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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

第1章 
充分準備和充滿活力的休斯頓人

第2章 
安全和公平的鄰里

第3章 
健康和聯通的河流

第4章 
便利和適應性強的城市

第5章 
創新和整合的區域

我們將向休斯頓人提供支援，爲不確定的未來做好準備。

M

目標1

我們將確保所有社區都擁有公平分配資源的計劃。

M

目標4

我們將繼續對區域的多元化經濟投資。

M

目標14

我們將透過行動證明在氣候變化方面的領導才能。

M

目標10

我們將與水域和平共處。

M

目標8

我們將擴大財富積累與就業機會。

M

目標2

我們將對藝術和文化投資，增強社區的防禦能力。

M

目標5

我們將增加區域交通選擇。

M

目標15

我們將使休斯頓的基礎設施現代化，應對未來的挑戰。

M

目標11

我們將改善所有休斯頓人的安全和福祉。
M

目標3

我們將確保所有鄰里的健康和安全，並爲氣候變化做好
準備。

M

目標6

我們將管理從大草原到海灣的土地和水資源。
M

目標16

我們將增進對所有人的平等和包容性。

M

目標12

我們將改造市政府，增強防禦能力和建立信任。
M

目標13

隨著休斯頓人口的增加，我們將向上發展（而不是向外擴
展），促進智慧的增長。

M 目標7

我們將加強區域緊急情況準備和響應能力。

M

目標17

我們將利用現有的和新的投資和合作關係。

M

目標18

我們將承擔起將我們的河流視為休斯頓前院的責任。

M

目標9



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2 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



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 3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

執行摘要 
 

執執行行摘摘要要 
休休斯斯頓頓人人追追求求最最高高標標凖凖、、努努力力工工作作、、創創新新、、守守望望我我們們的的鄰鄰居居、、在在面面臨臨逆逆境境的的挑挑戰戰時時

具具有有內在在的的防防禦禦性性。。但但是是，，休休斯斯頓頓人人面面臨臨着着規規模模、、頻頻率率和和復復雜雜性性日日益益上上升升的的挑挑戰戰，，
其其中中包包括括人人口口的的指指數數式式增增長長、、不不確確定定和和不不斷斷變變化化的的氣氣候候、、對對能能源源部部門門的的經經濟濟依依賴賴以以

及及在在健健康康、、財財富富和和服服務務利利用用方方面面的的不不公公平平結結果果（（取取決決於於個個人人所所在在的的鄰鄰里里））。。2017
年年，，哈哈維維颶颶風風對對本本地地區區造造成成的的毀毀滅滅性性影影響響明明確確地地警警示示了了我我們們的的脆脆弱弱性性，，並並呼呼籲籲進進行行

變變革革。。休休斯斯頓頓的的未未來來不不會會是是有有和和無無的的「「雙雙城城記記」」故故事事。。相相反反，，我我們們將將努努力力確確保保所所有有

休休斯斯頓頓人人都都能能在在面面臨臨挑挑戰戰時時健健康康發發展展。。 
 
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Resilient Houston）計劃為每個休斯頓人提供了集體行動的框
架；我們多樣化的社區和集水區； 市政府部門；以及地方、地區和全球合作夥伴。
該戰略將現有工作與新工作聯繫起來，共同保護休斯頓免受未來災難（從颶風到極

端熱浪）以及基礎設施老化、空氣品質差和洪水等長期壓力的影響。富有防禦性的

休斯頓是與數百名不同利益相關者合作開發的計劃，他們在過去一年中確定了目標

和指標。該項計劃提供詳細的行動措施和實現行動措施的框架。儘管富有防禦性的

休斯頓是休斯頓市的一項計劃，但遠遠超出市政府能夠獨自實現的範圍。每一個休
斯頓人都要在建立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中發揮作用。只有在個人、鄰里、河流、城

市和區域範圍內利用當前和未來的合作夥伴關係，我們才能取得成功。市政府將以
身作則，透過衡量Sylvester Turner市長第二任期及以後在實現目標和指標方面取得
的進展，與合作夥伴一起承擔起責任。 
 
