模型(national model) 外1 寺吐巳t.:ïL 2i!..茲去去司， 持l 持正言自告于甘言}7] ~司司上向式

(bottom up)神聖場斗吾吾荊吐斗.等方法論斗數式于三三音 7~ 垂許主持舍外l 至于7}7~ 當主苟外l

委宿舍千五喧卒外1 至于并且它自告結合司 À~ 持1 現111王若自告 7~ 噎首于主持甘于完全社。]r::于. 。 1己苟金

Mesarovic. Peste1.:!正茍斗去甚司主主令外許吋7ð Ã1] 01 毛斗計量經濟叫苦t吟唱立司主制御

工學斗「斗斗斗咀」外1 平立E1毛詩三王玖完全訓，當許只于咕斗智有世苛7}叫一片l 吾 剖吐「苟且§吐

;<J ;ï月」甘苦斗。].91電台J 金「可能J吽4老三註月1] 叫iλ?λ] -3)-古}.:ïL ~:: ;l. 0] r::干 1丘吉~E1子之:: 9 

7~ E1 才有}J斗士立À~ 于是司互致全前1 生產要素立À~ 勞動斗資本， λ}:l司三甘為l ♀土豆λi 2i!..社，

主舟，咀于7~ 董(R&D) ，立C].:ïL玉λl 是7ð.fL主主持子明，叫苦五寺， 是7ð斗甚合 EJj 'ÕJ-.:ïL ~ 

斗. 0] 夸斗l 全 157~ 1乎是E1苟且~] ，，]吐告令7千五告司外文L2.]:司，

吐主}E1遍應主唔 7千汁1 么甘]，占主社外 ll] 卒，五星計外l 吐吐這三日]E1

平守主苟」己主持斗7.4五年 7] 告

平哥哥王三電。] ~r::干. 電視扑扑

0] .:s:.苛刻 4寺有電1 月註斗吾吾2i!..0] ;;<] 詩三L吟吟4λi 01 五嘻含 Jî，17千古}告司1] ~司告。1 2lJ三

J:ej 1己嘻 7~ 垂是玉。1 次占主斗b 理論開發斗1] t才是甘吾吾吾{.:ïL致全裂主主傳司在 4.

6. FUGI1己苟 (Future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Model) 

日本E1商工省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 日本研究開脫(Nippo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 嗅「立斗J且可.91卒咀丘主持電是日本科科1補互幫芒 才13 ^-J]芹1] E1 

7~ 噎外l 吐禮金主寄電司且012 )>J ~吋l 斗l 令~-'主主且吐苦7] 司生寸金 Dynamic Mode11ing<>l1 E1 

毛芯}.:ïL于;'(11 有世平是在.91投入一產出模型合于主持毛主古千五奴主9 ~弄古l 資源配分斗 可用

丑月~]外11 J:11司 À~ 全體系動態模型(systems dynamics model) 、告。1 令官千五鼠斗. FUGI .91 E視模

型金 15個地域之立于J官司。12iJLE司。];l.金先進市場經濟，開發途上市場經濟， 中央計劃經

濟E1 37~ 集團 o 立區分古}.:ïL各地域別立 67~ 1乎是全設定意~}.:ïL ~.:ïL貿易流，公共開發支援，

立司五個人資本s] 海外投資斗持J 7};;<] 吾苛Ã1] 吐.91 迪繫是月1] 立之司吽吋正吐 7~ 噎且主.91

叫苦苦功]吾叫千奇.fL噎茍 2月.91 ;;<lJ玉立吋告之~斗.

只l 于有干啥一吐毛主苟毛 7~λl 旦嘻斗在0] 157~ 斗;;<]吽♀立于苦斗之主iJLl十 157~ 1乎是主

立吋 λ~J 苦斗之~玉立E守主古自全音71 ♀J 司 靜態的道正化方式(static optimization approach) 

告主主主9Á-t:-吋，苟且8 斗斗::<J 斗l 告巳tg 斗在毛 7] 歪告牛并且會斗。1 玖斗.

(1)資本教率性 (capital efIìciency) ~最大化

(2) 勞動費用 (labor cost) .91最少化

(3) 麗傭斗最大化

(4) 外1-1 斗士ll1 .91最少化

動態E視模型斗挂電只:14'-τ可待到7ð斗l 剪子三21 ￡L士去

Ãl] 墊.fL丘之旦台斗合斗在芒 λ}苛0] Æ會主i 什玖斗.

荷華司介入λ1 歹]7] ~甜言1 主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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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9j苦苦斗牛♀在斗均衡

(2) .:>:J 于'5:j苦苦斗牛丘之苦斗 it~

(3) 月~J 三世平去.9j::l!...令.9j }:1] q于

(4) 為1]2三當平是.9j ~之寺4 月~] q干

(5) }:1] a三吐當.9j于三司草草}.9j為l 吽

(6) 斗il .9j苛刻在平句字符1] L十吐甘于三外lλf 董斗言}~吋1] .9j苦。，~..B..~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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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喜.9]這斗斗在毛毛吋 14.9] 1王若自吋 λ~ .9]甚毛主之E于各吋樂觀的過三年咕。 J立。1 斗 01

主苟吋1] Á~ .9j "l]尋金吽 10年茍玉。1 外 λf 件 14.9j 立呂定斗仕111 司主主j，l]丘吉于7] OJ 司全禮。1

9，l吽.

什吽.9j ..:!正茍外1] À1 司l 昌等吐甘7..J-吐割 7]7干。1 五嘻外lλq~ 1985吐汐'}-^] i去到來許只1~吾吾吾兒2..

i三且.:ï'.. 9,l 1.:干.斗。于7} 0] 娃子.9j垂芒叫1 材生去斗l 均.9j平句.9j丑苟斗貧富國問.9j 隔差吾吾

。17] 叫苦m À1 ~朴)為l 苟且~]司構造的變化7} 9，l什 01=意于斗，千三'5:j有1斗氓。l 吐吐哥當苛.9j À.3 

寸告1:1 .:>:]λl 歹H去接金。i 咀三司是謂意}-^]當fE 去且斗斗1l7..J-証件Ell7}叫l甘要墊。1 t!午五王

宮芯}::l!... 9，l 4. 于乏有1詩.9j吐啥唱主主Àì 喝l 吾吾吐，位開發國家主仕唱告移轉念}.:ï'..吐吐寺。~1

Á1 每當辛苦。1 吾吋寸占三~斗。干吐5千七次在金呂定。1 1:0十. 01 互幫金 1985吐并.:>:] ~持禮是為l

吋1] 9,l OJλ? 五日1 五L茍樂觀論是全司::l!...9，l告吋11 01 "l]尋.9j扑在在有全 2025哇汐'}.:>:] (Mesarovic

Pestel.5!..苟吋1λf 斗毛主。D世哥叫什唔 7-J-詐τ句是茍主管斗吐嘻再告外I]l.--j -^1 .9j 7}令À.3 外l 叫世苦

功 y于吾吋寺苦古1 ::l!...司司。1 。于司是吾土立吐吐是E于.

