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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國土計畫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指明「全國國土計畫中渉有擬訂之都會區域或特定

區域範圍相關計畫內容，得另以附冊方式定之。」爰都會區域計畫本質上為全國國土計畫

之政策性、指導性原則之補充，係作為跨域性議題更具體之指導內容。 

然都會區域議題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之空間計畫及治理範圍，

難以凝聚都會區域計畫之政策性、指導性原則。意即，當前「國土計畫法」及其計畫體系，

缺乏都會區域計畫的具體推動組織、通案性執行、檢討和控管機制等作法。 

基此，本計畫延續營建署 103 年「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委託研究案之重要

結論，以「議題式」導向為都會區域計畫發起之前提，探討下列問題：1. 跨都會區域議題

盤點之方法與成果；2. 篩選各都會區域優先議題與示範計畫操作；3. 建立跨都會區域機

制，包括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通案性檢討和控管機制等。 

透過政策聚焦（文獻回顧、訪談）與社會關注度（網路關鍵字分析），本計畫搜集大量都

會區域議題，並研擬共通性面向與區域議題篩選架構，凝聚各都會區域優先議題對策，並

充分考量各優先議題必要性、急迫性、可行性，以基隆河谷廊帶地區為都會區域計畫示範

計畫。 

為強化都會區域計畫未來規劃及實施推動之效能，本計畫主要建議分為「議題形成面」與

「計畫執行面」。前者包括：1. 確立議題式導向推動都會區域計畫；2. 以自下而上提案為

主的共識凝聚方式；3. 因地制宜盤點多元跨域議題；4. 納入公民參與議題篩選過程；5. 依

議題篩選原則符合情形綜合評估優先性。後者包括：1. 明確都會區域計畫啟動時機；2. 明

確地方提案機制；3. 評估成立常設性推動組織及多元化執行財源。 

 

 

  



 

 

 

Abstract 

 

According to Spatial Planning Act, ‘when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 includes contents that 

concern metropolitan areas or specific areas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 of the preceding 

article, such contents may be presented as attachments.’ Therefore, the metropolitan plan is 

essentially the complements of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 in terms of the guidance of cross-region 

issues. 

However, the consensus of the guidance is difficult to reach, due to the discrepancy and 

inconsistence of the varied spatial plans of each municipality or county authorities. In other 

words, the spatial planning regime lacks an ‘institutionalized structure’ of forming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designated to formulate, execute, revise, and track the metropolitan plans. 

To develop this institutionalized structure,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issue-oriented’ 

principles as the initiation of metropolitan plans, unfolds the following agendas: 1. How to sort 

and form cross-region issues? 2. How to prioritize those issues and then formulate metropolitan 

plan(s)? 3. How to build a cross-region mechanism to implement the ‘institutionalized 

structur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interviews, and keywords analyzing, this research has collected 

numerous cross-region issues, identified their common aspects, crystalized into issues with the 

highest priority, and formulated the ‘Keelung River Basin Metropolitan Plan’ as the 

demonstration.  

In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the metropolitan planning regime should concern 

‘issue formation’ in one hand, and ‘plan execution’ in the other. The former includes: 1. adopting 

‘issue-oriented’ for the essence of metropolitan plan. 2. Utilizing ting ‘bottom-up’ proposing as 

the main initiating method. 3. Inventorying cross-border issues with local diversities. 4. Bring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into the issue formation processes. 5. Assessing issues’ priorities with 

corresponding issue-filtering principles. The latter includes: 1. clarifying the timing of initiating 

metropolitan plans. 2. Defining the mechanism of bottom-up proposing process. 3. Assess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permanent organizations to launch metropolitan plans and to diversing the 

financial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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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計畫依據國土計畫法及全國國都計畫之指導，旨在研擬現階段進行都會區域計畫時

應考量之重點、面向及執行方法，以供未來相關計畫推動之參考。以下分就計畫緣起及目

的、計畫工作項目、計畫流程與計畫執行構想分述如下。 

第一節 緣起與目的 

一、 計畫緣起 

國土計畫法業於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依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

法施行後二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並依國土計畫法第 9 條第 2 項，指明「全國

國土計畫中涉有擬訂之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相關計畫內容，得另以附冊方式定之。」

即都會區域計畫為全國國土計畫之附冊，本質上為全國國土計畫之政策性、指導性原則之

補充，係作為針對跨域性議題之更具體指導內容。 

然而，在目前極端氣候變遷的環境衝擊，面臨全球化下的區域競爭及環境保護、城鄉

發展等跨域性課題，國內各縣市發展除謀求自我定位外，更應加強都市間的跨域整合，對

於跨行政轄區或跨部會的都會區域性議題進行綜合性規劃。其中，依國土計畫法，都會區

域係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及與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具有高度關聯之直轄

市、縣（市）或鄉（鎮、市、區）所共同組成之範圍。而內政部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得

會商有關機關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

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

國土計畫。 

考量整合都會區域性議題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之空間政策計

畫及治理範圍，平臺具有協調整合權責機關行政資源投入、治理範疇及行政界線範圍等規

劃介面；惟過往因缺乏完整跨域之部門計畫與空間規劃的指導，平臺的跨域治理功能也往

往因行政界線所囿限之土地管轄權的本位主義、首長政策方向不同、財務負擔與稅源衝突

及相關法規不明，致各行其是而效果不彰。 

依此，團隊將優先釐清「都會區域計畫」在現有國土計畫體系下之定位，以及其與現

有區域計畫之間的差異性與限制，以為與目前國土計畫法體系的經驗對接；其次，團隊將

盤點面臨全球氣候變遷下的區域競爭及環境保護、城鄉發展等所衍生之跨域性課題；嗣後，

將研擬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實施機制、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與都會區域協調推動平臺等治

理問題。就後者，除了檢討相關法令使其再臻完備外，仍須有相關的組織、財源、審議等

配套措施，團隊也將研提未來所擬增修之法令或制度議題，以為後續推動「都會區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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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施機制的整體建議。 

二、 計畫目的 

本計畫為都會區域計畫之前置規劃作業，主要目的為盤點各都會區重要的跨域性議題、

相關的空間發展政策、建設計畫、資源投入分配等內容，透過分析及篩選應優先處理之跨

域性議題，以期經由協商，提擬相對應的策略，達到跨域治理的目標。是以，團隊力求三

大工作項目之臻於至善，以提升我國在都會區域之跨域治理組織的協調能力。 

(一) 跨都會區域議題盤點：針對全國各都會區域議題進行盤點，分析各該議題指涉之行政

機關、各部門相關空間政策、資源投入，及目前遭遇之協調整合與治理困境。 

(二) 跨都會區域議題篩選：篩選應優先處理之都會區域議題，提供後續研擬都會區域計畫

之建議。 

(三) 跨都會區域機制建立：針對都會區域型公共建設計畫之一致性、互補性、協調性進行

檢討，對於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制度提出建議，以符合都會區域資源互補、強化區

域機能提升競爭力之規劃原則。 

三、 計畫流程 

依據本計畫委託工作之內容及範圍，本計畫主要之工作內容包括四個階段（資料蒐集

與分析、關鍵議題指認、推動執行機制以及都會區域示範計畫），按時程提送工作計畫書、

期初報告、期中報告、期末報告及成果報告。各項內容及進度彙整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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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第二節 都會區域定位與推動基礎 

本節針對全國國土計畫之都會區域計畫前置作業所涉之定位、擬定依據、界定方式、

功能、程序、目標與機制等，簡要說明執行內容。 

一、 「都會區域計畫」之法定效力與依據 

過往為解決跨域問題的相關規範，主要以區域計畫法為主要依循。在區域計畫法的規

範下，過去曾分別擬定北、中、南、東四個區域計畫，併將此做為各地方政府在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的上位整體計畫，然跨域問題並不僅限於非都市土地，因此區域計畫未能實質

達到解決所有跨域問題的目的。隨著 105 年 01 月 06 日公布的國土計畫法，都會區域計

畫正式被賦予法定效力。依國土計畫法第 6 條第 7 項，指明「都會區域應配合區域特色與

整體發展需要，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而依國土計

畫法第 9 條第 2 項，指明「全國國土計畫中涉有擬訂之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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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得另以附冊方式定之。」說明都會區域計畫為全國國土計畫之一部分，屬法定計畫，

未來將以全國國土計畫之附冊的形式呈現。確認都會區域計畫未來的法定效力與依據。以

下即針對都會區域計畫在國土計畫法中的相關指導進行說明。 

(一) 國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於民國 105 年 1 月 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4511 號令制定公

布全文 47 條，並由行政院於 10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國土計畫法對我國因應氣候變

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和理配置，強化國土

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展都有明確的訂定。

換言之，國土計畫的基本精神主要為強化空間的指導，讓該保育的地方保育，該發展

的地方發展。此外，為了讓政策的推動可以確實解決地方問題，亦提供彈性空間，讓

地方政府可透過訂定自有縣市國土計畫、劃設國土功能分區、訂定專屬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等三種彈性自主空間，來落實地方自治精神。而針對跨域、跨部門的空間規劃則

以都會區域計畫或特定區域計畫來做為主要的指導原則。 

其中，該法的第 3 條、第 6 條、第 8 條、第 9 條、第 15 條均有針對都會區域做

定義上的明確說明，並於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五條明訂都會區域範圍相關計畫內容，

應載明事項。在規劃基本原則中，該法表示：都會區域應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

要，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國土計畫法，第 6

條)更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制定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

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

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國土計畫法，

第 8 條)。顯見該法對於我國都會區域的性質、發展策略、方向及合作機制都有初步

的定義與規範。 

此外，基於本計畫推動，為利議題討論之聚焦，本計畫亦參酌國土計畫法，以界

定都會區域計畫之定位，考量都會區域計畫之角色及功能，相關考量法規如下。進一

步整理國土計畫法中與「都會區域計畫」相關之規定如下表。 

1. 都會區域計畫是可適時擬訂變更之全國國土計畫（§15）。 

2. 未來都會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期限，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訂或變更（§15）。並由都市計畫主

管機關按國土計畫之指導，辦理都市計畫之擬訂或變更（§16）。 

3. 都會區域計畫整合轄區內資源、重大建設與自然災害環境，得就都會區域發展空

間，擬定國土功能分區與分類劃設條件或劃定國土功能分區與分類，據以指導直

轄市、縣（市）劃定或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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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透過都會區域計畫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研訂適用於都會區域之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或規定，鼓勵符合政策方向之都會區域發展型態，並得研訂更具彈性「使用許

可」審議條件，簡化部分審議程序，以提升審議效率，加速完成都會區域計畫執

行效益與計畫目標（§9、23、26）。 

 

表1 國土計畫法與「都會區域計畫」相關之說明 

條文 說明 

§3.4 
都會區域：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及與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具

有高度關聯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所共同組成之範圍。 

§6.7 
都會區域應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

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 

§8 

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

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

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9 
全國國土計畫中涉有依前條第二項擬訂之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相關計畫內

容，得另以附冊方式定之。 

§15.3.4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期限，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訂或變更。但其全部行政轄區均已

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得免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依前項規定期限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之擬訂或變更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為擬訂或變更，並準用第十一條至第十三

條規定程序辦理。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擬訂計畫之機關應視實際發展情況，全國國土計畫每十

年通盤檢討一次，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

之變更。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適時檢討變更之：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二、為加強資源保育或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三、政府興辦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 

四、其屬全國國土計畫者，為擬訂、變更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之計畫內容。 

五、其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者，為配合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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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適時檢討變更之計畫內容及辦理程序得予以簡

化；其簡化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6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

當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按國土計畫之指導，辦理都市計畫之擬訂或變更。 

 

前項都市計畫之擬訂或變更，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

定各該擬定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擬定或變更。 

§22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國

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報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並實施管制。 

 

前項國土功能分區圖，除為加強國土保育者，得隨時辦理外，應於國土計畫所

定之一定期限內完成。 

 

前二項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之辦理機關、製定方法、比例尺、辦理、檢討變更

程序及公告等之作業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二) 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 

在前述架構之下，內政部營建署更進一步於 105 年 6 月訂定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

全文 15 條，自國土計畫法施行之日施行，其中除了說明國土計畫發展空間策略應載

明全國城鄉發展空間結構及模式之發展策略外(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4 條)，更在

第 5 條中清楚的規定都會區域計畫內容應載明事項。 

該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相關計畫內容，應於都會區域計

畫載明下列事項。 

1. 計畫性質、議題及範疇。 

2. 規劃背景及現況分析。 

3. 計畫目標及策略。 

4. 執行計畫。 

5. 檢討及控管機制。 

6. 其他相關事項。 

（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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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款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之內容，係以跨域之協調與整合為主要考量，以

提升該區域之競爭力，使其能持續成長；故除基本之計畫議題及現況分析外，應強調

其計畫目標、推動與執行，以及計畫控管之重要性。又其執行計畫範疇，包含法規命

令檢討修正建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及部門計畫應

配合辦理事項，如有納入建設計畫必要時，並以經行政院或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法定權責核定者為限。 

 

考量未來都會區域計畫需因應區域發展、整合各單位資源等需求，應評估成立都會區

域協調推動組織，整合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相關部會之部門計畫及資源，並提出

發展願景及建設計畫構想，以期協商都會區域內重要發展議題，而各部會或部門計畫間之

關係連結繪製如下圖。 

 

 

 都會區域計畫位階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註:1.鑒於都會區域計畫未來將納入國土計畫附冊，然在與相關單位之關係連結尚未有明確說明。基此，本計

畫參考國土計畫法都會區域的相關規範，並納入「99 年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報告書 P.10-6 的圖 10-1 之