休斯頓成為100座富有防禦性城市組織的成員，這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於2018年8月
（哈維颶風一週年紀念日）創建的組織。殼牌公司贊助了180萬美元，成立了該會
員組織。2019年2月，首席防禦官Marissa Aho受聘領導休斯頓市防禦策略的開發和
實施。當100座富有防禦性城市”計劃於2019年7月正式結束時，休斯頓（最後一個加
入 100座富有防禦性城市網路的城市）幫助領導了新的全球富有防禦性城市網路的
建立，繼續在城市、市長和首席防禦官之間進行全球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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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五年中，休斯頓人經歷了六次聯邦政府宣佈的洪
災造成的破壞和損失，最顯著的是哈維颶風。我們
從經驗中瞭解到專家量化的含義：在災難發生前投
入一美元，可在災難發生後節省超過5美元，有時甚
至更多。然而，大多數聯邦資金在災難發生後幾個月
甚至幾年內都無法使用。目前，每一個休斯頓人都需
要對防禦能力投資。我們必須以企業家精神和勇於
進取的態度應對當今的挑戰，爲影響我們的家庭、
鄰里、集水區、我們的城市和我們的地區的突發衝擊
和長期壓力做好準備，盡量減少其影響。

休斯頓又被稱為太空城、河流之城，而如果您熱愛
運動，休斯頓又是韌性之城。休斯頓是世界能源之
都，美國最多樣化的城市，太陽帶之都，南方文化和
美食之都，甚至是南部新時髦之都。我們號召每一個
休斯頓人在建立我們的防禦能力中發揮作用。透過
使用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作為我們的框架，我們可
以齊心協力確保休斯頓也成為防禦之都。

如何解讀 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 
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制訂了關於休斯頓未來的五項
重要願景，並採取在五個層面實現這些願景的措施。
防禦能力的全面性要求對構成每個層面的防禦能力
的所有組成部分進行合作和融合。

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的五項主題願景將休斯
頓描述為：
 + 健康的生活場所
 + 公平、包容和容易負擔的城市
 + 氣候調適領域的領導者
 + 向上發展（而不是向外發展）的城市
 + 向前發展的轉型經濟體

這些主題反映在「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的五個章
節、18項目標和指標以及62項行動措施中。每項行
動措施旨在針對通常在災難性事件期間加劇的多個
意外災難性事件和/或長期潛在壓力。每項行動措施
都確定了成功實現更大目標所需的合作夥伴、時限、
實施主題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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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的行動措施在以下各章中
描述，每項行動措施代表不同的影響範圍： 
 
充分準備和充滿活力的休斯頓人
個人將透過準備和適應不確定性越來越高的未來和
改善就業機會和財富積累機會，使休斯頓具有更強
的防禦能力。休斯頓的年輕人在成為當今社區的領
導者和管理者的過程中，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為未
來的工作做好準備。

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對所有休斯頓人而言都是一個
熱情友好和安全的城市，無論他們的年齡、收入、背
景、國籍、性別、身體或心理能力如何。 
 
安全和公平的鄰里
休斯頓的88個鄰里中的每個鄰里都有不同的防禦優
先級別，包括洪水、空氣品質、遷迻、流動性等。

千篇一律的解決方案無法建立防禦能力。反之，我們
必須加強社區凝聚力，並在鄰里層面開發和實施基
於地點的解決方案。我們將對資源不足的歷史街區
投資。我們希望確保所有鄰里健康、安全、並爲氣候
變化做好準備，為更多的休斯頓人提供住房和流動
性選擇。我們還將支持當地藝術和文化，以便在提高
風險意識的同時增加經濟發展機會。
 
健康和聯通的河流
休斯頓的22個集水區和相應的河流是休斯頓作為河
流之城身份的核心。作為娛樂設施和綠色空間是給
人們帶來歡樂的源泉，但當洪水漫過隄岸，長期淹沒
居住在河道或漫灘區休斯頓人的住所時，它們也會
給人們帶來極大的恐懼。與河流和平共處，並接受河
流作為休斯頓前院的作用，對於提高物理、環境和經
濟防禦能力至關重要。 
 
便利和適應性強的城市
作為新十年開始之初的美國第四大城市，休斯頓將
提高其氣候領導力，同時對我們的基礎設施進行現
代化改造，以應對已知和未知的挑戰。我們將以身作
則，進一步將公平、包容性和防禦能力納入本市的所
有政策和實踐中。 
 