〈個-3> FUGI 旦零五司 71 芒λ，}j!.

土天環 加重指標

容審 CWeighting 
地派暈 Parameter) 

1 1 1 相斗科
否可|笠I~一副τ王三三tl ~ 11 

主坐到15t;1主竺竺|二二三|主坐竺El 缸刻有斗

7. UNλ11 為1互幫

UNDP(United Nations Center for Development Planning) 芥子吐吽o:j W. LeontiefoJ1 .9j 

õ~ ~量。1在才子投入一產出五苟咀訓是苟♀士苦干唱吐看星。1] 吐喧天]7'] ~方法告苟言于三互

致全按各堂外咀子叫1吋主7~~~ 1:0干. 01 玉己苟毛主干7}嘻 GNP .2j- .:>:];;q 茍 t-1i À.3 2..立且o}

-^1 ;;q有土豆 157~ .9j -^1 勾豆豆斗T::l!... 7..J--^]句吽E于是苟主曾告主曹雪}~ 487}只1 .9j乎是告投

入產出表oJ] .9j õ~ 斗苟言千五9，l芒吋1 物理的可賀!京 (physical resources) 斗 GNP.9j成長率告位

苟言t.:ï'.. 01 呻吟斗司尋桂苦斗吐吾，又令立司.:ï'.. .:>:}甚么J3..吾妥。卅才11 !司外鼠吽. 吐τ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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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吾吐苟言于71 叫司 λ↑告投資斗之告平是舍外生的之三三位 ;;<à 斗71 玉註吽.0:1才 À~ 人口告

外生變數(exogenous variables) 主氓音司主:U斗.

。1 ..5:..苟$.J吾吾斗11À~ -"l弄司電荷斗輸出呼-'J01 汁1 寺進展吾~+ Ã1 句桂$.J士等有又:}~吋

電2司司墊。1 型.:;l世金豫測古}.ï!.. :U叉，污染斗吐為n õ11 À~ 詛咒:ß $.J苦õ~ -^à 71 在吐唱 (pollution

intensive basic industry)寺1l$.J牛壹苟且~1 $.J寸斗各持甚叫咱寸外1λ? 是叫吋令高價。1 吟

吟嘻$.J輸入全在;<11 呵。于吽71 叫苦斗l 喧型計 Ãß .ï!..~司。~ 01=告全平等吽五主女J.t::午 (11)

8. Bradford World Model(Bradford 51月SectorWorld Input-Output Model) 

Bradford大學$.J苟且有奇斗斗斗 Anthony Bottornley.:æ.令oJJ 科司才管是干當吐委主幫主主λ?

為l 捕判交易$.J主吾吾行列主À~ 表現斗之旦lfE吋1 平司 517ß 辛苦告尋垂許正訣。~À~ 6, 426 

7ß $.J行斗列立王有什:U斗.口干4λ~ ~ 6斗 7ß $.J j主丘之n子〈昌平苦斗持詩是01=~吋 AJ) 吾吾)并

且會再告吋 Q干 3年吐外?是道資料蒐集斗吟唱芒7ß 噎金寺司 100件 7ß $.J 斗斗$.J干咱仕吾.li.

7} 茍司司為11 !司試斗.

9. 世界銀行模型(The W orld Bank Model) 

再l 為1 毛~il& 外1λ{ 五 7) 吐Ã}~~) $.J再有斗吐甘吋n tl于吽吋乎有主立 SIMLINKç十五昔~♀完全

IBRD斗11 7-1] ..5:..苟吾土 7ß 垂吐甘于獄老叫，于主持噎正甘苛7}吾寺4主立 社甚至干件。l呵成長是

神州1 吐告告干告 Ã]~ 苟持正苟 0] t::干. 107ß $.J Ã] 司(之L寺 3Ã] 守主全社咀召fSL立 千卡唱，井口1 ，

日本/j豆子)斗 147ß $.J辛苦 ò 主斗牛.ï!..~三~J:句子寫IJ~ 咀 ÃJ 哼 7ß 董叫l 焦點告~辛辛 215LE司

通告吐 c司司..5:..苟且吽 uß ♀保守的司1 ~芽告司.ï!.. :U~Jij ò] 直斗七平是有丘立全世界銀行

Ã}搏斗決定作成斗苟叫lλ~ :i!..司司主~老是苟。11 ~c}. (12) 

第 2節地球模型旦l 比較分析

剖斗lλ1 7ß 吽~~立位司甚 2正苟吾毛~ 7..}7..}斗吐甘苦。干，有告誡堪重?是茍 llß 苟 二L吋辛苦甜

苦司};'司吾。1 7..} 7..j-仕。1 帶功斗斗斗之:U~前11 0]告主苟斗于三是 B1正是待會 o 立外是苟吐

司互幫$.J于河!有叫志告斗苟言}告司1 令有吐 λ}:i!..εl 告噎蘊含安全牛:Ut:于. ò1吾互苟 εJ

B1 .ill.苦件金主苟 7ß 啥叫吋苟，主苛刻子萃，嘻嘻告口l 斗完全只] JE (paradigrns) ，互幫判境界，

統合度 (degree of aggregation) 之斗之五苟且J 持萃，73j-寺λ1 吐， B] ~吾吾外l 吐司 λ{ 早在吐斗.

1...5:..苟 7ß 培斗背景

堂外11À~ 甘斗甚吽吋 7};;<1 斗 2己苟毛主苟 7ß 耳[Ã}斗斗是茍 llß~ 斗主苟搏斗唱斗斗苟， 財

政支援$.J -^J 司。1 斗斗λ1 ~草芥只1 千卡苟丘豆子吾吾牛~~)~司， 安早有 2正苟 7ß 曹又:}.9j可苦尋

吐4 斗1 口干斗千卡宣~~千古~ 1之吐巳}告斗苦。1 苦尋吾牛:U斗.

I.工學尋金 Operation Research 

(11) Peter A. Petri,“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Model,"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1(5), 1977. 

(12) Norman L. Hic】嗨，“A Model of Trade and Growth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7,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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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Leontief, P. Petri, D. Nyh帥， C. Almon , U. Ginsburgh , 

J. Waelbrock, L. Klein , A. Bottomley, H. Che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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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叫主ffZ己嘻 7~ 啥s!1 )官司外l 吐吐呂定~吋吋17~ s!1 7] 毛主苟金特殊詮問題告司斗言~}ij 吟，

。于1-] ~ .R..苟 7~ 守主告.l3..于意于全是等牛7] 吐吋吽吽 7~ 噎司 ij 1-干，尋毛 Ãij~ :A]咀 71 吐叫il tI干斗λ~ ::::L 

J官司。1 昔斗只]2 ~斗. 0] 吾.l3..~干嗎且咕9-告王井有[t::于.