架構作為基礎，初步繪製目前都會區域計畫之位階關係圖。 

2.「國土空間策略規劃」非為現有體系下之定期之計畫，因此其在擬定過程會參考不同階段之空間(內政部擬

定)及政策(行政院擬定)之相關內容。上一次-99 年為承接綜合計畫及現行國土計畫之空間指導，目前國發會

刻正研擬新一期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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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會區域計畫」之特性與定位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三條第四款對都會區域的定義為：「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

及與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具有高度關聯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所共

同組成之範圍。」說明都會區域應具有跨域概念，為可更細緻探討都會區域的相關特性與

定位，以利後續建構都會區域的推動模式，本計畫參酌國外對都會區域之定義並彙整國內

發展至今的相關經驗、法令規範等，提出本計畫都會區域計畫之定位與功能，說明如下。 

(一) 國外都會區域制度案例彙整 

隨著工業化帶來的人口集中，逐步構成都市化、都會區化的空間結構。因此，國

外早期為進行都會區的治理，而逐步成立都會區域政府。早期都會區域問題之規劃，

多以「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為考量基礎，故藉由：1. 制度（institutional 

territory）、2. 機能（functional area）、3.通勤模式（territory of commuting patterns）

來界定某種範圍，並設立單一都會區域政府（single-purpose governmental structure），

或劃設特定區（special district）來達成都會區域治理的目的。經考察相關都會區域計

畫案例，本計畫綜整該類計畫之共通性如下。 

1. 都會區域計畫定位為政策計畫 

歐美國家多屬於聯邦政府，強調地方自治權限(decentralisation)，故其大都會區

域政府或組織之行政，多定位在溝通協調與分工合作、牽制平衡各方權力的關係，並

以提高公共服務的水準與效能為目的。是以，計畫內容較傾向中央與地方政府配合的

合作精神，為一種政策主導的原則性計畫。 

2. 都會區域計畫定位為契約型計畫 

都會區域計畫作為契約型計畫，則可以歐盟組織為最佳代表。歐盟是以自願合作

為基礎，建構起之聯盟組織，其操作模式仍然以政府之間的合作協商為主，但由於各

國的法律與行政體系的不同，推動起來仍有許多問題。案例代表為巴黎大都會

（Métropole de Paris）政府，其操作模式較為特別：係將區域政府公共服務委外辦理，

並與民間組織擬定契約來實施計畫。 

3. 都會區域計畫具有空間功能指認特性 

相較歐美國家，亞洲國家政權制度較為中央集權(centralisation)，多把都會區域發

展計畫定位成大尺度的空間規劃策略，並劃出單一行政區域，成立都會區域政府，據

以規劃並執行都會區域計畫，其計畫內容較相似於臺灣的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計畫內容已具有空間指認的特性，也就是大尺度的土地使用計畫，代表案例為日本東

京都、泰國曼谷都會區、韓國釜山都會區等。前開案例皆透過中央強力的主導，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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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區域政府。推動機制上最大動力來自對地方政府的財源控制，以及中央強力主導

國家經濟發展的角色有關。 

(1) 優點 

 成立專責機構，為一負責統籌分配、整合規劃與協商的單位。 

 適合將都會區域視為單一行政區的地區，以利各項統計資料蒐集、研究分析，

以及方便推動實質計畫和行政工作的指派。 

 計畫內容的空間指認明確度高，有利於中央與地方空間發展計畫之串聯。 

(2) 缺點 

都會區域計畫之範圍為固定疆界，較不具彈性調整空間。若伴隨行政區劃重新界

定或其他區域政府成立，都會區域計畫之執行大多成效不彰 。此外，區域政府組織

在 1900 年代初期紛紛成立，卻在 1980 年代逐漸消失，檢討其缺點可能是： 

A. 固定行政疆界與行政權限，計畫內容調整空間有限。 

B. 利益團體過度介入都會區施政，造成政府功能失靈，計畫實施成果有限。 

C. 或有行政階層界定不明，造成行政權力重疊、政策混亂的現象。 

D. 也可能因為當地居民對於都會區域的認同感不足，而使得計畫實施困難。 

 

然而，也因都會區域確實有治理實務上的需求，加上本身行政體系制度規定（如

中央集權式的政府），在經歷過上述的失敗經驗後，都會區域計畫的功能定位亦持續

修正，並逐漸傾向上述所提之(一)中央委辦地方的方式。新的都會區域治理方式著重

在自願、彈性與協議（如大倫敦政府），是一種結合了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精神的治

理方式，其都會區域計畫的內容與過去臺灣區域計畫法的定位相似，為一種政策計畫，

目的在誘導下位（地方）計畫。 

4. 都會區域之協商計畫與組織 

由前開回顧可見，日本是以由上而下的跨域治理推動方式，中央對地方透過政府

財源控制都會區域發展。而英國與美國屬於一種由下而上推動的跨域治理組織，係地

方在自願合作的前提之下，擬定契約或協議，充分溝通之後的分工合作模式，故無需

擬定正式法定計畫，而以契約精神，尊重且依賴地方政府自主性的配合，由地方政府

依據其自治權限擬定並調整相關計畫。 

(1) 各國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回顧 

團隊針對荷蘭、英國、德國、美國與日本等先進國家的都會區域規劃案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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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從先進國家對「都會區域」規劃或計畫的相關案例進行分析，內容可大致區分

為：「計畫面」及「機制面」兩大面向進行回顧與探討，如下表所示。 

表2 各國都會區域計畫比較 

項目 荷蘭 英國 美國 日本 德國 

協調整合單

位 

七大都會區票

選成立之治理

委員會 

大倫敦市政府

(Great London 

Authority, GLA) 

(波特蘭地區 )都會

區域規劃委員會

(Metropolitan 

Planning 

Commission, 

Metro)、舊金山灣區

政 府 協 會 (The 

Association of Bay 

Area Governments, 

ABAG) 

首都圈規劃，制定

主體由內閣總理

大臣與都市圈相

關人士審議及計

畫 

地方自治計畫協

會、三個土地政

府、兩個景觀協

會 

經費來源 
中央政府編列

預算 

中央政府給予

市長預算 

Metro：聯邦政府補

助金、區域公園門

票、商品等、財產

稅收。 

ABAG：聯邦政府、

州政府、會員會

費、服務方案、其

他來源 

日本政府編列預

算 

歐盟補助金、聯

邦政府補助金、

都會區內地方政

府補助 

計畫方向 都市韌性 

確認各策略規

劃能符合國家

既定政策 

制定明確的開發界

線、區域綠帶 

重視人居環境 

城鄉綜合發展，協

調人口、經濟發展

和資源利用 

良好之溝通環

境、自由實驗

場、靈活之學習

特質、多角色治

理系統 

重要工具 

空 間 規 劃 法

(Spatial 

Planning 

Act)、國家空

間政策關鍵規

劃 決 策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key 

Decision) 

大 倫 敦 市 法

(Great London 

Authority Act) 

各州政府區域計畫 

國土綜合開發法 -

國土綜合開發計

畫-都會區整備計

畫-首都圈整備計

畫 

空間規劃指導綱

要、邦規劃法 -

邦發展方案、邦

發展計畫、都市

計畫 

各層級運作

方式 

國家空間規劃

局其下設有四

個單位：1.概

念與設計 2. 

國家及國際政

策 3.區域政策

4.空間投資 

GLA 包含四個

部門：1.TFL(交

通 )2.MPA( 警

政 )3.LFEPA( 消

防 )4.LDA(發展

策略) 

Metro 主 要 部 門

為：1.行政服務 2.

資訊中心 3.成長管

理服務 4.人力資源

5.都會區之環境管

理 6.都會區之公園

與綠地 7.交通運輸

規劃 8.奧瑞岡動物

園 9.都會展示休閒

中心 

ABAG 組織分為三

大部分：1.決策機構

首都圈整備計畫

以首都圈五大區

域 之 廣 域 性 觀

點，提出各項施設

之計畫需求，以事

業計畫提出具體

內容落實改善首

都功能，並由相關

國家、地方公共機

關相關事業者執

行 

地方跨域合作分

為 1.非正式合作

模式：地方政府

首長會報、圓桌

會議、幕僚會

議、專家會議、

非建制化之工作

小組會議、負責

夥伴關係等 2.正

式合作模式：簽

訂契約，具法律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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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荷蘭 英國 美國 日本 德國 

2.執行與幕僚業務

機構 3.參與各區域

政府決策或共同工

作 

議題範疇 
環 境 、 水 資

源、用地規劃 

都市再生、環境

永續、預防犯

罪、弱勢族群照

護 

ABAG：人口與經濟

分析預測、次區域

規劃、灣區經濟論

壇、地震設備、電

訊通勤協助、灣區

革新、環舊金山灣

區步道 

具國際魅力之事

業環境、首都區社

會之多樣性、環境

共生首都圈、高品

質生活地域之形

成、有效率地進行

資源基盤設施整

合 

財政壓力、社會

極化、運輸系

統、媒體與通

訊、區域氛圍、

地方層級合作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2) 國外都會區域空間計畫面討論 

從本段針對荷蘭、英國、德國、美國與日本等先進國家的都會區域規劃案例回顧，

瞭解各國計畫發展形式、議題範疇、協調整合單位、計畫方向、計畫工具等。 

A. 荷蘭 

荷蘭之土地空間發展形式以輪廓式發展，將土地分區為建成區之紅色地區、具生

態價值之綠色地區以及紅綠地區中間之地區，並可將景觀地區加入此三項地區內。關

於都會區之管理，由七大都會區直接票選成立都會區域治理委員會，其都會區發展會

依據各時期需求調整空間輪廓及都會區制度，並且中央根據空間規劃法(Spatial 

Planning Act)所規範之國家空間政策關鍵規劃報告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Key 

Decision)進行公共建設及執行大規模公共設施計畫之補助，使省、地方自治單位之規

劃能與中央政策具一致性。 

國家空間規劃局之職責為提出空間發展之策略與架構以及國土政策之輪廓，其下

設有四個單位： 

(A) 概念與設計(Conceptualisation and Design)：提出具創造性、創新性、可行性

之規劃策略。 

(B) 國家及國際政策(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國家與國際政策之整合與

協調。 

(C) 區域政策(Regional Policy)：作為中央與區域政府之中間協調者、區域政府與公

共團體之窗口。 

(D) 空間投資(Spatial Investment)：投資空間規劃方案及國家重要建設計畫。 

為因應極端氣候對荷蘭低地國家之影響，其整體空間規劃與計畫以都市韌性為主

要發展構想，檢討自然環境之開發與運用、調配水資源以及用地規劃，盡可能降低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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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氣候所帶來之傷害。 

B. 英國 

大倫敦地區為英國最大之都會區，為整合該區域之住宅、環境規劃、交通運輸路

網、及相關事務與策略，於 2000 年通過大倫敦市法(Great London Authority Act)，並

由 25 個地方政府組成大倫敦市政府(Great London Authority, GLA)，其設立四個部門：

TFL(交通)、MPA(警政)、LFEPA(消防)、LDA(發展策略)。GLA 由 GLA Act 賦予執行權責，

其工作方向包含：空間規劃、交通運輸、警政、消防救災、產業經濟、環境保護、文

化藝術、衛生保健，各項工作之執行單位為 TEL 與 LDA，訂定交通、經濟發展之計畫

與都市再生策略。其計畫以「永續發展」為都會區規劃管理之主要目標，配合環境、

經濟與社會發展之公共服務，提升市民生活品質，工作項目包含：(1)土地使用規劃、

(2)交通運輸、(3)經濟振興與都市再開發、(4)環境保育、(5)文化、媒體與休閒遊憩、

(6)警政、(7)消防、(8)現有單一功能都會組織關係重整。 

英國之跨域治理，以提高民眾生活品質為最高指導原則，其中包含環境永續、預

防犯罪，以及弱勢族群之照護等，透過跨區域、跨部門之整合與協力，追求共同政策

與公共服務，創造民眾更良好之生活福祉。 

C. 德國 

德國之空間治理規劃，在聯邦層級有空間規劃指導綱要，於每一個邦，皆擁有邦

規劃法，其政策包含邦發展方案與邦發展計畫，鄉鎮/地區都市規劃則包含都市計畫

與主要計畫、細部計畫。 

德國劃設 North Rhine-Westphalia 都會區域，目的為藉由區域合作促使規模縣市

間之競爭與獲利，並根據區域特色與需求，有效分配資源。該都會區並無單一規劃管

理單位，其包含地方自治計畫協會(The Kommunalverband Ruhrgebiet)、三個土地政

府 (Regierungsbezirke)、兩個景觀協會 (Landschaftsverbande)；區域間有由公部門

(Regional assemblies)、私人企業與慈善團體組成 15 個類似社區型會議，研擬發展策

略與分析發展局勢，但無監督窗口督導策略擇定。該區域目前面臨財政壓力、社會極

化、運輸系統、媒體與通訊、區域氛圍與地方層級合作等問題，並於空間政策導向良

好的溝通環境、自由實驗場、靈活之學習特質、多角色治理系統之空間發展規劃。 

D. 美國 

美國於國土規劃體系並無統一之都市計畫法，聯邦政府之國土規劃政策屬於指導

性質，運作之實際權力則分散於各州之區域計畫。根據美國「府際關係諮詢委員會」

之研究，典型之「標準都會區」通常包含 2 個郡(County)政府、13 個自治鎮(Town Ship)、

21 個自治市(Municipality)、18 個學區(School district)、及 30 個特別經營區(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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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其地方政府都會區域計畫，因應都會發展之需要，為解決不同行政區界共同