創新和整合的區域
當今和未來的防禦挑戰不受管轄範圍的限制，並且
會影響休斯頓市區以外的居民、地點和系統。透過
採用區域性方法，我們可以將防禦規劃的優勢擴
展到更多的社區，同時包括更多的合作夥伴，這些
合作夥伴將提高我們達到這些目標的能力。每天有

650,000多人進入本市。我們的經濟；我們的運輸系
統；我們的環境；我們在破壞性或災難性事件中作出
響應、恢復和繁榮發展的能力，都取決於我們在區域
內進行協調和合作的能力。大休斯頓地區擁有糾正
和應對代代相傳防禦挑戰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大好
的機會總是伴隨著更大的責任。

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確定了六個推動實施的共
同主題：
參與：我們採取的提高防禦性的很多步驟將確保更
多的人能夠獲得準確、及時的資訊，我們將透過參與
和合作建立信任和透明度。

金融：我們將需要開發新撥款和融資工具，加強我們
目前的撥款流程，以便實現建立防禦性的主要和共
同利益。

衡量標凖：與其他預防性或前瞻性工作一樣，防禦能
力的衡量可能具有挑戰性。但是，在很多情況下，附
加研究和評估能夠顯示可衡量的影響。

合作關係：加強合作和跨部門或管轄範圍的工作是
增強防禦能力的核心。

政策：對地方、州或聯邦政策的更新將有助於促進更
多的防禦能力建立，並創造更多的機會。

智慧城市：先進技術和創新是推動智慧城市計劃的
核心，將利用先進技術和創新，並將其作為優先事
項，以應對我們最緊迫的和長期的防禦挑戰。

請查閱我們的網站，瞭解與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
相關的最新資訊、活動和機會：houstontx.gov/
mayor/chief-resilience-officer.html

執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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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5年向至少500,000名休斯頓
人提供災難準備培訓

2020年提供20,000個休斯頓青年暑期
工作機會。

截至2030年確保休斯頓街道上與交通
相關的死亡和重傷為零。

截至2030年開發50項鄰里計劃。

截至2025年對當地藝術家投資500萬
美元，在全市範圍內建立防禦意識專案。

截至2030年種植460萬棵新本地樹
木。

截至2050年爲每個收入水準的人建造
至少375,000座新住宅，歡迎新居民來
休斯頓定居。

截至2030年從洪水道上拆除所有居民
建築。

截至2025年至少修建500英里的步行
道和自行車道。

根據《巴黎協議》，到2050年實現碳平
衡。

截至2025年完成100個新綠色雨水基
礎設施項目。

截至2050年消除預期壽命的地理差
異。

2020年在休斯頓市每個部門任命部門
防禦官員。

截至2025年吸引或孵化大休斯頓地區
50家Energy 2.0公司。

截至2050年為所有休斯頓人在半英里範
圍內提供高頻公共交通工具選擇。

截至2040年將24%未開發區域土地作
為自然空間加以保護。

截至2030年確保所有休斯頓人和來訪
者都能獲得準確的實時緊急情況警報。

在重大恢復、緩解和現代化項目上投資
500億美元，以便到2040年增強防禦
能力。

休斯頓的
防禦指標

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致力於應對將影響休斯頓人當代和後代人生活的緊迫挑戰和機會。以下
18項指標與本策略中描述的18項目標相對應。這些高級指標將用於衡量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

的影響。每項指標將透過實施多項行動措施（通常跨越多個層面）來實現。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9

10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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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行動措施 說明 參與 金融 衡量標凖 合作關係 政策 智慧城市