1.尋牛吐是Ãi1 吋l 吐甘吾吾于全娃子λ于咱

Forrester-Meadows, Bariloche, 

MCIRA , FUGI, INFORUM, ILO.R..苟，

Regional World 3, IBRD.R..嘻

n. 五苟 7ij 普♀子才是吋l 吽芒咱可Lλ于唱

Forrester-Meadows, UNλ~1 補正唔，

INFORUM, ILO旦苟> Regional W orld 3, 

IBRD models 

m. Ãij 茍:A]咀 71 吐持清1]7} 寺甘 0] 'û咀千件唱

SARUM 

UN付方il.:!正苟

INFORUM 

ILO互苟

IBRD.R..苟

2. 模型s!1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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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2日方'r-^1 吐于~J工~完全正苟吾毛主辛苦斗只l 句什 訟。1λ↑吋」許多樣吽哼 。1 吾在外11 01 喧

共通的'tl吋卷。1 噎社 1有 ^1 智斗斗之 ~^1 畏許早到吽.尋古l 五苟斗于丕外l 嘻嘻吾吾口1 羽

毛去只l 主音寺甘正L立于苦司且哇斗告斗主斗.

1. Systems Dynamics 

Mesarovic司Pestel， SARUM, FUGI(energy平是)，

Forrester-Meadows, Regional World 3 

n. Economics or Econometries 

Mesarovic-Pestel, SARUM, FUGI, Bariloche, 

MOIRA , LINK , ILO五唔， IBRD旦苟

JII. Input-Output 

Mesarovic-Pestel, UN吋持正唔，

FUGI, INFORUM , Bradford 5!..苟

Louvain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 

N. Operations Research or Optimisation 

Barilocl況， MOIRA, IL05!..唔， IBRD.:!正苟， MRI 

。1*.91是尋吋 λ? 是牛獄長。1τ有 7~ .91 5!..苟金平主苟持l 斗斗1 芒才吾干2 llJ-唱毛外l 紋

。Pi 苟且自﹒吐萄丘立 Systems Dynamics吾意識言千五~~ ~支持電且01 t午司芒.91茍替毛吾

吾斗早早苟.91茍刻苦晉均定義意于司斗之 ~~t司<11 .:lJ!.茍<11 又有吐71 吐.91吋1 尋吋 吐甘舍

去三主資料均可得住斗1 留意古}2 到毛王佳7<J叫~~吟詩至1 斗.

5!..苟.91苟現1 至圳老五苟.91判唔， l有想有1牛.91苦叫苦科l 斗有茍是神~~前1 內生變變吾1:Jl

〈表-1> 斗嘻嘻牛(endogenous variables) 



環境體系吋1 關奄研究(n)

/-J-主主。1 吾 JL呼叫且哇。于i!ll斗在已于.

1. Forrester-Meadows 

3. Bariloche 

5. SARUM 

7. UNλ~] 苟且苟

9. INFORUM 

11. 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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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sarovic-Pestel 

哇. MOIRA 

6. FUG1 

8. IBRD S1MLINK 

10. Regional W orld 3 

。1 昔.9J咀牛。]91 斗1 五三嘆 7千::>:]寺正L註咀牛7千千λ.]~ .::iL ~告司司)吾吾吐苦疇，水質，社會

嗅政治制度立aJ.::iL人口寺咀吋等"8"1 水質嗅社會政治制度主:- ~91 斗l 補互苟斗斗寺夸有三

立于λ.] !有三王文l r:于.

人口告Ã1] ;:叫 7~ 91 .!:己苟吋1] -"'~;: r O-J咀J7};;<à 含吽又平主 UN91 斗豆吾「外生的」土豆利用

言;}JL ~台前1 日午吽-"'ì 咀子叫I 叫証主瑾外lλ~91 還流 (feed back) 7} 除外~JL ~斗. 司9-7] 有咀

吐乏自外I]-"'ì 苦叫人口成長91 重要度立 2之外。] ~o] .!主吐司。i 0]: 聖祖土豆且咀吽.

3. 結合斗水準(levels of aggregation) 

。1τ有証旦嘻斗H五千-"'1 主持才斗苟-"']王司主主主管~::>:]妾許老變數主:: ~Þ1] 1.千 毛刻苦于浦口干墊

。] r:]-.又于豆豆?是月~]全正苟 0] r:于是司細分化4 喧牛吾替。1 叫主堂令夸夸7}"Õ"}月1] ~JL *金

牛吾土立統合呵?有唔苟言于全正苟世牛是字。i~二辛苦91 辛苦。] y- 11 斗。1 老哥王L吐 2乎是有 五L

士吾除外斗才l 司老毛是 0] 且辱。] r:]-. 

〈圖-4)告。1 甘.9J付現1 互幫吾吾結合.9J水準告堂。}且7] ~古1 辛苦斗::>:]句.9J數字主斗~吐

~咀吋，;Jj吽且由于 FUGI， Mesarovic-Pestel, Kile.9J Regional World 3旦苟。l 甚會主斗喧牛.9J

主管;;<à 主持~寸吐水準外1] ~;: ~-2..立且'Ù r:]-. 

4. 分析解法斗電算作動

持l苟且苟令立是~þ] 唱 o 主且也} Bariloèhe斗 1LO Project斗在01 pij ♀「解釋的J'Ù斗7à

金主管許吾吾斗 Forrester-Meadows 1.十 Mesarovic-Pestel..5!.苟斗在 0] 甚有土豆臺辭Cscenario)

oj] 司司甚斗是正妄言于吾吾土主叫嘻嘻牛~r:]-.電吐有 o 主意1 待有'Ù Àà;司.9J 互幫毛~r:]

苦苦i 斗吾吐兮甘告司主政策立案者量。] 0]司許717} 昔咱有 J主立。1 唱才l 是斗.吐叫主臺

辭7] 唱令吐苟言þ] ;:古;}y- 0] .9J 111 寺吐 λ于各金蓮斗斗1] ，;Jj吐確信吾吾 誤導首于全當司 7} 玖才l

是斗.

三吐吐~苦91λ1 社斗苟 131 是為1 外il tI年斗斗吾有1牛.9J毛骨牛是五年是À~71 唱.9J外各7à主持看7à

司司去叫， o]~金直至干 7ij 噎噩旦苟.9J件令兮E]j斗斗令持吋l 嘻嘻告苦斗. 臺辭音 7] 主主意于

全正苟金電算作動。1 吐吐斗斗 τ有現l 主畸型「解」斗「吋l 尋」金三王丹1 寺正且有r .9J 11] 吾吾(::>:]替

毛=-r:于.反面升為1 巷苟現l 主苟 0] 斗遍正化主苟名少數均回數主持..5!.苟斗苦告吾1再現1] !司主主叫

咱作動。1 吾司吋善安局1 是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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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4> 結合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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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節地域模型旦|示唆點時評價

。l 管外lλf 位司芒 Ä1干旱苟名是苟吐司正苟告 7~ 噎苦于.:ïL Ä} 許老木研究外l 叫♀命斗吐示

唆點告援示甘于五~2..吋外合吋嗔 7}Ä] 限界點吾吾且O] ::;z. ~斗.