之區域發展問題，大多採取不同形式之執行單位，作為規劃及運作之主體，其規劃執

行機構大致分為四種型態：都會特別區機構、都會區域計畫機構、都會地區地方政府

協會、市郡聯合機構。 

(A) 波特蘭地區都會政府(Metro) 

1963 年波特蘭地區成立波特蘭都會區研究委員會(Portland Metropolitan Study 

Commission)，為解決都會區問題，建議成立區域型政府，於 1979 年，波特蘭地區都

會政府 Metro 正式成立，為美國唯一由都會區居民投票決定之正是都會區政府組織，

其宗旨為提供區域性服務以引導成長，並創造宜居之環境，主要任務須確保都會區內

之民眾擁有(1)接近自然、(2)潔淨之空氣與水、(3)平衡之交通選擇、(4)安全及穩定之鄰

里生活、(5)文化及藝術、(6)保有未來世代之資源、(7)強壯之區域經濟。Metro 之主要

部門有：(1)行政服務(Administrative Services)、(2)資訊中心(Data Resource Center)、(3)

成長管理服務(Growth Management Service)、(4)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5)都會

區之環境管理(Reg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6)都會區之公園與綠地、(7)交

通運輸規劃、(8)奧瑞岡動物園(Oregon Zoo)。 

(B) 舊金山灣區政府協會(ABAG) 

舊金山灣區政府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Bay Area Governments, ABAG)成立於

1961 年，為加州第一個區域性地方自治協會，區域內之主要中心都市為舊金山、奧

克蘭及聖荷西三大城市以及矽谷地區。其功能在於強化地方政府間之合作與協調，組

織可分為三大部分：決策機構、執行與幕僚業務機構，以及參與各區域政府決策或共

同工作。主要工作內容為(1)都會區發展之預測、研究分析與規劃、(2)相關議題之研

究及規劃、(3)環境管理方案、(4)地方服務方案。 

E. 日本 

日本沒有都會區域此名詞，其國土規劃於 1950 年(昭和 25 年)通過「國土綜合開

發法」後，開始進行國土綜合開發計畫，計畫分為：(1)全國綜合開發計畫、(2)督府

縣綜合開發計畫、(3)地方綜合開發計畫、(4)特定地區綜合開發計畫，真正實施之計

畫僅有全國綜合開發計畫(至今公布實施五次之綜合開發計畫)。 

然而，隨著 2000 年日本中央政府組織改造，原負責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之國土廳

業務，併入新成立之國土交通省國土計畫局，當局進一步在原「國土綜合開發法」基

礎上，提出「國土形成計畫法」。「國土形成計畫法」修正過去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之多

層空間體系，改為「全國計畫」與「廣域地方計畫」兩層。「全國計畫」著重全國性

國土形成基本方針，「廣域地方計畫」則將全日本都道府縣分為八大區域(北海道及沖

繩地區除外)，包括：首都圈、東北圈、北路圈、中部圈、近畿圈、中國圈、四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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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圈等。每一廣域地方計畫，由各該地方整備局主導，結合廣域地方計畫協議會等

地方自治體，進行合作協定與實質預算分配，提升廣域計畫之實施，並強化區域作為

日本國土空間發展單元之地位。 

依據日本國土形成計畫「全國計畫」，指定新大阪、名古屋、東京等三大都市及

其周邊縣市，為日本主要三大都會圈。以首都圈廣域地方計畫為例，涵蓋了東京都、

神奈川縣、千葉縣、琦玉縣等一都七縣，其計畫目標為打造「人與文化聚集的創意空

間」、「高品質、高效率的緊密首都圈」、「以共生為概念的首都圈」。計畫核心議題，

則為「防減災一體化的發展戰略與基礎防災力強化」、「在超巨型區域前提下提升國際

競爭力」，以及「考量城鄉均衡及超高齡社會之因應」。以此為前提，擬定首都圈基本

空間發展方針(如藉由東京奧運進行都會區域整體改造、福島復興、日本海與太平洋

兩面活用、對流型首都圈等策略)，以及共五大構面 38 項之實質行動計畫(如掌握國

土管理基本資訊之「次世代無線走廊形成計畫」、對應災害之「首都機能中樞繼續性

確保計畫」、強化首都圈產業競爭力之「次世代成長產業育成計畫」、「超巨型區域形

成計畫」，促進區域均衡發展之「日本海與太平洋兩面活用計畫」等)。 

(3) 國外都會區域計畫機制實施面 

從本段針對荷蘭、英國、德國、美國與日本等先進國家的都會區域計畫機制面案

例回顧，瞭解各國協調整合單位、計畫工具、經費來源、計畫方向等。 

A. 荷蘭 

荷蘭之都會區域之管理單位由 7 大都會區直接票選成立治理委員會，其都會區特

色唯一成長機制之都市區塊，並非官方層級，且會隨著時間需求之變化調整其空間規

畫與制度，都會區雖為非官方層級，其經費來自於中央政府編列之預算，因此中央仍

可藉由預算之編列，使其規劃策略與中央之政策相互呼應。 

B. 英國 

在大倫敦市法(Great London Authority Act)的架構下成立跨地區協議（MAA）模式

是一個由下而上的推動過程，過去常發生跨域治理外部衝突，由於在協議階段進行充

分的溝通、政治運作，故可以有效的減低計畫推動過程的政治及社會成本。臺灣過去

幾年由國發會鼓勵的跨域合作平臺包含北臺區域推動發展委員會、中台灣產業聯盟三

縣市首長早餐會報、雲嘉南區域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高高屏三縣市首長及主管聯繫

會報等也具有此精神，提供給未來擬訂都會區域計畫程序一種不同於傳統的思考及途

徑，也就是由縣市政府之間相互形成跨域議題的共識，並主動提出擬定跨域計畫的啟

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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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德國 

 德國之地方政府跨域合作可分為，非正式與正式兩種合作模式 。非正式之合作

模式包含：地方政府首長會報、圓桌會議、幕僚會議、專家會議、非建制化之工作小

組會議、負責夥伴關係等，非正式合作並不具法律約束力，主要在於經驗、意見與資

訊之交流，可討論之議題也較廣泛。正式之合作模式為地方政府簽訂具法律效力之合

約，於合約中詳載協同組織之權利義務關係，缺點為協商過程冗長沒有效率，以及可

能受大地方政府主導計畫方向等；優點則是權利義務明確，合作穩定，且具可預期性。 

D. 美國 

由於國土幅員廣大聯邦政府之國土規劃政策屬於指導性質，跨域合作組織 MPO

主要以交通基礎建設等相關議題為主，例如波特蘭地區都會政府(Metro)、舊金山灣區

政府協會(ABAG)等同時並結合財政預算機制，區域性服務機制以引導空間成長發展，

並創造宜居之環境。 

E. 日本 

主要是由上而下已中央集權的資源分派機制，則與我國類似，已從傳統的中央先

推動跨域合作、凝聚地方合作氛圍後，進一步引發地方政府的自主合作。日本經驗也

顯示，重視跨行政區域之協作透過專門立法及提供財政上的誘因是首都圈等都會區域

成功的關鍵因素。同時應擴大民眾參與決策層面，可有效整合與該區域發展密切的相

關團體意見，降低跨地域計畫之推動阻力。 

(4) 各國案例之啟示 

A. 荷蘭 

荷蘭都會區域為成長機制之都市區塊，運作機制不會改變，規劃策略與計畫內容

則會因應當時期之都會區域需求與面臨之問題有所改變。其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功能

分區，將社區、景觀、生活品質、綠帶、公共空間、生態、文化等各面向納入，做整

體性之考量與計畫 。相較於臺灣之國土分區較零碎且缺乏整體性考量，我國可效法

其規劃思考之模式。 

B. 英國 

大倫敦都會區域範圍劃設透過議題與法令層面建立都會區域可行的制度，透過由

行動者改變制度的角度來考察都會區域範圍劃設的極佳案例。同時，也揭示了未來臺

灣都會區域計畫在「整合」及「策略性指導」的意義。然英國在計畫擬定、民眾參與

及推動落實的機制上，有其發展悠久的民主體制與公民素養，這也是我國在推動上可

以學習效法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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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倫敦政府與其 32 個自治市和倫敦市（共 33 個行政區）的關係，基本上並非「上

對下」自治監督關係，而為「夥伴關係」（partnership）。成立大倫敦政府主要目的為

彌補跨域規劃與整合的間隙。另外，區域政府擬定之計畫是策略規劃，推動策略並非

為強制力，而以多中心、彈性、協調方式，整合大倫敦地區各地的地方需求。 

C. 德國 

德國之正式合作模式有簽訂契約，並成立正式組織，具有預算、規章等，且重視

民眾與非政府組織之意見，合作之議題較為廣泛，除各城市之間之水平合作，也包含

邦政府與鄉鎮市公所等垂直整合，其組織架構與合作模式皆有我國可學習之處。 

D. 美國 

不同於其他都會區域計畫，波特蘭區域政府與舊金山灣區政府協會透過成長管理

計畫以限制成長為目的，而非提高經濟競爭力，再者，波特蘭都會區域的案例帶著明

顯的規劃目標與正式治理制度組織，揭示了都會區域計畫在規劃及治理介面的必要性；

同時，也說明如何在研擬過程中鼓勵民眾參與的方法、以及在計畫管理機制的可行性

等面向，亦是值得臺灣借鏡。 

E. 日本 

(A) 從區域規劃角度解決城市發展問題 

區域規劃的本質是打破行政界線，從區域整體利益出發，綜合協調各地人口、經

濟發展和資源利用，重視城鄉綜合發展、戰略規劃與政策制定。 

(B) 首都機能分工 

日本首都圈形成了相對明顯的區域機能分工，各業務核都市根據自身的基礎與特

色，承擔不同的機能，在分工合作、優勢互補的基礎上，發揮了整體聚集之優勢。 

(C) 首都圈規劃越來越重視人居環境建設 

當首都圈面臨世界城市競爭，更應注重人居環境、社會問題與可持續發展。 

(二) 國內都會區域制度發展 

參考上述國外都會區域相關制度與國土計畫法之定義，可看出都會區域計畫主要

以解決全國尺度與縣市尺度間之跨域問題為主。換言之，都會區域計畫係因應都會區

域發展需要，由兩個以上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提出發展願景及建設計畫構想。為

期順利推動計畫構想，本計畫建議評估成立都會區域規劃平台、協調推動組織（參見

第四章第一節），以整合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相關部會資源、協商都會區域

內重要發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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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往，台灣為處理此類跨域的相關規劃與政策問題，自民國 89、90 年開始，

國家發展委員會（原經建會）即針對高雄、臺中都會區建設方案辦理委託研究，顯示

都會區之概念在當時已受重視。緊接著內政部營建署亦於民國 91、93、94、103、

104 年起，陸續委託辦理臺北都會區及臺灣整體都會區之相關委託研究，從都會區之

發展定位到其範圍劃設準則等。另自民國 97 年起，科技部（前國家科學委員會）陸

續進行有關都會區治理的相關研究，顯示除了從空間、實質規劃的內容檢視及探討「都

會區」意涵之外，如何進行都會的「跨域」治理，也日漸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都會區域發展議題，必然牽涉到跨域治理，但，一個跨域治理問題，可能涉及數

個行政區，此些行政區可能在都會區域之內或之外，因而跨域治理問題並非只有都會

區域才發生（詳下圖），故在此闡述本計畫對都會區域特有的特色與問題癥結，避免

問題發散，以利後續議題的綜整與探討。 

 

 空間治理議題層次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基此，建議未來應進一步建立都會區域規劃平台，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治

理或管理需求，進行跨域空間範圍整體規劃，針對此範圍內跨域議題，研提跨域性、

功能性、跨部門性的空間計畫，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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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區域計畫角色與計畫體系構想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三) 都會區域計畫之定位及功能 

在現行國土計畫法背景脈絡下，都會區域計畫被賦予了以下的定位及功能，期能

藉此達成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之目的。 

1. 定位 

(1) 得由中央或縣（市）主管機關研擬之國土計畫 

依國土計畫法第 6 條第 7 項，指明「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商

有關機關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

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

全國國土計畫。」故都會區域計畫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研擬，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共同研擬，經審議核定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2) 等同全國國土計畫之法定計畫 

依國土計畫法第 6 條第 7 項，指明「都會區域應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

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而依國土計畫法第 9 條

第 2 項，指明「全國國土計畫中涉有擬訂之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相關計畫內容，

得另以附冊方式定之。」說明都會區域計畫未來將以全國國土計畫之附冊的形式呈現，

為全國國土計畫之一部分，屬法定計畫，亦可視為後者之補充內容，在全國國土計畫

的大架構下，補足跨行政區的都會區域空間發展指導原則，將有利於未來縣市因應處

理跨域議題及研擬相關空間發展計畫時有所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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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適時擬訂、變更之全國國土計畫 

依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指明「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擬訂計畫之機關應

視實際發展情況，全國國土計畫每十年通盤檢討一次，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每

五年通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變更。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適時檢討變更之：……

四、其屬全國國土計畫者，為擬訂、變更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之計畫內容。……」按

此，都會區域計畫是可適時擬訂、變更之全國國土計畫。 

(4) 指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都市計畫之上位計畫 

依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1 項，指明「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期限，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訂或變

更。……」同法第 16 條第 1 項，指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當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按國土計畫之指導，辦理都

市計畫之擬訂或變更。」故都會區域計畫，未來作為全國國土計畫之一部公告實施後，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都市計畫應按其指導配合檢討、修正，由各地方主管機

關辦理擬訂或變更，且都會區域計畫檢討變更時亦同。 

(5) 可擬訂國土功能分區與分類劃設規範之法定計畫 

依國土計畫法第 9 條，指明「全國國土計畫之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五、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全國國土計