M

1 確保休斯頓人有充足的資訊、技能和能力，為任
何緊急情況做好準備。

M

2 動員休斯頓人面對氣候變化作出調適。

M

3 支持小企業，以便更好地承受任何破壞。

M

4 鼓勵社區領導、管理和參與。

M

5 使所有休斯頓人獲得最大的經濟機會和繁榮。

M

6 為更多的休斯頓人提供機會創辦、維護和發展
小企業。

M

7 讓休斯頓的勞動力和所有休斯頓的年輕人為未
來的工作做好準備。

M

8 使我們的街道對所有休斯頓人絕對安全。

M

9 庇護並安置任何貧困的休斯頓人。

M

10 積極地關懷休斯頓人的心理健康。

M

11 創建一座適合不同年齡和有無障礙需求的休斯
頓人積極發展的城市。

M

12 透過社區規劃和計劃支持公平的鄰里。

M

13 加快對包容性住房和鄰里開發的投資。

M

14 對當地藝術和文化投資，建立社區凝聚力，並歡
迎鄰里認同。

M

15 利用藝術和文化，以富有創意的方法提高休斯
頓人的風險意識。

M

16 使休斯頓的社區更加綠化和涼爽，以應對極端
高溫。

M

17 發展「鄰里防禦中心」（Lily Pads）作為鄰里
防禦樞紐

M

18 確保所有鄰里都能享受優質公園和自然風光。

M

19 增加公平獲取優質食品的機會，培育休斯頓作
為美食之都的地位。

M

20 預防、減輕和複原我們社區中的環境不公正影
響。

目標
執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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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行動措施 說明 參與 金融 衡量標凖 合作關係 政策 智慧城市

M 21 開展全市範圍綜合住房研究，聽取特定鄰里的
建議。

M 22 促進所有休斯頓人對安全、有保障的和負擔得起
的住房以及交通便利的需求。

M

23 對公共交通和步行道發展投資。 

M

24 透過適當的插建新建筑開發保護和加強鄰里。

M

25 爲水域騰出空間。

M

26 清潔休斯頓的河流和水道。

M

27 推動研究和技術，改善水管理。

M

28 將河流和天然洪氾區視為休斯頓城市自然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M

29 增加對河流的利用，帶來娛樂、健康和其他社
區益處。

M

30 鼓勵沿河道走廊的包容性增長和經濟發展。

M

31 採納和實施《氣候行動計劃》的目標和行動措
施。

M

32 進行氣候影響評估，爲市政府制訂政策和計劃
提供資訊。

M

33 全面管理我們的水資源，以適應氣候變化。

M

34 將綠色雨水基礎設施納入休斯頓的建築環境。

M

35 公平地推動完整的街道實施，建造富有防禦能
力的道路。

M

36 推動建築法規和標準，並使之現代化。

M

37 推動休斯頓的集成資源恢復管理，並使之現代
化。

M

38 發展和改善建立和激勵基礎設施維護的合作
關係。

M

39 透過全市範圍的政策和計劃促進公平。

M

40 透過公平的社區參與讓所有的休斯頓人參與。



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

目標 行動措施 說明 參與 金融 衡量標凖 合作關係 政策 智慧城市

M

41 使防禦能力成為休斯頓系統和服務的永久組成
部分。

M

42 在城市預算、採購和資本改善方面優先考慮防
禦能力。

M

43 利用智慧城市的投資應對我們至關重要的防禦
挑戰。

M

44 推動開放資料政策。

M

45 利用休斯頓的能源資本角色領導全球能源轉型
中的創新。

M

46 孵化，連接和支持現有和新興行業。

M

47 與重要機構合作，進一步推動增強和保護該地
區的防禦創新。

M

48 與區域合作夥伴合作，對整合流動性網路投
資。

M

49 改善第一英里和最後一英里的連接。

M

50 使休斯頓人能夠做出改善福祉和降低生活成本
的流動性選擇。

M

51 保護區域未開發的土地，以減少洪氾、促進環境
健康和娛樂。

M

52 與縣級合作夥伴制訂長期策略，增強休斯頓域外
管轄範圍內的區域防禦能力。

M

53 加強區域準備工作。
M

54 增強對重要數字資產的保護，使其免受網路攻
擊。

M

55 提高應急響應和災後恢復協調能力。
M

56 編制區域關鍵基礎設施目錄。
M

57 鞏固大休斯頓地區的生命線和供應鏈。

M

58 充分利用災難恢復工作，加快實施防禦措施。

M

59 利用已規劃和擬議的轉型區域項目，最大程度
地提高防禦益處。

M

60 與地方、州和聯邦合作夥伴一起解決建立防禦
能力的法律和立法障礙。

執行摘要



11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

目標 行動措施 說明 參與 金融 衡量標凖 合作關係 政策 智慧城市

M

61 更新規划休斯頓計劃，整合防禦目標。

M

62 在全國和全球範圍內領導和合作，建立防禦能
力。



富有防禦性的休斯頓

houstontx.gov/mayor/chief-resilience-officer.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