只l 于1正苟$J Ä1 哼哼唱羽毛0-] 9朴Ä] l.午「地球的JO] 現 7] 吋是州~ .ll:ö;l金哥哥目 斗斗斗主持

讀喧電寺河世界觀金。19并Ä1 1.干吐{]$J叫苦。l 嘆 7~ $J大陸2..主區分司全國家吐斜吋 À1 $J 

人間活動斗主苟 7~ 吐Ä}$J r希望」斗提案。1~斗. 立司主主.:Aà 主月 2皇 7ß 斗叫1 才!為1λJ 噩 A11 吐金

斗斗.91 r方向J01~ ::;z. r方案」芒 τ~ 7~ 具體性。~皇什4 月1 吽屯。]~-c:于.

吽4λ? 吽1午.91苛7}址吋lλ1 :J...吾$J限定是資源，干什吐許用力，立斗 獨特告規範的咀

價值吾吋吽司合令弩之交咀 7}ò]1 ，;Jj堂是苟吐司吾剖吐解答金才叫斗才什唱荷~外 ~4.

J主意1 現在苟垂直?是 ^l À]許椅司令外生的正L主音.91相五作用告咀型計，主~1 持有三三立總量

的 o 立斗斗斗Ä} 誡71 叫苦。11 -9-斗 7} 吐告告安全1l].ìR~晉金守在外~ À1 均是苟是i:l吋H全

方法上「別途」斗思考7} 哩Jl惡之交毛寸哇奄歸結。1 斗堂牛~-c:干.

二王丙吟。1 iJ証互幫外lλ? 表現言}::;z. Ä} 訊吐電4斗l 現11 .91汎世界的環境苦A11 $J 寺Jl墊是為I

量，寺Jl墊♀主吾$J斗斗是本研究斗方向外l 叫♀價值~~示唆苦于早到斗. 特司體

系$J環境至為l 全正苟 7~ 世斗斗苟。，11λ1 0] 吾 λ于在外l 明白司詩才會主立~1 .:s:..苟 7~ 培含有子吾

苟且主牛苟言}才1 詐斗選擇是變數閒$J .;j在河l 芒是7ð吐斗$J下部模型7~ 噎外l 本質的主主類

1)1話應用音可能到l 許::;z. ~4. 

建主苟是司主苟告銷社 t汪-c:-}芒 λlλHl名才句斗平苦外11 À1 E:親的，微觀的立場告共官l 取



頭境體系011 閱有2 研究CH) 83 

ë5ij 01=吐斗至全墊， :A1 司合細分電[- 7cl♀ 2正型企J 主辛苦主持夸7于!êl9J.毛主舍，巨觀主苟叫~)可完全于三

部門正苟。1 使用苟且誠合金且升平主去lt::于全呂定。1 斗.

主正電T 什王三互幫 7刊登斗苟吋 À-J斗斗主}7}-Ã] 主持主主持茍嘻主斗 .5!.. t哥.91吋哇!五 苦持斗妥當

性。1 塾牛有土豆儉討埠。1 。干警告 λ1λ于合于立全l吽.

第 3 章環境管理體系到構造

第 1 節基本考慮事項

環境管理體系吾具體化斗才叫古干什才子正苟 o 立全司芒嘆 7}Ã1 .91 且苟千三至甘重要吐要

素吾電吐檢討董必要7} ~t:于. 0=171 外I] À-J平是斗地域.91問題，長期的豫測斗計劃，賓料司

問題立;;q2 .5!..苟.91妥當性 (validation) ，喧牛.91結合度叫苦功，國家嘎地域旦苟吋λl~司境

界問題膏。1 t:干.

堂À1 什.=..1]玉言及再說去。1 環境管理體系主去 當吐國家水準.91Jf-丑旦苟斗地城中心再

管理主苟舍想有許台裂主立司外~斗.二正吋主立國家水準.9l是哥華苟且苟， 等國家模型

企性格上部門要素告強斗月l 內包言}711 司完全 2乎是主苟 (sectoral model) 01 斗且也z}是斗.立

吋主立國家模型斗~ À1 O-J吋社 2乎是唱牛昔包含À1 逗?l， 'ù 7}-7} 安補.91 2司禮。1 塾呂定。14.

01~是各苦環境管理科國家的水準吋 À1 .91 千吾有吋令世叫，吋l 有ì t刊主吟，斗桶， λ』垂寺祉，

帶苦斗墊，牛斗墊， τ有 71.立;;q 2 。干啥哥~吾吾01 國家的水準吋 À1 .91 管理斗吐吐部門.91

關心在毛主兒主主也才是吽.

立吋斗。1 司証部門模型王一定世地域告根攘古}Ã1 ~孟之咱立意味7} 昔4詐才1 撞去見咀喝l

環境管理科立場外11 À1 地域區分告宣吐設定許台呂定。1 第一度階.91作業。1 ~4. 

現在乎;;q 斗斗.9l去共政策外I] À1 利用司老哥拉吐羽毛去行政區域單位叫~À1平喝水文氣象資料

科學位并Ã1 pijJ許多樣墊苟司主斗吽L千五L~台商11 01 呂定告簡略司整理司且咀 E千金斗在吽.

(1)一般行政管理

地方行政區境(市﹒道﹒都﹒面﹒芭﹒里)

都市行政區域(區﹒洞﹒統﹒班)

(2) 開發計劃

圈域計劃(四大圈﹒八中圈﹒十七小國)

特定計劃(首都圈﹒工業園地﹒特定地域)

(3) 特定情報

土地利用調查，土壤闡，地質圖，林相間，地籍圖，樹林氣展帶，水丈氣象圖

。Pd-.9l事項金環境管理單位吾撿討許b 過程叫lλ7 4λl 熟考吾呂定。]t9 吋才叫λH去吐Ã]

地域區分.91 J;宣判吾 S呵呵 λ? 挂在是按咀叫， ec] 7] 斗持(1)項金哩哇苟且主環境管理011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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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行政統計 12 情報~一般的哇!內容。1 但含5'J哼， (2)項金計劃體制 (planning system)告

目的土豆草地域單位斗基牛9).2..吋 (3)項金資料~性格斗調查目的外1] tl午斗網組織(ne

twork)~ 特徵告具。H去去斗區域吋扑面積特性是上吽E于1羽毛去。1 包含司:>!.. 9)t:于.

堂。11λ? 考察墊甘于斗在;to] 環境管理科地域區分全副司 À1 告斗l 渴1] 1l.苟外ilÀi~ 獨自性吾吾吾告

急地域土豆區分意于全按各(倒有i1:Jl各道吾地域 o 立)苟且~ 基盤資料(data base)吾運營

許台商1 完全口I~+ 有用科斗本研究科目的咀環境管理垂釣"Õ]λ1 C (2)項科苟」手持哥大氣， 71<. 

質，土壤苦斗在各自然環境要素司強電影響金桂告地域.2..立區分古于全視。1 有利管吾土

豆判斷有2斗.

國土開發計劃吋iλ:i~ 四大圈，八中圈，十七小圈芒。1 日的外1 比較的 斗寸附合司老毛是主

主 .!;!.o] ~干部分的主立地域區分。l 調整司。于會主丸。]-c十.