畫中涉有依前條第二項擬訂之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相關計畫內容，得另以附冊方

式定之。」故都會區域計畫作為全國國土計畫之一部，得就都會區域發展空間，擬訂

國土功能分區與分類劃設條件、劃設順序，指導縣（市）政府辦理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作業。 

(6) 指導縣（市）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上位計畫 

依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第 1 項，指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

編定適當使用地，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並實施管制。」則都會區域計畫倘

擬訂國土功能分區與分類劃設條件、劃設順序，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遵循其

規範，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及編定使用地，故前者係為後者上位指導計畫。 

(7) 可訂定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使用許可規範之法定計畫 

依國土計畫法第 9 條，指明「全國國土計畫之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五、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全國國土計

畫中涉有依前條第二項擬訂之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相關計畫內容，得另以附冊方

式定之。」同法第 23 條第 1 項，指明「國土保育地區以外之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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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符合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原則者，除應依據各該國土功能分區之使用原則進行管制

外，並應按其資源、生態、景觀或災害特性及程度，予以禁止或限制使用。……」同

法第 24 條第 1 項，指明「於符合第二十一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原則下，

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應由申請人檢具第二十六條規定之書圖文

件申請使用許可；……。」故都會區域計畫，得擬訂適用於都會區域之土地使用指導

事項，管制各國土功能分區之使用，引導都會區域發展符合計畫策略及規範，及研訂

更具彈性的使用許可審議條件或簡化程序，以提升審議效率，加速達成都會區域計畫

目標。 

(8) 指導縣（市）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上位計畫 

依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4 項，指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地方實際

需要，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由該管主管機關另訂管制規則，並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故都會區域計畫倘訂定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縣（市）政府得遵循

其管制內容，另訂適用於都會區域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故前者為縣（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範之上位指導計畫，可間接地產生土地使用管制之功能。 

2. 功能 

(1) 中介指導縣市國土計畫、都市計畫 

依國土計畫法第 3 條第 4 項，指明「都會區域：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

及與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具有高度關聯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

所共同組成之範圍。」自此定義規範可知，都會區域範圍，原則是由擬訂機關透過都

會區域計畫指定計畫範圍，可跨越 2 個以上之直轄市、縣（市），或可跨越 2 個以上

之鄉（鎮、市、區），或跨越 2 個以上之不同層級之行政區。 

則都會區域計畫，作為全國國土計畫之一部，可視為全國國土計畫針對都會區域

範圍跨行政區事務規範之補充內容，其性質屬「政策計畫」，且其定位實高於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都市計畫（實質計畫），可由上而下指導下位計畫，故包含「指

導實質計畫」之內涵。亦即，其內容應趨向策略性、原則性規範，具有中介指導功能，

將全國國土計畫之規範具體轉換為都會區域計畫範圍之控管事項，針對跨域性課題擬

訂策略或原則，如下位計畫如何配合調整、實施土地使用管制等，但內容及效力不宜

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直接控管其計畫區內土地，即非對土地進行實質管制。 

而都會區域計畫，等同於全國國土計畫，得訂定跨區的空間發展策略、指導原則、

國土功能分區與分類劃設條件、劃設順序、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使用許可審議條件或

簡化程序等內容，此些內容將指導縣（市）國土計畫、都市計畫須配合辦理擬訂或變

更之事項，如調整縣（市）國土計畫之空間發展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圖、土地使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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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原則等內容，或如修訂都市計畫之範圍、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編定圖、分區管制規

範、道路系統規劃、公共設施規劃等內容，並可指定其於一定期限內辦理。因此，縣

（市）國土計畫可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規定，基於配合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於指定期限內，辦理適時檢討變更，或如正值辦理通盤檢討時，得納入通盤檢討作業

併同辦理，其檢討變更程序應按該法第 11 至 15 條規定辦理。而都市計畫可依據國

土計畫法第 16 條規定，基於按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於指定期限內，辦理擬訂或變

更，抑或一併納入通盤檢討作業，其擬訂或檢討變更程序應按都市計畫法第 9 至 28

條規定辦理。 

(2) 協調相關計畫空間發展構想及整合資源 

依國土計畫法第 6 條第 7 項，指明「都會區域應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

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按此規劃基本原則，都

會區域計畫應具備協調、整合功能，以達成強化區域機能、提升區域競爭力為目標，

依據區域特色條件，協調上位、下位或相關部門計畫有關其計畫範圍之空間發展或土

地使用策略，擬訂整體或部門空間發展策略，進而整合各地區之發展優勢或潛力、投

入資源。 

都會區域計畫之效力等同於全國國土計畫之效力，則依可同法第17條第1、2項，

指明「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時，除應遵循國

土計畫之指導外，並應於先期規劃階段，徵詢同級主管機關之意見。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興辦部門計畫與各級國土計畫所定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或計畫產生競合時，應報

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協調不成時，得報請行政院決定之。」亦即，都會區域計畫得

指導部門計畫，要求其配合，或有競合產生時，予以協調，冀能維持計畫間的一致性。 

(3) 提供共識凝聚後之制度性保障 

都會區域計畫內容，宜以議題為導向，由相關中央、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

協商、議定而成，著重協調相關權益關係人（如縣市政府、中央部會、人民團體等）

對關鍵議題未來處理方式之共識，作出各相關計畫（含縣市國土計畫、都市計畫、部

門計畫）如何配合調整之指示，在各方凝聚共識下使各機關對計畫的接受度提高，方

使相關計畫配合擬訂、檢討變更更具可能性，也才能發揮前者作為空間發展計畫之功

能，擔任跨域、跨部門、跨專業領域協調平台之角色。 

雖然都會區域計畫涉及機關得依據核定計畫或共同協商結果，採自行締結行政契

約、協議或其他方式辦理，然當某一方對於計畫內容怠於執行時，將產生執行問題或

政治性爭議。此時，都會區域計畫，即是在國土計畫法下提供該共識的一種制度性保

障，將協商結果納入計畫內容，成為實質法定計畫，取得法規效力，據以要求涉及機

關予以落實執行，並得將之運用於相關審議程序，如使用許可、國土計畫審議、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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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審議等，可一定程度地減少執行困難。 

(4) 解決跨行政區、跨部門、跨尺度議題 

都會區域之空間發展課題，往往跨越 2 個以上的行政轄區，且根據欲解決問題的

不同，跨越多重、多元的空間尺度，或是跨鄉鎮市區、跨縣市、跨地理區域、跨資源

治理地區等，且一個問題的解決，可能又涉及多個部門、多種專業領域，需相關部門

互相協調、合作，共同研商、落實因應對策，因此都會區域計畫通常是跨行政區、跨

部門、跨尺度的議題解決策略或空間發展計畫。 

另就中央主管機關而言，都會區域計畫係為國家層級之重要空間計畫，主要處理

涉及多個行政區之共通性問題，但各行政區難以自行解決或推動者。對縣市主管機關

而言，其亦屬地方層級之重要發展計畫，能藉由整合涉及縣市、部門之資源，互助、

協作解決在地的區域問題。因此，都會區域計畫同時是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規劃協

調平台，亦是水平整合、垂直整合的資源互助平台，形成一種跨域合作、跨域治理的

機制。 

三、 都會區域計畫之範疇界定 

都會區域主要以解決在國家尺度與縣市尺度間的跨域尺度問題，因此難以依據單一行

政界線來做區分，加以依據國情、時代發展、環境變遷等因素，各國對都會區域範圍的劃

設方式均有不同見解，因應時代的改變、政策探討的不同，劃設方式也在同步改變，如過

往曾以區域人口規模、自然及人文資源之合理分配、交通與資訊網絡發展等各種不同指標

做為都會區域的劃設依據。 

為可讓都會區域的劃設範圍更貼近政策與實際發展需求，本計畫參酌國外對都會區域

範圍劃設的模式並彙整國內過往至今的各種跨域劃設指標等相關經驗，提出本計畫都會區

域計畫之範圍劃設依據，說明如下。 

(一) 國外都會區域劃設準則案例說明 

目前國際上對於跨域議題所盛行的都會區域之概念，以功能性作為劃設準則，除

了可以真實城市功能範圍作為後續考量基礎，使計畫能更貼近現實外。其可跨越行政

轄區、政策機動性、自治合意性，使功能性分區的推動，亦可令政策更具自主性、機

動性與擴大制度的運作空間。較能對區域之未來發展、願景構想之積極性規劃著墨。 

1. 都會區域的劃設準則 

舉例而言，如歐盟採用功能性都市區域(FUR)，美國於都市分析則長期採用大都會

統計區(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的概念，其以功能性定義的都市區域，有別於於

物理上建立好的區域概念，涵蓋所有跟核心區域有固定日常關係的區域為其統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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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歐盟 FUR 與美國 MSA 的概念可詳述如下。 

(1) 美國 

MSA 大都會統計區(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最初係由美國聯邦統計局基於統計用途，指認一個由人口大於 5 萬人之核心都市

(core ruban area)，及其外圍有高度社會經濟一體性區域，稱為「大都會統計區」。大

都會統計區之劃設考量了四項主要指標：功能整合、大都市特徵、中央核心、基本地

理單元等。據此劃設因子，全美國劃設了 384 處 MSA，其中以紐約、洛杉磯、芝加

哥為前三大都會區，人口數皆在一千萬左右或以上。 

(2) 歐盟 

A. FUA 功能性都市區域(Functional Urban Areas )： 

功能性都市區域包含了「城市(city)」及其「通行圈(commuting zone)」。因此功能

性都市區域是由高居住密度的城市與相對低密度之通勤圈，而後者勞動力市場與前者

高度整合。FUA 所謂「城市」定義，係指各國之在地尺度統計單元，包括直轄市、公

社、教區、區等，樣態多元。而「通勤圈」是指當地有至少 15%居民，其就業位於前

述之城市地區，形成之「通勤工作區域」(travel-to-work areas)。據此劃設因子，FUA

可依其人口數分為小型、中型、都會區、大型都會區四類，人口數在 5 萬至 150 萬

人以上不等。 

B. MCR 巨型城市區域(Mega City Region)： 

基於 FUA 所延伸之概念。串聯彼此鄰近之 FUA，形成空間範圍不一之巨型城市區

域，如東南英格蘭(South East England)、巴黎區域(Paris Region)、比利時中區(Central 

Belgium)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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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美國 MSA 與歐盟 FUA 比較 

類型 定義/概念 範圍劃定 劃設考量因子 

美
國
大
都
會 

統
計
區M

S
A

 

最初係由美國聯邦統

計局基於統計用途，指認一

個由人口大於 5 萬人之核

心都市(core ruban area)，

及其外圍有高度社會經濟

一體性區域，稱為「大都會

統計區」。 

美國聯邦統計局將全美符

合其定義之地區，劃設為

384 處 MSA。其中，紐約都

會區、洛杉磯都會區、芝加

哥都會區為前三大都會

區，人口在一千萬人左右或

以上。 

MSA 劃設主要考量所謂與

周邊地區之「社會經濟一體

性」，並包含四項指標：功

能整合(如通勤率等)、大都

市特徵 (如都市人口成長

率、非農人口比率等)、中

央核心 (就業數、住房密

度、通勤流動等)、基本地

理單元(如以郡縣尺度進行

資料統計)等。 

歐
盟
功
能
性 

都
市
區
域F

U
A

 

依據 OECD 定義：功能性都

市區域包含了「城市(city)」

及其「通行圈 (commuting 

zone)」。因此功能性都市區

域是由高居住密度的城市

與相對低密度之通勤圈，而

後者勞動力市場與前者高

度整合。 

根據 OECD 定義：FUA 依其

人 口 數 可 分 為 小 型

(small) 、 中 型

(medium-sized) 、 都 會 型

(metropolitan)、大型都會型

(large metro politan)等四

類，涵蓋人口數分別從 5 萬

人到 150 萬人以上不等。

以德國為例，全國可分為

80 個左右大小不等的

FAU，其中屬大都會型者包

括柏林 (495 萬人 )、科隆

(195 萬人)、法蘭克福(257

萬人)、漢堡(318 萬人)、慕

尼黑(282 萬人)、魯爾(502

萬人 )、斯圖加特 (266 萬

人)。 

「城市」：以當地行政單元

(LAU)為基礎，為在地尺度統

計單元。依歐盟各國差異，

可 能 分 為 直 轄 市

(municipalities) 、 公 社

(communes) 、 教 區

(parishes)、區(wards)等，

樣態多元。 

「通勤圈」：指當地有至少

15%居民，其就業位於前述

之城市地區，形成之「通勤

工作區域」 (travel-to-work 

areas)。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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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各層級區域圖例 

空間結構與 

計畫類型 
對應計畫 圖例 

都會區域計

畫 

東 南 英 格 蘭

(South East 

England) 

 

巴 黎 區 域

(Paris Region) 

 
資料來源：The Polycentric Metropolis Learning from Mega-City Regions in Europe、臺灣北、中、南部區域計

畫、本計畫整理。 

(二) 臺灣都會區域發展沿革與範疇界定歷程 

回顧我國都市化發展歷程，隨著產業轉型、農村人口往都市逐漸集中等變遷，約

可分為三個階段，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以交通為主的都會區域發展模式，重大交通路網的佈建，致使西部平

原逐漸都市化。50 年至 59 年間，各縣市與鄉鎮地區公路路寬及路面品質全面提升。

60年代更因為中山高速公路的興建與完工通車，除大幅推進了臺灣公路的現代化外，

更增進了都會生活圈道路的發展。80 年再行規劃新建 12 條東西向快速道路，加上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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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完成 1、2、3、4、5、6、8、10 號國道，形成西部走廊高快速公路網帶動都會區

域與衛星城市之間的連結發展。80 年動工興建北宜高速公路，從臺北南港迄於宜蘭

蘇澳，擴大北部都會區域範圍，大幅縮短臺北宜蘭兩地交通距離，饒富效益。88 年

高速鐵路之興建，滿足臺灣地區日益成長的城際運輸的需求。其完工營運後，西部地

區由於高鐵一日生活圈及六都直轄市升格影響，未來空間結構將以六都為核心，朝向

多核心適性發展，應依不同地區環境資源、產業優勢、文化社會特性與城鄉空間結構，

進行資源與建設整合，並配合產學資源串聯、社會支持網絡以及人才培訓等政策引導，

以促進各都會區域適性發展，建構多元、多核心的國土空間。未來都會區域間的交通

運輸議題，特別注重強化路網擴建調整與軌道興建，期能進一步兼顧社會公平正義的

理念。 

第二階段：以工業化所引導都會區域出口導向的代工空間發展模式。在經濟全球

化的大時代環境中，一方面激勵了臺灣產業鏈的全球連結發展，另一方面也造就北中

南三大都會城市區域的產業群聚效應。北部城市區域隨著電子科技業的產業鏈發展，

從臺北基隆一帶，沿著高速公路往南到新竹甚至苗栗，形成了「科技走廊」。中部城

市區域則隨著智慧機械將以臺中彰化地區之精密機械黃金廊帶為核心，打造智慧機械

之都，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建構關鍵智慧機械產業平臺；結合都市發展規劃，提供

產業發展腹地與示範場域；推動智慧機械國際展覽場域，拓銷全球市場。至於南部城

市區域，則是沿著高速公路串接臺南、高雄、鳳山、屏東等地而成，成為傳統產業與

重化鋼鐵的專業化區域。至於東臺灣的花東縱谷、南臺灣的濁水溪至曾文溪間的嘉南

平原，以及屏東和離島地區，則是典型的鄉村區域(周志龍，103)。在北中南三大都

會城市區域形成發展的同時，將以北、中、南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園區、軟體科技園

區等科技產業基地為核心，整合周邊關連工業區、大專院校、創新研發中心等形成廊

帶，使臺灣成為亞洲矽谷基地，建構亞太物聯網試驗中心，推動智慧應用服務示範計

畫，並優先發展智慧物流、交通、醫療等應用。 

第三階段：隨著氣候變遷與防災與水環境建設的重視，國際上因氣候變遷，導致

全球災害發生的頻率逐漸增高，臺灣的地理位置位於梅雨鋒面帶與西太平洋颱風路徑

上，常發生颱風、豪雨，往往受洪水與土石流危害，同時低氣壓造成的大浪也嚴重影

響到沿海地區的安全。這些特殊的水資源、河川和海岸條件，以及全球暖化與氣候變

遷加劇所帶來的天然災害，已讓都會區域整體的水環境管理成為刻不容緩的課題。面

對氣候變遷的挑戰，兼顧防洪、水資源及水環境等需求，政府於 106 年 4 月 5 日核

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其中一大重心即是「水環境建設」，期透過跨部會資源，營

造不缺水、喝好水、不淹水及親近水之優質水環境。未來都會區域空間發展配合水環

境建設計畫，透過新思維、新技術、新環境及新產業等策略，對於都市化程度較高或

土地重劃地區之都會地區，推動流域綜合治水，兼顧防洪、生態、親水景觀及資源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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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利用之目標，在河川流域上中下游應規劃興建調洪水庫、滯洪池、雨水入滲與貯蓄

及地下分洪等設施，有效降低都市河段洪峰流量，全面改善淹水潛勢，並針對水與發

展的穩定供水；水與安全的防洪治水與韌性國土以及水與環境的優化水質與營造水環

境為未來相關都會區域共同面對的跨域治理問題。 

未來都會區域在各類議題的影響，如何透過合理的統計單元進行都會區域範疇之

界定，並針對不同都會區域議題之計畫範圍處理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實施機制。 

 

 臺灣都市區域發展 

資料來源：周志龍(103)，大都會城市區域崛起與全球化臺灣的多尺度治理挑戰，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5(2)，

頁 67-77。 

過去都會區範圍界定主要由行政轄區作為界定原則，並未能實際符合都會區空間

規劃尺度之需求，借鏡美國 TIGER(Topologically Integrated Geographic Encoding and 

Referencing)系統，透過由國家(national)、區域(regions)、州(state)、郡(county)、Census 

Tract 及 census groups 等構成，該地理發布系統的最小空間單元為街廓(Block)，由數

個 Block 合併成單一的 Block Groups，數個 Block Groups 合併成 County。在不同的發

布單元層級，被規劃成不同發布區，如以國家為例，除了區域之外，尚有郵遞區號(ZIP 

Codes)、都會區(Metropolitan Areas)與都市區(Urban Areas)。又在州的層級下，也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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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成學區(School District)、選區(Congressional District)與經濟(Economic Places)、奧

勒崗都市成長區(Oregon Urban Grown District)等，作為統計資料之發布。美國管理與預

算局在美國全境定義一套以統計為核心基礎的統計區域（core-based statistical area , 

CBSAs）。CBSAs 是根據人口密度相對較高的連續區域，將都市核心區或城市群劃分。

例如都市核心區的縣市被稱為 CBSA 的中心地區，其中判斷依據是以 50％的人口居住

地區，且至少有 1 萬人，並透過都會區域內通勤和就業指標衡量都會區域範圍以及代

表社會與經濟的關係。 

國內內政部統計處建置一「統計區分類系統」，包括最小統計區、一級發布區及二

級發布區，為一小統計區域之概念。數個最小統計區合成一個一級發布區，數個一級

發布區再合成一個二級發布區，以此類推逐層向上建立臺灣的社經資料統計發布之空

間單元系統。因與其他發布層級具有連結性與從屬關係，可依目的需求為導向，彙整

至不同層級。賴宗裕(2001)提出以經濟生活圈作法，考量人口、地方條件、生活特性、

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等指標決定經濟生活圈範圍。根據統計，105 年北部區域人口佔

全國人口的 45.47％，其次為南部區域，佔全國人口的 27.31%；若以都市化人口比例

相較，則北部區域都市化人口占 88.2%為最高，南部區域則占總人口的 79%次之(都市

與區域發展統計彙編網)，因此建議未來可研擬除人口以外，更多都會區域範圍參考指

標，作為都會區劃設空間範圍之依據。 

 

 

 95 年到 105 年臺灣人口成長分佈圖 

資料來源：106 年度都市與區域發展統計彙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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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都市階層分類條件(人口規模)圖 

資料來源：105 年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模式與行政區劃報告。 

本計畫依據 105 年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模式與行政區劃報告，建議都市階層劃設如

下表。「區域中心」主要為六都；「次區域中心」為基隆市、新竹市、彰化市、嘉義市

以及因應東部區域特殊環境所指認之花蓮市及臺東市，其中，彰化市因為產業發展程

度及人口規模，為西部地區唯一非省轄市但列為次區域中心之都市；「地方中心」共計

有 21 個鄉鎮（市、區），包含離島縣在內共計有 10 個縣治所在行政區做為地方中心，

以及因應整體縣市空間佈局及未來發展需求指認的 11 個鄉鎮（市、區）。 

表5 104 年度都市階層分類 (人口規模)表 

都市階層 地區 

區域中心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次區域中心 
基隆市 

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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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5 年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模式與行政區劃報告資料，彙整製表。 

 

過去這類以現況人口、產業、交通等指標所劃設之範圍與定義主要目的僅為都市

「階層」之劃設，並用以做為公共設施分派之原則；其與都會「區域」於規劃時之目

的性不同，其範圍主要隨時間與所關切之公共事務及議題而異。 

都會區域計畫與過往之區域計畫、都會區對應舉例與圖例可見於下表。 

嘉義市 

彰化縣 彰化市 

花蓮縣 花蓮市 

臺東縣 台東市 

地方中心 

宜蘭縣 宜蘭市、羅東鎮 

新竹縣 竹北市 

苗栗縣 苗栗市、竹南鎮 

彰化縣 員林市 

南投縣 南投市、埔里鎮 

雲林縣 斗六市、虎尾鎮 

嘉義縣 太保市、民雄鄉 

屏東縣 屏東市、恆春鎮 

花蓮縣 光復鄉、玉里鎮 

臺東縣 關山鎮、成功鎮 

澎湖縣 馬公市 

金門縣 金城鎮 

連江縣 南竿鄉 

一般市鎮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依據地區發展需求訂之。 

農村集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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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各層級區域圖例 

空間結構與

計畫類型 
對應計畫 圖例 

區域計畫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下

之： 

北部區域計畫 

中部區域計畫 

南部區域計畫 

東部區域計畫 

 

都會區計畫 

( 位 於 臺 灣

北、中、南部

區域計畫中) 

臺北都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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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結構與

計畫類型 
對應計畫 圖例 

 

臺中都會區 

 

臺南都會區 

 

高雄都會區 



106 年度全國國土計畫之都會區域計畫前置作業委託案 

33 

空間結構與

計畫類型 
對應計畫 圖例 

都會區域 

計畫 

東 南 英 格 蘭 (South 

East England) 

 

巴 黎 區 域 (Paris 

Region) 

 
資料來源：The Polycentric Metropolis Learning from Mega-City Regions in Europe、臺灣北、中、南部區域計

畫、本計畫整理。 

(三) 本計畫都會區域範圍劃設依據 

根據上述國、內外的相關劃設方式彙整，可以看到基於需求的不同，而有不同的

劃設方法。過往因應治理需求劃設行政區界，然而，部分都會區域議題基於其跨域的

本質，有時難以透過精確的界線來進行劃分，如自然環境、流域等，因此，其重要性

與必要性很早就受到討論。然而，跨域議題多元、多變，加以隨著社經環境的變遷等

因素，其範圍和劃定方式都將隨之改變。基此，都會區的範圍如何劃設，一直難有定

論。 

臺灣過去依據如《區域計畫法》、《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等相關法令的規範，歷年

來因劃設目的、內容、標準、定義之不同，而有不同的空間範圍劃設方式。然而，過

去的劃設方式仍行政區界上的整合為主，無法跳脫僵固性的，行政劃定的區域概念。

因此，在實際運作上，計畫體制的本質仍為一種靜態的規範而非動態的政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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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此，基於國土計畫法第 3 條第 4 項所定義都會區域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

核心，及與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具有高度關聯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

區）所共同組成之範圍內的土地利用基本原則，指導土地使用有序發展之原則。本計

畫建議以「議題式導向」的方式作為都會區域範圍的劃設依據。考量都會區域計畫的

功能、屬性及定位，建議依其欲解決之跨域問題進行範圍劃設，以期使相關資料的蒐

集與分析，可更為貼近該區域之需求，提升計畫執行之效益，詳如下圖。 

 

 都會區域議題性範圍劃設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四、 都會區域計畫辦理流程建議 

都會區域計畫推動時程應規劃於全國國土計畫完成後，推動都會區域計畫為全國

國土計畫之附冊，本質上為全國國土計畫之政策性、指導性原則之補充，係作為針對

跨域性議題之更具體指導內容。而縣市國土計畫，針對都會區域議題，透過跨縣市政

府協議方式，得補充至縣市國土計畫專章。故建議都會區域計畫之法定程序，基本上

包括擬訂、審議、變更、公告、實施等程序，應比照全國國土計畫，依據國土計畫法

第 11~15 條辦理（詳見第四章第一節）。為利辦理後續都會區域計畫，本計畫彙整通

案規劃原則，包括：1. 都會區域計畫目標、策略及應載明事項；2. 都會區域協調推

動組織如下。 

(一) 都會區域計畫目標、策略及應載明事項 

都會區域發展目標及策略擬定，應配合全國國土計畫（或國土計畫法通過後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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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土計畫）之規劃基本原則；同時需回應都會區域範圍內之關鍵跨域課題，以做為

所涵蓋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及未來通盤檢討之空間發展與土地利用之指導。

至於發展目標及策略之研擬，必須經由都會區域範圍內的相關權益機關參與及檢驗，

並透過都會區域計畫規劃平臺、意見蒐集與回饋等方式修正，如下圖所示。 

 

 都會區域計畫、目標與策略關係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103 年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報告。 

依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說明，都會區域計畫其應載明之內容主要包括：1.