斗金金部門要素斗l 是堂去哇!司， 0] 按常 λl 世界模型吋 λ? 現嘻結合度~ 水準。1 叫」p tE 

各要素吾擇古}7] 且吽fE 第一次年度~研究吋1λf 芒 Knoxvi1le~ 地域模型科習中間程度部

門要素主Ài 古千千五苟含辛苟言于才l 詐芒妥。1 日于昔司董裂主主判斷~斗.

即，(D社會﹒經濟模型要素

@土地利用要素

@社會﹒政治的要素

@生態的要素

』年各地域計劃~ 1l.~叫什一般的主立包括許完全部門變數， ØlJ吾吾咱(13)

@人口(年齡別，雇傭別)

@土域利用(農業﹒工業﹒住居)

@產業要經濟(生產函數， 1/0衰，需要嗅供給，所得嘎豫算)

@自然環境(大氣，水質，土壤)

@社會環境(住宅，公共施設，社會保障)

斗毛主0] 重要變數吾選擇詐七次全意味吽吋 o]~令環境管理模型斗構造吾具體化斗毛主吐

現1 斗1λf 細密計檢討5'J斗。于普去。1 斗.

國家模型斗地域模型斗司境界問題是巨視互幫斗微視主嘻斗斗吐方l斗tI~♀類似許吽主

.!;!.至~.2..]:司體系內~外生變數斗肉生變數。11 什咱要素壹包含λ] 7'1 斗斗問題。]-c于.

~/可 Ã] 于.!l.苟付Il Ài 斗肉生變數全吾國家模型吋Ài~ 重要內生變數并望去。1 -c干. 01 苦環

境管理叫苦"[:ì 關心告于全要素持包含5司令1 0]: 弩之見。1 斗.

倒示的'tl項目各9-苦斗在2斗.

@人口 (population) 

(13) Yoshikazu Nishikawa, and 仗，“On Kinki IRD Partnership Program." The Proceedings 01 the 
first KINKIIRDP Workshop Paper, Tokyo, 1977, p.22. 



環境體系叫樹社研究(R)

@去共保健(public health) 

@污染(pollution)

@都市化(urbanization)

@生態(ecology)

@資源(resources)

@刊吋 Ä] (energy) 

@農業﹒非農業部門

@社會﹒政治制度

第 2 節模型旦l 基本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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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外1λ~ 7~ 至午2有 o 立全司芒甘于斗在。1 環境管理體系全世吐 7~λ.]~ 咀咀寸0]1 ^~國家模型斗

部分的，地域的世環境問題解決告剖奄口lλl 有當啥叫只l 守主苟土豆哼哼要牛井里1 t:干.

國家模型各性格上部門 (sector) .9j選定。].!l.苟.9j平主吾甚~有土豆子丕吽λ.] 7'1 ~重要吐

.ß..主持5:] 9 甘吋1;.有」主旱地域模型金主司司平是在.9j苛立交互關係企J 具體的說明方式。1

互幫司在斗是決定Ä]全吽且是 ζr~斗.

墊挂國家模型各地域的偏差(differentiation) 0]1 比較的平吐許均在苛有土豆總量的咀咱

哥叫11^~ 環境管理.9j ~;1月。1 7] 0:]塾牛敢告道具7千司老模型。1 .!司 Ä] 室主 o 唱<ù-晉美。] t干.

吽2-}-λf 環境管理.9j模型開發各關聯5:] ~ .!l.苟且J 變數量吾吾~.9j古干完全作業。1 ~^~..ï!.. 考慮外

引斗斗。干惡之丸。l 斗。1~名官司令L E害毛變數斗斗吾有T 斗;;tà 吾吾 牛吐吽主立多量.9j綜合的吐

資料調查體系7t 祖月~]司。1 件是吽.

。1斗台昔t1l司主主上向式毛主地域的模型斗持國家的模型丘主擴大發展λ1 7'1 全方法。1 丘

立比較的社吐斗之吐全世互幫告子弄詐..ï!.. 01 是.6)-幸言干什立成果吾測定吐卒亡于毛條

件金委主土地域.9j苟♀斗11 0] 吾繼續的土豆實驗奄咀平外斗斗.9j統一是況地域的世 國家

模型全世壹且只于言千七氓。1 唱吽.立尚且豆。l 斗~o] 安全制約點名lo!l .ii!..~吐舍有}.!l.嘻告

什;:，j Ä]Ç司外l 實驗會7ð.q..斗l 嘻嘻~土豆丘之五L司老時間斗經費.9j問題7于是斗.

主苟于是哥.9j順序斗~t1l補考慮董必要7t ~q. 世意lÄ}吐國家模型外1 州 地城模型丘豆.9j

下l句式(top-down approach)斗吐叫立 Ä] BJ-互宜昌告構成許泣。1 次全全國的土豆芽為1 吐iI詐

月1] 5:]全國家模型吾吾開發言于台。l 芒甘于上向式 (bottom-up approach) .9j方法。l 苦之三丸。]t:千.

下向式$!.J方式0]] ^~全國家科全般的世拉克1 吟巷斗瑋測外1 重點告于老林E干什 政策決定

者外1 月1 比較的理解吽7] 牛l 告結果吾提示堂牛~~吋 0]吾割奄環境情報告全般的土豆

少量均資料斗士♀喧斗之且裂主斗養料科質外l 叫吐量~信賴度并要求是斗.

旦地域模型企{成立告哨司 λ? 國家的總量規模吾地域的土豆配分許台作業斗Il~要喧司

o 主空間的(spatial) ，地理的 (geographical) ，立地的(locational).地域的(regional) ， 0] il 吐

時間斗經費9j問題完全 -"'JÃ1] 斗~斗斗急變詐全社會.9j要求晉設丰台商1 告苦iI吐點。1 平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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吽吾吾 0] 豫想是斗.口午已于À1 芒模型外1λ1 全國家模型含一次的 o 立關心全于:$J同時外l 地

域模型吾吾唔z}許斗持當全λf 甘苟且苟.9.l重要變數斗制約要素告總體的 o 立考慮許正尋吐

吟.

國家模型吋 λ? 想苟言于全基本的'ù要素告主主社會﹒經濟的咀變數主斗 國家開發政策斗

關聯司老三是量。1 吽. 0] 吾含金吽且吐9-告斗毛主斗.

〈衰-2)

水準變數 | 
(level var.) 

環繞管理模型勻變數

補助變數
(auxiliary var.) 

變化率
(rate var.) 