計畫性質、議題及範疇、2.規劃背景及現況分析、3.計畫目標及策略、4.執行計畫、

5.檢討與控管機制、6.其他相關事項等。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架構建議如下表，

可作為規劃作業參酌。 

表7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架構建議 

項次 章節名稱 建議敘明相關內容 說明 

第
一
章 

緒論 

1. 計畫緣起 

1.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之內容，係以跨域之協調與

整合為主要考量，以提升該區域之競爭力，使其

能持續成長，故除基本之計畫議題及現況分析

外，應強調其計畫目標、推動與執行，以及計畫

控管之重要性(國施§5 說明欄)。 

2. 說明擬訂原因及目的、計畫性質及定位。 

3. 說明計畫性質為「全國國土計畫之附冊」。 

4. 說明計畫定位為「以議題為導向的策略性計

畫」，及功能為「為補全國區域計畫對都會區域

發展議題的指導原則及策略內容之不足」。 

2. 全國國土計畫指

示事項 

說明全國國土計畫有關都會區域之指導事項。 

3. 法令依據 1. 國土計畫法第 6 條第 7 項、第 6 條第 2 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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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章節名稱 建議敘明相關內容 說明 

9 條第 2 項、第 15 條第 3 項。 

2. 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5 條。 

4. 計畫範疇 

1. 說明本計畫指認欲優先解決之跨域關鍵議題。 

2. 說明該議題選定之原則 (如是否為都會區域空

間特有問題、是否涉及跨縣市或跨領域議題、是

否為輿論焦點、是否具重要性與急迫性、規劃效

益為何等)。 

3. 說明此些議題所涉及的利害關係人，以中央或地

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政團體等為主。 

5. 計畫範圍 

1. 計畫範圍應以議題空間為導向之原則，故得依據

議題所設空間範圍彈性調整。 

2. 計畫範圍得視實際需要，參考其他議題相關計畫

範圍、天然界線(如山稜線、水道)、道路或其他

法定計畫界線等微調之。 

6. 計畫年期 同全國國土計畫。 

7. 規劃程序及計畫

重點 

1. 說明計畫之規劃程序、操作流程。 

2. 說明計畫之重點內容。 

第
二
章 

發展現況

及課題 

1. 上位及相關計畫 
說明全國性、區域性、地方性之空間規劃、部門建設

相關計畫。 

2. 土地使用 

3. 氣候變遷與災害 

4. 自然環境與資源 

5. 人口、住宅概況 

6. 交通運輸 

7. 產業發展 

1. 說明各面向議題現況分析、課題歸納。 

2. 視需要納入發展需求推估或發展預測。 

3. 其餘部分視該都會區域計畫之重點議題敘明。 

4. 本計畫優先議題 
依據上述現況資料蒐集、分析，說明計畫優先處理議

題的背景脈絡。 

第
三
章 

區域發展

目標 

1. 計畫願景 

2. 計畫目標 

1. 配合該都會區域計畫之關鍵議題，研提計畫願景

與目標。 

2. 依《國土計畫法》及《全國國土計畫》，都會區

域計畫係以「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

化區域機能」為主要目標，故如何協調各部門空

間發展策略及目標為都會區域計畫重要核心，以

確保各部門協同發展，提升綜效(synergy)。 

第
四
章 

區域空間

發展策略 

1. 整體空間發展及

成長管理策略構

想 

1. 整合部門策略，研提整體空間發展構想，提出功

能性策略分區之定位、分布區位。 

2. 指認適宜之未來發展區位或避免發展區位，並研

提發展區位順序建議。 

2. 防災策略構想 為因應氣候變遷、災害風險，建議參考氣候變遷、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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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章節名稱 建議敘明相關內容 說明 

害防救相關計畫，指認易受影響地區，提出災害管理

策略建議。 

3. 部門空間發展策

略構想 

為達成計畫願景及目標，並解決計畫優先關鍵議題，

研提事涉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構想。 

4. 國土功能分區及

土地使用指導事

項 

1. 考量都會區域計畫屬全國國土計畫附冊，本質上

為協調跨域事務之土地利用計畫，故得提出國土

功能分區調整及土地利用管理原則建議，指導其

他空間計畫或部門計畫配合檢討。 

2. 如針對都市計畫地區、整體開發地區、國土功能

分區或使用地之回饋原則、土地使用、使用許可

等管制規範，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檢

討事項。 

第
四
章 

執行計畫 

1. 內政部應辦及配

合事項 

2. 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辦及配合

事項 

3. 各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辦及

配合事項 

1. 執行計畫範疇，包含法規命令檢討修正建議、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

畫及部門計畫應配合辦理事項，如有納入建設計

畫必要時，並以經行政院或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法定權責核定者為限(國施§5 說明欄)。 

2. 考量現行區域發展平臺較為較為人詬病之處，即

為其作成之決議無法定效力，難以明確分工，不

易推動相關策略或計畫。爰此，都會區域計畫既

具有法定計畫之效力，即應明確相關機關單位之

分工計畫，並至少包含內政部、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以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3. 執行計畫(應辦及配合事項)內容註明主協辦機

關、計畫期程（短期 1 年、中期 2-5 年及長期 5

年以上）等。 

4. 得明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的既有政策、計

畫、法令之檢討修訂或整合，或各機關之部門計

畫、建設之整合、財務分擔方式。 

5. 視需要提出跨部門整合的新增政策或計畫建

議，以具共識性、已獲得相關部門認可的新方案

(或政策措施)為原則。 

第
五
章 

檢討及控

管機制 

1. 有關單位應辦及

配合事項列管機

制 

1. 就有關單位（內政部、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

縣市主管機關等中央部會、縣市局處）應辦及配

合事項，規劃期程控管機制及管考會議，或其他

檢討及控管機制。 

2. 建議成立推動專案小組，負責彙整各方資料及意

見，協調整合各機關，籌措執行經費，以共同推

動計畫執行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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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章節名稱 建議敘明相關內容 說明 

2. 計畫檢討機制 

1. 建議計畫檢討之時機或程序、應辦理事項、相關

機關單位分工，作為後續都會區域計畫通盤檢討

重要依據。 

2. 建議與其他部門計畫或空間計畫衝突協調機制。 

第
六
章 

其他相關

事項 
歷次會議記錄及回應 

彙整推動期間所辦理的歷次會議紀錄、人民團體陳情

意見，並製作人民團體陳情意見回應表，以供審議參

酌。 

資料來源：本計畫編製。 

(二) 「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之通案性建議 

針對都會區域計畫本身之跨域、跨部門特性，未來於計畫研擬，甚至議題形成階

段，可預期將產生大量相互協調與整合需求。為使都會區域計畫之規劃議題、計畫目

標、課題對策，以及最後行動方案分工等計畫面向之妥適，應針對都會區域計畫之推

動，有制度上的通案性建議，以為後續辦理準繩。對此，本計畫建議如下： 

1. 計畫形成階段─建立「都會區域計畫規劃平台」，並視實際需求分為中央主導或地

方提案兩種模式 

依據議題特性，可將都會區域計畫規劃作業分為中央主導、地方提案兩種模式，

並建議均採工作小組會議、機關研商會議等方式，籌組「都會區域計畫規劃平台」。中

央主導模式，提案機關為內政部；地方提案模式則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平台之

功能，可在都會區域計畫之啟動、規劃、實施、檢討等階段，發揮不同協調功能。相

關內容詳如本計畫報告書第四章第一節之一。 

2. 計畫核定與實施階段─成立「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辦理追蹤管考、計畫執行、

檢討變更，與績效評估等事宜 

隨著都會區域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應有一常態性之任務編組(或稱推動專案小組)，

辦理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之事務，至少包括(但不限於)：執行法定計畫、協調有關機

關或組織分工合作、整合公私部門資源、實施進度控管、辦理事項討論及決策、績效

或綜效評估，以及都會區域計畫檢討變更等工作。本推動組織建議涵蓋政府部門以及

民間團體兩大類型，並分為召集人、推動專案小組、幕僚小組、議題小組(含委辦之規

劃團隊)等。有關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之設置建議，詳如本計畫報告書第四章第一節

之二；有關該組織之執行計畫、檢討及控管機制等操作性建議，詳如本計畫報告書第

四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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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都會區域共通性面向分析與篩選流程 

依據國土計畫第三條定義都會區域，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及與中心都市

在社會、經濟上具有高度關聯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所共同組成之範圍。

換言之，都會區域的議題包含跨域、跨部門等，議題多元，然考量政府的資源有限，需以

循序漸進的方式來進行推動。基此，本計畫在議題的篩選架構設計，主要先將聚焦在全台

共通性面向做為第一階段議題篩選重點，以做為未來中央政府可先行改善方向之建議，後

續再以共通性面向為基礎，透過議題指認論壇的辦理，盤點各區域不同的關鍵都會區域議

題。 

為可確實掌握全台都會區域共通性面向，本計畫議題篩選方式結合資料蒐集分析與大

數據輿論分析，以期整合過往政策、計畫推動的脈絡與未來趨勢之發展，據此找出都會區

域共通性的關鍵議題面向。 

基此，後續將陸續說明本計畫由上位及空間計畫的彙整至共通性面向的聚焦，再到區

域性關鍵議題的選定等之過程與結果，詳述如後。 

第一節 都會區域共通性面向與區域議題篩選架構說明 

本節主要說明本計畫針對都會區域計畫議題的篩選架構規劃，在進行篩選架構建立前，

本計畫先行針對都會區域該有的議題特色進行討論，並依據都會區域計畫該有之特性與國

土計畫法之規範，建立都會區域計畫議題之篩選機制，後續將依此架構與原則，說明每一

階段的篩選方式及執行成果。 

一、 都會區域議題特色 

隨著人口增長、工業革命、都市擴張等歷史脈絡的發展，亦發展出許多不同的都市規

劃理論與規劃方法，在邁入全球化時代的當下，面臨的是資源整合與區域競爭的問題，因

此都會區域的概念也更受到重視。都會區域主要是由一個中心城市為主，透過交通、產業、

生活等方式與周圍城市連結，構成都會區域，以期藉由彼此間的互動、互補等來提升整體

環境發展效益的最大化。換句話說，都會區域的最大特色即是可以藉由資源整合的機會，

求取更多整體環境的發展空間。 

(一) 《全國國土計畫》有關都會區域計畫之指導 

於《全國國土計畫》，明確指出「擬定都會區域計畫，均衡城鄉發展」為主要目標

之一。摘述其推動目標內涵為：「因應高鐵通車及六都升格帶來之集中化發展趨勢，應

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擬定都會區域計畫，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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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區域機能，以提升競爭力。」而在後續推動上，國土計畫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

應依據實際發展需要，擬訂都會區域計畫，並定位為《全國國土計畫》之一部，並以

附冊方式提出。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就都會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報中

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二) 必然存在跨域問題，為都市與都市，以及鄰近城鄉串連起的生活空間 

綜觀「都會區域」與一般城市相同的地方為都有高強度與高密度使用的都市化地

區；然而不同的是，所謂「都會區域」可能還包括因就學、就業而造成生活圈緊密相

連的城市群，彼此之間以重要交通設施、跨越既有的城市邊界或鄉村地區而串連。 

(三) 高度發展衍生特有問題 

都市化發展帶來現代化生活的便利以及就業機會，因此吸引更多人口往都市或其

周邊遷移，同時也提高了都市公共設施服務的利用效能；然而，也因為都市化的高密

度與高強度發展（包含：人口、交通、建物、土地利用等），衍生了許多都市普遍面臨

的問題，例如居住空間不足、房價居高不下、缺乏開放空間以及相關公共設施（如殯

葬設施、廢棄物及污水處理等）無法滿足等課題。 

1. 土地限縮，資源分佈出現問題 

在傳統既有以單一「都市」空間為範疇的治理之外，相鄰多個都市之間所形成的

跨轄區空間治理層級，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自然浮現。首先，由於都市高度集中發

展的結果，都市內因空間有限造成發展用地不足，大型的公眾服務設施難以在原有都

市內提供。 

2. 高度人口集中，災害發生致損率較高 

消防單位擬定的都市災害防救計畫，重點多著重在災害防救資料庫的建立、災害

發生時的整備計畫、應變小組織成立、災後復建重建計畫等，另檢視都市計畫體系內

的防救災計畫，更顯少著墨整體空間計畫的檢討，反而跨權限的去擬定防救災動線、

或指定防救災指揮中心等整備計畫，而整備計畫本應屬於消防單位的權責擬定之，因

此，現有的災害防救計畫並無預防災害的概念，更遑論防救災的空間規劃。 

3. 打破傳統固有疆界思維，創新的彈性空間規劃與治理方式 

同時，有鑑於全球城市競爭需擴大發展腹地以及整合資源，主要核心都市與周邊

次要都市逐步整合為「都會區域」。因此，都會區域的空間規劃與治理機制之建構，將

是我國面對全球區域競合、環境變遷挑戰與都市生活品質提升之重要且無可迴避的基

礎工作之一。 



106 年度全國國土計畫之都會區域計畫前置作業委託案 

41 

二、 議題篩選條件 

根據國土計畫法第三條第四款對都會區域的定義為「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

及與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具有高度關聯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所共

同組成之範圍。」；第六條第七款說明都會區域的規劃基本原則為「應配合區域特色與整

體發展需要，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此兩項規定說

明都會區域必須跨行政區域的範圍且須具有在地區域性特色。此外，考量過往部分計畫政

策與民眾需求有所落差以及未來計畫推動需考量政府財務、人力等問題，說明都會區域議

題相當多元、廣泛。基此，本計畫將都會區域議題篩選分為五個步驟，說明如下。 

(一) 步驟一：確認共通性面向 

鑒於都會區域議題相當多元，為聚焦全國共通性的議題面向，初步彙整相關計畫、

政策等內容，並參酌國土法設定選定原則，包含 1.是否為都會區域空間特有問題；

2.是否為輿論焦點；3.是否具有重要性與急迫性；4.空間發展計畫涉及跨縣市問題等。

後續再將此共通性面向所蒐整之相關議題，透過北、中、南等五場議題指認論壇進行

議題的確認，並提出具在地特性之區域性議題。 

(二) 步驟二：確認各面向議題 

本計畫透過現有計畫未能解決之議題、中央部會與縣市政府的訪談資訊等進行資

料彙整，以蒐集並分析共通性面向之議題。為確保議題符合都會區域計畫之特性，所

有議題均需依照下述篩選原則進行確認，各原則至少符合其中一細項。 

1. 原則一(國土計畫法§6) 

• 1-1 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 

說明：可透過中央與地方或縣市間合作、整合機制等方式，來達到資源共享或互

助的目的。 

篩選細項： 

1-1-1 非單一縣市或單一部門可處理之區域性問題。 

1-1-2 非單一縣市或單一部門可發展或推動之建設規劃。 

• 1-2 加強跨域整合 

說明：將周圍環境的共同資源納入整合規劃，避免重複投資或資源浪費。 

篩選細項： 

1-2-1 可經由共同規劃，避免資源重複投入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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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經整體規劃，可平衡或緩解區域間發展不均之問題。 

• 1-3 達成資源互補 

說明：配合相關政策計畫之目標，透過建設或規劃，提升當地發展效益或帶動周

圍地區之發展。 

篩選細項： 

1-3-1 經由資源整合，具提升整體未來產業、文化、交通等各面向之發展潛力者。 

1-3-2 經整體規劃，可跨域處理如垃圾、水資源、災害救援、電力資源等之互助計

畫。 

1-3-3 經整體規劃，可解決大都會區之跨域通勤、居住、生活消費、觀光等問題者。 

• 1-4 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 

說明：透過政策、建設的推動，提升當地經濟或達到社會發展的目的，或有創新

產業、文化等可提升當地能見度或競爭力之規劃。 

篩選細項： 

1-4-1 具跨域產業整體發展或產值提升之潛力。 

1-4-2 透過整體規劃，可讓產業、交通、土地資源等具整合效益，並可強化資源未

來發展或帶動其他面向發展潛力者。 

2. 原則二  

• 2-1 是否無法以既有空間計畫或部門計畫處理。 

• 2-2 是否需透過都會區域計畫執行之必要性。 

(三) 步驟三：進行區域性議題指認(含北、中、南各區) 

本計畫彙整共通性面向之議題，並依照北、中、南區域進行分類，後續透過區域

性議題指認論壇的辦理，邀請中央部會、地方政府代表、專家學者等共同與會，以確

認共通性面向的合適性，並確認是否需另外提出具在地特色之議題。相關議題的討論

均需符合步驟二之篩選原則方可提出。 

區域性議題指認論壇透過不同單位的對話、討論與分享，到最後針對議題進行共

識投票，以得出與會者對各項議題未來優先推動順序之建議結果。 

(四) 步驟四：綜合評估 

為確保所有議題均符合相關原則，此階段針對被挑選出來的議題進行再次確認，

並撰寫各項議題的初步說明。惟考量政府能量、資金、執行人力等問題，都會區域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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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應思考未來執行的優先順序。基此，為提升都會區域的執行效率，研提四項評估原

則，以綜合評估各項議題，說明如下。 

1. 議題可同步規劃：考量部分議題內容具有關聯性，合併探討可獲更大效益。因此，

建議具可同步規劃之議題，可先行推動。 

2. 議題具可操作性：為後續實際推動考量，建議以具都市計畫方式可處理之相關議

題，即現階段可行性高之議題優先推動。 

3. 議題可解決既有問題：鑒於國土法第六條提及都會區域計畫應具有特性，若所提

議題具整合或資源互補之功能，可解決跨域問題者建議優先推動。 

4. 議題具後續發展效益：鑒於國土法第六條提及都會區域計畫應具有特性，若所提

議題具考量整體區域未來發展思維，建議可優先推動。 

(五) 步驟五：提出各區域優先議題 

依據上述各步驟的評估程序與結果，提出各區域建議可作為未來優先推動之都會

區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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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議題篩選分析步驟與程序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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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彙整 

本計畫透過 GRB 政府研究資訊系統以「都會區域」、「社會」、「經濟」、「部門」等關鍵

字，蒐整國發會、營建署相關委託研究報告有關於都會區域發展問題，尤其釐清主要核心

城市與周邊縣市在機能上的連結，以及未來可能呈現都會區域關鍵議題的方向進行蒐整，

並找出各類都會區域議題目前相關執行之計畫，作為都會區域相關計畫總體母數(詳見附

件一)。另有關都會區域計畫前期相關委託研究計畫，彙整如下。 

一、 都會區域計畫相關委託研究計畫彙整 

為補充全國區域計畫中，有關都會區域內容的相關討論，如跨域性議題、發展目標及

策略；並建議在現行體制，具可操作性的推動機制，內政部營建署曾於民國 103 年委託辦

理「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研究案。該計畫主要結論，除確認了在區域計畫

法下都會區域計畫之意義、釐清都會區域計畫之基礎法效、指認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

外，亦建立都會區域計畫之規劃議題形成與篩選方式。為延續該計畫成果，本案亦在都會

區域共通性面向之分析、議題篩選，以及都會區域計畫規劃範圍選定上，採取議題式導向。

有關前開「103 年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之議題形成與篩選原則，彙整如下。 

(一) 啟動階段 

1. 提案時機與途徑： 

(1) 中央部門 vs 中央部門/都會區域部門協商平台/向擬定機關建議/擬定機關向中

央區委會提案。 

(2) 縣市 vs 縣市 vs 中央部門/向擬定機關建議/擬定機關向中央區委會提案。 

(3) 內政部基於整合整體性都會區域空間/逕行申請提案。 

2. 議題形成方式：輿論民意/文獻分析/深度訪談與座談 

3. 議題篩選原則： 

(1) 都會區域空間特有之跨域性問題。 

(2) 目前無其他目的事業機關及部門計畫處理，具有空間與土地利用意涵。 

(3) 是否為於輿論所關切的焦點。 

(4) 是否具有重要性與急迫性。 

(5) 空間計畫、相關部門及縣市發展構想間，相互競合、矛盾與衝突點。 

4. 共識凝聚：提案機關辦理相關中央、地方目的事業機關訪談，或舉辦多次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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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收斂與促成。 

(二) 規劃階段 

1. 成案後，將視該議題之特性，分案由區委會專案小組進行實質規劃草案之審查。

此階段應納入利害關係人（例如：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民間組織、行政團體

等）之參與。 

2. 此具共識性的計畫草案將進入下一階段。若此階段在一定時程內於協商平台中無

法達成各利害關係人的協商共識，則將由區委會專案小組向區委會大會報告後，

結束此項提案。 

(三) 定案及實施 

1. 執行計畫推動概況與進度。 

2. 執行計畫進度落後或推動困難。 

3. 爭議解決與協商。 

4. 協商後，應調整執行計畫內容。 

(四) 該計畫與本研究案之關聯與差異說明 

有關 103 年營建署委辦之「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案，由於該案僅

透過文獻分析、機關訪談方式，就北台區域進行議題探討，故本案將其納入先期議題

蒐整參考文獻之一，結合其他文獻分析、大數據關鍵字搜尋、區域性議題指認會議、

深度訪談等方式進行北部、中部、南部都會區域議題之羅列，再經資料分析與討論後

進行本案關鍵議題與示範議題之指認。 

二、 全國性國土空間規劃之相關計畫彙整 

過去於國土計畫法(草案)立法通過前，區域計畫為國土空間最高法定指導計畫，主要含

括空間計畫與土地使用原則。而針對全國性的空間相關計畫則肇始於 68 年國發會(原經建

會)主導的「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其後於 85 年發布「國土綜合開發計畫」，99 年再次

檢討核定了「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然當時的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未能完成立法，缺

乏法源基礎，導致無法有效發揮空間指導功能。現今國土計畫法整合過去針對指導空間發

展所訂定的綜合發展計畫及區域計畫，使上位的空間策略規劃能直接對應至實質計畫及考

量其土地使用管制。下表針對過去及現行相關上位計畫之計畫體系及其沿革進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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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上位國土空間規劃之計畫體系彙整表 

 

PAST 過去計畫體系 NOW 現行國土計畫法 

全
國
性
、
區
域
性 

(

上
位
計
畫) 

非法定-策略規劃(國發會，原經建會) 

法定計畫 

(內政部 

營建署) 

106 年 5 月，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銜接國土計畫) 

 

107 年 4 月， 

全國國土計畫 

68 年，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 

85 年，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99 年，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法定-實質計畫(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全國區域計畫 

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 

地
方
性 

非法定-策略規劃 

(內政部推動，縣市

政府擬定) 

法定-實質計畫 

(內政部推動，縣市

政府擬定) 
法定計畫 

(內政部推

動，縣市政府

擬定)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 

綜合發展計畫 

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 

(一) 空間策略規劃(綜合發展計畫) 

1. 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 

計畫時間：68 年 

主要內容： 

「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於 68 年發布以 85 年為目標年，是當時因應國家經濟

發展、快速都市化現象而推動的重要開發計畫，首次將臺灣地區劃分為北、中、南、

東四個區域，每個區域包含若干縣市。該計畫反應當時的規劃思潮及理念，以綜合理

性、藍圖規劃的方式，針對實質建設構想，擬訂部門建設需求及其在空間上的區位與

數量，共提出八個部門的開發構想及建設項目，雖然沒有空間及國土之名，但確實是

一個綜合各部門的計畫。 

2.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計畫時間：85 年 

主要內容： 

85 年版「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國土空間架構有重大的改變，由上而下分別為「國

際階層」、「全國階層」、「區域階層」及「地方階層」，以民國 100 年為目標年。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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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背景已從急速經濟成長及快速都會化轉為穩定發展，部會分工明確，國發會(原經建

會)轉為空間及實質規劃，注重城鄉土地關係，亦為兩岸關係中計畫名稱率先使用「國

土」一詞的版本。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具有引領全國空間發展、協調部門計畫及指導下

位計畫的功能，該計畫首先在國土規劃層級，提出「三生」（生態、生產、生活）的永

續發展概念，並建議土地使用制度的調整與部門發展的政策方向，將綜合性的國土規

劃體系調整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及「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兩個層級，並將區域計

畫轉變為依特定目的制定及執行的功能性計畫。此計畫與「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

的理念及精神不同，並無全面性指導各部門的開發計畫，但在規劃意義上則引進了「開

發許可制」，並首次提出二軸的國土空間架構雛形。 

3.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計畫時間：99 年 

主要內容： 

99 年行政院核定「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該計畫上承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與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重新檢討並研擬國土空間發展政策，強化「城市區域」的整合治

理，致力建立城鄉夥伴關係，避免內部的零和競爭模式。策略計畫目的為有效整合、

協調不同部門中有關空間發展的區位與資源分配，解決部門政策間的競合與衝突，促

成環境、經濟與社會的融合發展，以達成國土空間秩序的有效布局，並降低區域差距，

提升國家競爭力。此策略計畫提出與前兩版不同的空間策略計畫思維，期望在快速變

遷的國際情勢下，以及國土計畫法制未建立前，透過國發會(原經建會)協調資源運用以

引導國土空間的發展。 

在計畫構想上「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之設計，為因應國內外環境變化快速修

訂，作為全國國土空間發展之基本政策方針，並據以指導各級國土計畫，包括全國國

土計畫及都會區域計畫、特定區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之國土計畫。在直轄市及縣市

國土計畫中，並劃設國土保育地區、城鄉發展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四

大功能分區，據以進行土地使用分區管理。國土計畫法通過後，未來國土空間策略規

劃如何與全國國土計畫、部門計畫的相互溝通連動，是未來實際運作的重要議題。其

功能定位及相關部門計畫內容摘錄分別如圖 12 及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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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空間策略規劃之功能定位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國家發展委員會(原經濟建設委員會)，99 年 2 月。 

  



總結成果報告書(定稿版) 

50 

表9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相關部門計畫內容綜整表 

相關部門計畫 指導內容 

自然資源 

1.保護河川自然風貌與美質 

2.推動地層下陷地區造林及土地利用轉型  

3.強化水資源涵養、調度與抗旱備援機制  

4.推動造林並落實森林保育  

5.強化生物多樣性之保育  

6.協調城鄉景觀，推動國土美學 

農業 

1.強化農業生產環境，提供周圍都市人口新鮮農產品 

2.優良農田保育與都市生態維護 

3.檢討現有農地使用情形，適當調整土地使用分區 

4.優良農地多元化經營 

5.加強分區管制機制 

6.振興並活化農村，平衡城鄉發展 

產業 

1.推動產業聚落建構及轉型 

2.推動工業區結合都市發展 

3.規劃推動「產業創新走廊」 

4.建立區域創新系統 

交通 

1.強化國際接軌能力及門戶地區功能 

2.加強都會區域運輸系統與路網之整合發展 

3.綠色人本運輸導向之發展模式 

公共設施 
1.因應城鄉不同階層體系，提供合宜公共設施及服務 

2.考量因地制宜、彈性轉用的公共設施 

防救災 

1.強化防災避災並確保重要公共設施與維生管道安全暢通 

2.研擬坡地分級分區使用規範 

3.建構綠色基礎設施，提升城鄉防災能力 

海岸、海域與 

河岸流域 

1.推動河川流域整體治理規劃 

2.強化水資源涵養、調度與抗旱備援機制 

3.加強生態防護建設防止海岸侵蝕 

4.改善沿海生物棲地環境及保育海洋生態資源 

資料來源：彙整自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國發會(原經建會)，99 年 2 月。 

 

這三個計畫的由來、內涵及精神均不相同，反映了時代需求、國發會(原經建會)實質功

能演變，以及十多年來〈國土計畫法〉」未能立法的結果。本計畫針對此三個全國性空間

發展策略規劃針對空間階層之指導進行彙整如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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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歷次全國性空間發展策略規劃對空間結構的指導 

  

 