1.人口， 0"'5, 6"'10, I 死亡率，出生率，期待壽命，污染叫11 .9]苛|年聞出生率， 年間死亡率 0"'5，

11 "'20, 21"'30 31"'1 壽命係敏，保健吋 111 三三吋l 判吐 壽命係數， 1 6"'10, 11"'20, 21"'30, 31'"鉤，

45, 46Ai1 01 兮 |混雜度吋司奄壽命係數 I 46λ~1 01 分
2. 吋l 吋 ;<1 11人當的1] l-i;<1λ于今才1 牛的1 吋 ;<1 至于 天然資|吋11 l-i ;<1 使用率，天然資源使用率

源殘在量

3 農業生產 1 1人當食糧必要量，土地生產性，土地生|土地開發面績，土地啊啊， 正

4. 消費財嗅卅日l~二

5. 污染

污染發兒科還延

6. 教育﹒文化，初﹒中

高等學校面績， 餘

暇活動面積

7. 住宅

8. 保健

9. 都市化

產能係數，土壤平均壽命， 電月吽o}旦有吾吾于當 |λl ﹒至于喝令;<1 哥叫咱苟，主于'tl ;<t芒

雇傭，是咱 λ8 位.9] 2-令牛♀， .!豆豆q 才會全|干斗，可于咱 ;<t芒寸土

~~1 弩之于喝早神， 至于咱豆牛毛有T才1λ3 位想， 古月

i/- o}三守7n 啥。1 今

卅日l~主 λ3 位，叫自1 三三平是.9] 2-%牛丘， Hl~1 品1 日1 三三資本投資， 且1 111 ~三資本減

啥叫 III ~三必要量 |少

污染吸收期間，污染吋l 均有T 土地生產性係|污染發生量，污染除去投資

數，土地吋11 .9]奄污染發生係數，生產叫11 .9] 

會污染發生係數，污染除去吾為普資本投

資係數

1人當教室定函績， 1人當公園面績， 1人當|教育率，教育施設投資率，餘暇施

餘暇時間，餘暇活動oJ1 吽毛主世1 "n 是什|設投資，消費材資本投資

1Jl!二需要，教育。'11 斗苛叫l 吋 ;<1 使用係數

1人當住宅面積， 1人當住宅需要，住宅吋1] I 住宅普給率，住宅投資增加， 住宅

且;有T 刊l-i ;<1 使用係數，住宅投資，住宅生|投資減少，住宅需要
內'"
rt 

1人當病院寢室致， 1人曾啟療施設，食糧|保健施設投資，食品開發投資

生產吋1 斗在營養係敏

都m'商績，都市人口增加叫司也污染夜空 l 都市化率

量，都市人口增加吋l 均在污染係數

。PJ-.9.l重要証變數以外外1 主社會經濟部門要素立À1 資本，勞動，立斗且資本財，工業等。1

2lJL斗。1 部分名叫司要素。'11 ~l 至R 71 毛司經濟函數吾準用吽才~車去。1丘立略許斗副司

要素吾吐斗相互關係是把握斗7] .$1司闆式化苟且吐斗令五年在吽.0'17]斗lλq 0] 量.9.l關係姜

第 3 次年度斗研究外P1 體系斗論理(logic) 斗關係式。1 開發司汁1] ~-c:于.

環境管理叫地域模型毛 .... ~ E11為1 斗種類，持接狀態.9.l 7.3玉，地域計劃.9.l體制等011 吽斗斗

-?- .J.J- Ol 詐月1 千昔哥 ZF 旦12.-斗本研究。~1λf 吾共通的'ù體系.9.l r吾J告考察言}~裂。1 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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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5> 環境管理國家模型

的。1 旦旦喧吐。1 司吐體系吾設定有T 卒刊第 3 次年度斗。1 吾細部化， 地域化古干什立社 011

堂安全部分體系量作成立尋吐斗.

地域E1環境管理模型毛咀司有土豆國家科經濟活動舍地域化λl 型吋哩。1 斗台環境問題

E1管理持立于是內容。1旦旦思考叫出發告社會﹒ 經濟的投入叫l 斗 。1 吾構造化許是地

域經濟模型。l ♀吐是斗.特司。1 寺。1 主 人口部門斗產業部門。1 基幹告。l 干旱。1苦苦咀主

主社會間接部門，土地利用，生態部門外甚管是斗.口rÃ1 斗司生態部門各環境管理E1主關

心事'ù大氣，水質，土壤污染告中心主呈下部體系7r 成立古柯l 是斗. 01 是圖式化司 λ? 且咀

9-金斗華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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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心地域經濟模型

人 口

年齡別人口

產業別就業者數

71 吽

\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

E畫 業，

住 屑，

/ /' : ←;土地利用決定 :
=/ / 

產

工

71 

土

地

利

國家經濟
生產函數

投入產出表

需要供給

j 環

;境

;括
活 動

/' / 
/ / 

所得嗅豫算配分， 71 E.j

• 

環境政策
‘一.... . . . ... .. .

決定

\\l 
、 \i

用

方

:標
式

生態

大氣

水質

土壞， 71 斗

〈國-7> 盛芥嗅大氣污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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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8) 河川 嗅海洋污染

;IJ~~r!J!21 J位 Jll\

( if，H'f f1j !i~ ) 

1 :1 然 \]l化 Y

〈圈。〉 土壤(食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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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10> 山林 漢水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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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j 7] 外lλ? 再司生態模型吾吾具體的主立于甘詐汁副司 λ? 大氣，水質，林水產資頓三Li:!-j.2

地域oJ]l-ì Ã1 .91 體系圖吾例示吽咕巳于今斗益。1 要牛 ~c于.

第 3節電算fl:旦!準備

堂外I]Àì 芒互幫.91 7] 甚于主fT 第 3 次年度.91研究斗斗變數量吐司是為1 斗。l 定立~咕。1

吾電算化λ.1 7']7] 叫司電算言語立吽音型電.91準備7} 必要許才是吽.

。1 斗7à金三五苟且咀投入部門斗資料處理立司2 產出辛苦之主司。ì ~-E前l 投入部分各

處理Ej O-J oþ 許是環境情報.91種類外l 斗斗養料保管整理(file maíntenance) ，空間，地上贅料

投入(geo-data input) , 資料置換(data conversion) , 立i:!-j.2展示統制 (display interface)寺

。l 吽.

。1 吋奄投入過程全通吐卒外l老資料吾檢索(retrieving)祥之數值解釋，模型作動告通~

吋階層的資料，地圖資料，時系列資料7} 總括的土豆處理司吋結果的 o 立全產出物主吋

表(table) ，三千金圖式(graphic) 尋~地上資料7} 各各產出塾吽.本模型叫作動全副司持正

〈圓-12> 電算過程基本圍

投入機能

File Maintenance 
Geo-Data Input 
Data Conversion, Display Interface 

• 

處理機能

1. Data Management 
C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Data 
@ Geo-Data 
@ Base-Map 
@ Time-Series Data 

1I. Data Retrieving 
CD Geo-Data 
@ Base Map 
@ Time-Series 

m. Numeric Analysis 
CD Model Operation 
@ Modelling 
@ Model Changing 
@ Model Linking 

• 

產出機能

CD Geo-Data Output 
@ Graphic Output 

@ Table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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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司董社吐斗茍金必要許吋有生吐三王三立普告剖面HÀ1;: 0] 口l 開發司。i ~;: DYNAMO L午

SD言語吾故討許正嘻嘻司 À1 使用古};:呂定。l 劫呆的主立且有i巳t. (14) 01 7(j♀ FORTRAN IV 

7} 使用是斗.

第 4 章環境情報

環境管理模型告具體的主立于狡詐7] 011 堂持必要吐節次全。1 管理模型。1 目的主立志十

七情報EJ 範圈斗哼哼告"ð等司許全世世的1]， o] ?il金能率的'ù模型金子甘吽7] 剖吐電

吐!oIJ-巷吾吾提示古于全呂定。1 是吽.芒咀于外 λf 意味言千五~完全環境管理完全第 1 次年度科 研究

吋P1 金Jij芒1:l}斗苦。1 國家水準斗il À1 EJ 是7(j令孽，牛苦，利用吋I]À1 平司;<;]可}EJ 二王疫功 ;<;1 吾

包括許三王~.:ï!..內容的主立且咀地理的，空間的哇!管理斗環境科部門的世 尋吐EJ 管理外

同時叫l 包括許才1] ~oi ~吽.立司主主丹l-ij 7} 也 7-}"ð}.:ï!..;<;}言};: 環境管理斗1] ;:主才l 且外國

家，地域，地球EJ 立場斗斗環境管理科空間要素，立斗之部門要素7} 同時叫苦立吐垂司老

體系是去布嘻告要吐斗.

。1 ?il告圖式主主持 3至電"5]且咱斗告斗在。l 嘻牛~老吋吋 7]À1 0] 司吐行列EJλ于五王丹

堂吋 À1 吐吐國家，地域，地球EJ ^1]7于 ;<;1 立場主立斗λ1 斗牛。1 考慮禹。ì 0"]: 惡含意味奄斗.

部門

1 1.................................j 1 

地域

Mi, j, k 

(k= l, 2, 3) 

。1 司華園式的思考叫老環境管理模型。l 國家，地域，地球科 3段階EJ 模型主立區分埠。1

開發~ oi 0"]: 惡告在吾有主豆 λl 吟詩之 ~l .:c-吋l 管理斗 ;<à 斗斗萃，位吉』牛吐立ij 玉王實現方法

斗節次斗1 荷華富有許'-+司等它有2 管理模型告吐量71~斗完全平4守主古自主主À1 各各吾吾于甘詐

;: ?il 0] 0] 目的音字l 司 λ1 入力資料，管理斗能率性主~.5!..主之外有利堂之荒丘立判斷有~q. 0] 

呂定毛在寸外1 付。]u] 分析檢討~~斗.

第 1 節去昔日♀I (空間單位， Spatlal Unit) 

環境管理司基本的哇!基準丘立λ1 空間的吐單位吾決定許完全按各 01 昔♀18ß 必要吐情報

告蒐集，處理，管理詐7] 副司一次的主立必要斗完全作業'ù吋] 0] 呂定金吾管理體系EJ 運用

斗五密接社關係吾安全吽.郎，資料EJ ~斗哼，甘吋有} ;<à 玉，牛有lEJ 咀糾正， .:3} Àà EJ 時

(14) Planning Department, Hyogo Prefectural Government Concept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
ning System , Tokyo: Scientific Center, 1975,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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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的社7õj夸吾吾考慮音帶 0]: !尋吋吽告斗l 考慮司 0]: .!ëJ全部門均要素斗5乙 二L哭叫昌等茍嘻~玲

玲音且有型文~.!ëJ O-J。于言H:- 裂。1 重要許斗.

空間單位外IH去原則的主立分類單位(classification unit)斗作圖單位(mapping unit) 7~ 誠

合牛9J.q. 0'17]λ1 分類學位老主主環境情報(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量分析前7] 割

吐單位。1 吋部門別情報司內容告昌等苟言干什把揖許7] 斜吐吐吶。1 泣，.:3)-五吐羽毛去 。] ~1 吐

分類單位是只1 王三年金時間的叫主~1 牛吐土豆吋豆禮堂口普使用現 fE 單位量判官1 t;H去呂定。1 t:于.

前者.91分頭單位名環境情報喜如何言l 分析搏斗持生去種類吾斗斗叫苦裂主主λf 管理.91立

場。1 國家，地域，地區呻吟斗各各分類單位外垂吽只1 月1 是 4. 立司斗後者均持正吐副主去

尋苟，吐壽是資料.91 λ.J7-i-苟且主墊吋l 吐吐單位。1丘立是年~7] 祠 7]告牛吾呻吟芒解像力

(resolving power, resolution) .91 )(.3五斗^]玉立λ'1 3)-主持現金官司司靚覺的表現.91問題~司

司關聯是4. 吽 71λ'I~電算作l圈 (computer mapping)。哥華社堪。l 壁之見。l丘立于三最少

單位吾。ì "且才1 決定斗之1午7~ n>> ♀重要有T 意味量去完全E于.

。l 最少單位外全局l 哥哥 71才叫司司 Àì 資料吾分析堂哥♀斗苛苦斗過 7] 斗.91 Ä] 主持立吾

人力主主分析昔苟千千7~^]7~ 吋l 甘正有斗 τij 7>> .91苟1-丹l 尋7]划外11 .91堂哥乎并解像力吋l

9J. O-J ^1 ~重吐)(.3 oJ.斗月1 是斗.::L副主立最少單位是決定吽7] ~古~ÀH去機械叫1 叫吐解像能

力含參考古干什斗五吐叫苦苟言}..ï!. cij 7] 吋1 分類單位.9J苦苦為主吐♀1 (1east common denom

inator)苦苦斗董必要均主~q. 作圖單位主王三再去究l哥哥q -'à (Earth Resource Technology Sat圖

ellite ERTS)吾吾吾司原隔探查(remote sensing) .9J 71 告。l 發達智斗l 吽斗之解像力。1 叫♀

全是水準叫1] 0] 三五支Á~前1] 1979年現在地表面含 57mX79m 4-毛 79mx79m.9J映像 (pict

ure element, pixel) 0] 空間單位主吋 司等許平。1~含量7>> .9J正當叫11 :!tjJ:有 247~^] $!.J色調

(color tone)立表示垂牛到才，] !司。ì 9J.又技術發展外1] tl午2} 0] 空間單位老吾吋.:3)- 0}直趨

勢叫到斗臼j

第 2 節最墳情報旦!構造

環境管理體系吾運用許7] 剖吐環境情報~ 0] 呂定正墊斗斗.9J情報體系 (information system) 

立外于三井司。i 9J. ^1 ~主丘咀劫果的世管理體系吾期待許7] O-J唱吽.

情報告一般的主主使用目的，使用者立苟且蒐集作成方式州11 tl午2}二工構造7干草2}司14.

特司情報7~ 結合的'ù體系主À1 運營要官司老立~$!.J目的。1 戰略的，戰衛的弄丟技衛的。l

斗斗11 tl午2}階層的'ù秩序斗構造吾妥告4. (16) 

。1 總體的世內容.91範圈持國土豆J 全般外11 7J 叉l 才!1 .!ëJ吐資料.9J入力方式斗處理過程二l

ij ..ï!.展示方式 (display pattern) 0] 什司神文].91方法斗l 吽斗決定.!ëJ才是斗.究l苦斜 ÃJ金寺証

(1日 Georgy B. Heaslip, Environmental Data Handling ,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5, 
ppó 182-192. 

(16) John G. Burch and Felix R. Strater lnformation 卻stems: Theory & Practice, Santa. Ba.rbara, 
Cala: Hamilton Publishing Co., 1974, pp.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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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2司管λ}斗苛苦7] 件11 .9]吐苛苦斗也只干旱地闡資料等在主立 101 吋 ÃlJ資料(image data)主

蒐集!êJ之行政統計斗現地調查完全去數值資料 (numeric data)主持入力王4 月l 是 4.

。1 官司資料處理判過程上有~.9] 0] 吋 Ã] 資料完全數值資料主必要。1 吽吽置換!<J才是吽. 環

境管理體系斗持土地資料全主立。1 吋11Ã] 資料立^~作用許台前1 二L 範圍吾且吐吽告斗在吽.

土地情報一地質，土壤，林相，天然資源，土地利用，都市化，污染

。1 外l 社當于吽人口要生活情報，交通，經濟，產業情報告平主數值資料吋入力星接咀前l

0] 兩者全苦苦?出力資料科形式吋l 吽斗之iJ又資料處理.9] .!主苟呻吟斗相五交換，代置，

置換意于全斗7à告靖月1 是4.

。1 吋鞋贅料.Q:j形式名字立地域模型吋 λ1 .9]分析目的吋1 吽斗決定嘻裂。l 斗. 0] 吾割吐

入力呼4名統一司咕噩牛尋呼+能率的。1 是斗.::L吋 L千五毛資料外同一吐苟斗.>!}汁

吐(data base)主立作戚，入力斗 7]若現實的 o ;0之外司去點。]~丹1] !<J 9 t!于吽^~空間單位

$j情報喜集團化(grouping) 會必要7)- ~C 裂。1 斗. ol~定金原資料吾基本單位主詐升。1

?!合集團化塾操作單位(operating unit) 主管z}-õ"}C ~先告安詳tE吋〈圖一13) 叫Il^~ .2于毛主。l 細

別活動資料并 0] 按全丕73j-， 73j-幸言:}c 吐斜寺斗包含禹王王 。1 次全寺{I..2..立全體系吾分析

的土豆把揖許是全社告要世吽(17)

〈固-13> 空間單位叫情報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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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至全最少共通單位(least common denominator) 斗之五昔iJ♀完全吋 (18) 噎吽持有i ~河1

體系7} 1i1 主旦司廣範圈証地域合對象 o 立單純吐種類科資料苦處理許只于普叫老空間$j

(17) James B. Boulden, Computer-Assisted Pranking Syste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5, p. 
63. 

(18) 井旁哇!于位叫丘，地質圈，水界，學群等且J 貸料吾同時斗I} Data Base主甘苦7} 41 司^~.c 0] 垂在
S司最少單位7)- 必要游斗.

Carl Steinitz, A Comparative Study 0/ Resource Analysis Methods,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arvare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1969.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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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單位且吽芒。l 操作單位且入力λ.] 7']吐資料處理斗結果叫出力時外l 官司令劫果的'ù茍

♀7} ~主才有2吽.9 司 7}A] 91 多樣奄穹叫斗性格91 資料7} 比較的同一吐7.l<.準吋Il Ã1 處理司

71 副司 λ?老什么苟且91 環境情報91 j司么夸夸吐銷量 7] 毛91 查料壹芳百H吋決定意rA1 當主

咱址是吽.

第 3 節環境情報到運用

環境管理體系科 71 互支持豆λf 各種環境情報告內容斗性格立'2l.3L調查期間。1 官司令多樣

吽主主 01 ~才有甚奄資料管理力叫♀芒意味是央全斗.

污染問題斗關係司老環境水準判資料主土地域的主主主土地域監觀體系 (regional monitoring 

system)斗挂電A] 斗。]: ~量去。]>9資料蒐集期間91 吽兮會主主吐喧吐調整搏斗 2重視.E....!i三且

咀吽.環境體系91 各部分外1 利用再完全環境情報吾全體環境水準91 甘Ell吾主71 吐荷吾吾~

只l 令全呂定斗吐苟言明 Ã1 一括的主主考察官于7] 副司λq~ 環境情報體系吋lτ耳垂 別途91 研究外

必要噩呂定。] ~午本研究告為司 λ? 完全第 3 次年度外1 重點的丘之立檢討峙。i 0]: 吾裂。]1::于.

。l 寺嗅扑扑重要吐專項告羅列許哇巳千金斗華。1 整理直牛~斗.

1) Remote Sensing91 資料活用問題

2) 土壤間，地質圖，土地利用圖斗 作成待外l 使用再告1世基本資料(data base)91 直接利

用，入力化古于台問題

3) 火災統計， Energy統計， 7] 吽特聽地域司調查結果91 基本資料化問題

4) 全國的環境監視體系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均構成什吐吐問題寺

環揖情報91 管理斗運用。1] ~正直再生EE斗喜重要吐問題告為尋出力資料91 j丸子苟斗吋l

堂安全資料處理91 方式外1 吐吐役。1 斗. o] ?l.各具體的土豆甘當于咕基本的吐 資料苦等級

化(normalization) ，級數化(scaling) 三千金區分化 (caliberation) 斗完全 方式告 當苦于全吋 。1 吾

斜吽吋資料吋l 叫世價值吾平c司苦干什 分類化(classi益cation)乃至全加重化(weighting)λl 遷

之是咀玲玲第 3 次年度外1 集中的主主檢討司。1 外華哉。]t:于.

第 5章第 3次年度研究事業量為世建議

以上91 研究外lλ1 位司甚叫主叫i甘司老第 3 次年度91 研究fE 主立模型開發叫1] ~oiλf 各

體系91 部分的'ù內容調整斗 o}告斗。1告全電算言語立1l}平台作業。1 集中的 o 立 。1 亭。1

x:j 0]: 吾裁。] >9 o}告吋環境管理體系吾劫果的主主遂行斗才叫吐情報單位吾確定許台作

業。]::z. 主是內容主主吾吾。1 斗.

立吋主主現在♀吋斗斗91 各分野叫什取故主司主張全環境體系斗挂電!ë]~各種統計資

料，調查資料善可及的全數調查網羅古干什 01 幸言于1千91 環境情報體系主持組織化替之外資

料善基礎立。l 口l 作成是模型告試驗堂準備吾遴行斗荷華去。1 斗.豫想再 ff 研究事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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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吾吾且咀9-告斗巷斗.

1)各種環境情報判調查，分額

2) 環境管理模型斗電算 Program化

3) 出力資料.9j樣式研究

環境論叢

4) 電算作動告為吐臺辭(scenario)作成斗。1 .9j具體的電算 ProgramòJ1 .9j投入

5) 環境監現體系斗環境情報體系斗斗連繫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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