國際階層 全國階層 區域階層 地方階層 

6
8

年
，
臺

灣
地
區
綜

合
開
發
計

畫 

 北部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新竹市、桃園縣、新竹縣及宜蘭縣 

中部 臺中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 

南部 高雄市、臺南市、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及澎湖縣  

東部 花蓮縣及臺東縣 

6
8

年
，
國
土
綜

合
開
發
計
畫 

亞太營運中心 

二軸 

西部成長管理軸 

東部策略發展軸 

離島振興區 

北部都會帶 

中部都會帶 

南部都會帶 

二十生活圈 

都會地區 臺北、桃園、新竹、臺中、臺南、高雄 

一般地區 
宜蘭、基隆、苗栗、彰化、南投、雲林、
嘉義、新營、屏東、臺東、花蓮 

離島地區 澎湖、金門、馬祖 

9
9

年
，
國
土
空
間
發
展
策
略
計
畫 

世界網絡的 

關鍵節點 

三軸一環 

中央山脈保育軸 

西部創新發展軸 

東部優質生活產業軸 

海洋環帶 

離島生態觀光區 

三大城市區域 

-北部城市區域 

-中部城市區域 

-南部城市區域 

東部區域 

 

七個區域生

活圈 

 北北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

高高屏、花東、澎金馬 

在世界網絡中，

臺灣在 ICT 研發
製 造 、科 技 創
新、農業技術、
華 人 文化 、 觀
光、亞太運籌門
戶區位等領域占
有重要關鍵節點
地位(node) 

縣市合作區
域 

跨域平臺之縣市合作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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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間實質計畫(法定計畫) 

1. 全國國土計畫 

計畫時間：107 年 4 月 

主要內容： 

國土計畫是針對我國管轄之陸域及海域所訂定引導國土資源保育及利用的空間發

展計畫，並且是現有國家公園計畫及都市計畫的上位計畫。有別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係以地方實質空間發展及使用管制為內容，本計畫屬全國性位階，其內容係

以追求國家永續發展願景下，就全國尺度所研訂具有目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空間

發展及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本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 2 年內依本計畫指導訂定國

土計畫外，現有國家公園計畫及都市計畫亦應遵循並配合檢討。至於政府相關部門計

畫如住宅、運輸、產業及重要公共設施等，本計畫已整合納入部會提供的政策指導內

容，相關部會亦應遵循配合推動部門計畫。此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推動部門計

畫時，應於先期規劃階段，依本法第 17 條規定徵詢同級主管機關意見，避免不同計畫

間之競合，以共同落實國土永續發展目標。 

2.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計畫時間：106 年 5 月 16 日公告實施 

主要內容： 

106 年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中按都市機能、人口規模等原則，將都市劃分為主要核

心、次要核心、地方核心及一般市鎮等 4 個層級(如表 6)。其中主要核心都市 6 個、

次要核心都市 5 個、地方核心都市 20 個；至於一般市鎮，則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依據地區發展需求於各該區域計畫內訂定之。該計畫考量花東與離島地區不論在人口

規模、土地利用、運輸條件及空間關聯性等條件，有別於西部走廊發展規劃，考量其

地區發展條件後予以劃分都市階層。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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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106 年修正全國區域計畫-都市階層劃設目的及篩選原則表 

都市階層 地區 劃設目的 篩選原則 

主要核心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

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1.為北部、中部及南部城市區

域主要核心，以帶動國內發展

動能與競爭力為主要目的，其

對外能與國際直接接軌，對內

可引導周邊都市發展。 

2. 為區域範疇重點發展中

心，帶動區域整體發展，其具

有多樣性的都市產業與服務

功能，足以作為周邊區域之生

活及就業活動核心。 

1. 服務範圍人口達 

100 萬人。 

2. 具有海港、空港，

擁有完整的都市機

能。 

次要核心 
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花

蓮縣花蓮市、臺東縣臺東市 

位處城市區域範圍之邊緣，雖

非屬區域中心，其仍屬具特色

與複合機能的次核心，其機能

介於主要核心與地方核心。 

服務範圍人口達 50

～100 萬人。 

地方核心 

宜蘭縣宜蘭市、宜蘭縣羅東

鎮、新竹縣竹北市、苗栗縣苗

栗市、苗栗縣竹南鎮、彰化縣

彰化市、彰化縣員林鎮、南投

縣南投市、南投縣埔里鎮、雲

林縣斗六市、雲林縣虎尾鎮、

嘉義縣太保市、屏東縣屏東

市、花蓮縣光復鄉、花蓮縣玉

里鎮、臺東縣關山鎮、臺東縣

成功鎮、澎湖縣馬公市、金門

縣金城鎮、連江縣南竿鄉 

為城鄉發展成型的都市，可以

提供周邊地區一般性的生活

機能。 

1.人口規模達 20～

50 萬人。 

2. 近十年人口成長

趨勢達 10% 以上。 

3. 縣 ( 市 ) 行政中

心所在地。 

4. 重大建設投資地

區，並具發展潛力地

區(如：高速鐵路車站

地區)。 

一般市鎮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依據地區發展需求訂之。 

資料來源：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內政部營建署，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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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全國及區域性計畫彙整 

由於都會區域計畫已議題為導向的性質，除上下層級的銜接同時需水平整合相關部門

的發展議題，以下彙整包含中央、中央部門及地方堆動之相關全國及區域性計畫。 

表12 相關全國及區域性計畫 

計畫類型 計畫年度、名稱 計畫推動單位 備註 

國家發展 

(建設)計畫 

106，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行政院 
自  106 年 至  113 

年，共計 8 個年度 

105，國家發展計畫-  行政院 
106 至 109 年四年計

畫 

98，愛臺 12 建設－產業創意走廊之

規劃(民國 98 年) 
 

 

93，臺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

願景與策略綱領 

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 

 

全國、 

區域性 

部門計畫 

103，南部區域整體交通系統改善方

案  

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 

部門綱要計畫 

區域整體交通系統改

善方案 

100，臺灣西部地區運輸系統發展策

略 

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 

 

96，後高鐵時代區域均衡發展政策之

規劃 

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 

研究型計畫 

北部區域 

101，北北基生活圈跨域空間發展整

體策略規劃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98，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綱要計畫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括臺北市、未升格前之

臺北縣及基隆市 

97，北臺都會區域計畫 內政部營建署 計畫目標年:2030 

97，臺北縣都市計畫工業區及臺北都

會區科技走廊帶整體發展規劃暨部分

工業區專案通盤檢討案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79，臺北都會區實質規劃 內政部營建署 

臺北市及其周邊未升

格前之臺北縣、桃園縣

部分區域 

中部區域 
97，中南部區域產業空間策略規劃 

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 

研究型計畫 

81，臺中都會區實質發展計畫規劃 內政部營建署 臺中市及其周邊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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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類型 計畫年度、名稱 計畫推動單位 備註 

併前之臺中縣、彰化

縣、南投縣 

南部區域 

97，南臺都會區域計畫 內政部營建署  

97，高雄市綜合發展計畫-高高屏空間

資源跨域整合策略規劃 

高雄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96年度高雄市綜合發展計畫—產業發

展與都市空間佈局規劃 

高雄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81，高雄都會區實質發展計畫規劃 內政部營建署 

高雄市及其周邊未合

併前之高雄縣、屏東

市、屏東縣部分區域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一) 臺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 

計畫時間：93 年 

主要內容： 

依據永續發展的基本原則、願景，並參考世界各國及聯合國 21 世紀議程相關實踐

的文件，諮詢相關團體及個人，93 年 11 月，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 18 次委

員會議核定了國發會(原經建會)提出之「臺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

綱領」，作為我國因應新世紀國際潮流的基本策略和行動指導方針，臺灣因地狹人稠，

自然資源不豐，天然災害頻繁，國際政治地位特殊，追求永續發展比其他國家更具迫

切性。「臺灣 21 世紀議程」分析臺灣環境特性後，提出「永續海島臺灣」做為未來發

展願景，並以永續環境、永續經濟及永續社會三面向作為臺灣永續發展的基本原則與

方向，並對應環境、經濟及社會三面向提出相關的發展策略，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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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架構圖 

(二)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計畫時間：106 年 

主要內容： 

政府積極規劃擴大全面性基礎建設投資，目標在於著手打造未來 30 年國家發展需

要的基礎建設，「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包含八大建設計畫：建構安全便捷的軌道建設、

因應氣候變遷的水環境建設、促進環境永續的綠能建設、營造智慧國土的數位建設、

加強區域均衡的城鄉建設、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食品安全建設，以及人才

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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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未來，國家需要新世代的基礎建設，為提升區域間資源流通效能，縮短區域

落差，亟需便捷完善的公共運輸系統，尤其軌道建設、運輸骨幹、城際交通及捷運系

統優化；因應氣候變遷、能源轉型並實現非核家園，亟需強化韌性國土及建構綠能低

碳社會；生活與產業面臨數位轉型，為保障網路公民權，使每個公民都有公平接近網

路的機會，尤其臺灣仍有區域落差且需多元性城鄉建設，因此亟待加強數位化基礎建

設及其應用；因應少子化趨勢，積極提升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質與量，協助家庭分擔

照顧責任；食品安全管理攸關國人健康，興建現代化食品藥物國家級實驗大樓，以提

升檢驗量能並健全安全管理體系。另配合創新產業發展政策，將促進人才培育與就業

建設，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以培育優質技術人力，並培植科研新世代投入創新研發，

帶動國內大學創新與青年就業。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構想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重要施政成果-前瞻基礎建設 

        https://achievement.ey.gov.tw/cp.aspx?n=1e42beb0f68720cb。 

四、 歷年都會區規劃議題回顧 

我國自民國 72 年起至 84 年分別擬定了臺灣北部區域計畫及其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

容。總體而言，此兩次計畫的規劃邏輯皆採用藍圖式的規劃方式，故皆有對都會區範圍、

多核心的發展模式、各區機能及公共設施配置等有明確規劃。其優點之一為針對「都會區」

範圍有明確的界定，其 72 年版以等時圈、交通旅次計算作為範圍劃設的方式，84 年版則

加入了人口密度、公共建設發展程度等因素。明確的空間範圍有助於計畫內容的理解與想

像，然而，明確的範圍若無相對應的行政治理體制、組織，計畫的落實推動即易遭受困難

與阻礙。根據 72 年版的計畫實施內容，應由內政部籌設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推動，而此

https://achievement.ey.gov.tw/cp.aspx?n=1e42beb0f68720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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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亦指認出都會區之相關議題，包含「防洪計畫之實施」、「交通建設之推動」、「公共

設施之建設」、「公害之防治」及「居住」等，公害防治課題則已思考到空氣污染、水污染、

垃圾與水肥及地盤下陷等環境面向；而在 84 年版的計畫內容則指出，有關都會區建設應

「加強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功能，協調解決臺北都會區交通、環保等共同問題。」 

民國 92 年開始籌劃北臺區域合作模式，為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並加強土地資源保

育管理與引導國土開發秩序，配合「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

展分署於民國 97 年提出「北臺都會區域計畫 2030」規劃草案，以「具有永續產業、移居

環境及高效能基盤設施的國際都會」作為願景，並提出「建構科技產業走廊」、「建立區域

物流中心」及「透過交通路網促進整體發展」等議題。 

民國 99 年縣市改制，中央通過臺北縣、臺中縣市、臺南縣市、高雄縣市改制升格為直

轄市，桃園縣升格為準直轄市，希望藉由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對外提高國際競爭力，對

內都會區域成形帶動周邊區域均衡發展。然而，國家再尺度化後的新都會城市區域發展，

並沒有改變空間治理的零碎細分格局；換言之，縣市改制後，對於三大都會再結構危機及

外圍縣市鄉鎮出現邊緣化問題、國土碎裂細分問題、跨縣市競爭矛盾等問題依舊嚴峻，且

一一凸顯在六都升格後的統籌分配稅款、財政收支劃分、國家發展的戰略性投資分配等矛

盾上。民國 103 年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1特別強調以議題為導向進行都會區

域計畫，並將其定位為「功能性的計畫」，目的為整合與跨域性議題相關的實質計畫，並

縫合各部門政策或計畫之間的空間發展落差。例如目前中部都會區域從北彰化延伸到臺中

市之間的發展，未來中部都會區域計畫可先僅就此具急迫性的跨域議題處理，而不需要如

過去研擬一種全盤藍圖式的都會區域計畫。因此，無論北部、中部或南部都會區域，建議

相關縣市政府應透過現有平臺、縣市合作等機制進行討論，依據地方需求向中央主管機關

建議開啟都會區域計畫之擬定，而中央政府相關行政部門也應加快啟動都會區域的整體規

劃作業。 

此外，團隊綜整國發會 98～103 年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補助計畫2、黃書禮等（106）3、

UN-Habitat（2015）4，及臺灣都會區域合作相關案例（如新北市、臺北市殯葬服務共價合

作、高屏區域合作平臺、垃圾處理區域合作行政契約、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北臺區域

發展推動委員會、英國大倫敦市政府等）曾合作過的議題面向，提出都會區域治理可能涉

                                           
1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5，103 年度「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內政部營建
署委託研究。 

2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4，「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專案管理」委託辦理計畫案，國家發
展委員會委託研究。 

3黃書禮等，106，「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期中報告，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委託研
究。 

4UN-Habitat. 2015. Unpacking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onn and Eschborn, 

Germany: Deutsche GesellschaftfürInternationaleZusammenarbeit (GIZ)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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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議題，歸納為三大面向八大部門，各部門相關議題5列舉如下圖。 

 

 都會區域治理可能涉及議題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6，「國

土計畫-城鄉發展模式與行政區劃關係檢討委託技術服務案」期中報告，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委辦。 

 

 歷年都會區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就過去計畫實施推動經驗，我國一方面無跨域型政府（區域政府）的體制，另一方面

各方對過去區建會職權亦缺乏共識，是以如何與跨域議題範疇內的相關縣市政府、中央目

的事業機關達成共識，並形成某種形式的行政約束力，將是較具可操作性與執行性的方式。

未來依據國土計畫法第八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就都

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就都會區域或特定

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5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6，105 年度「國
土計畫-城鄉發展模式與行政區劃關係檢討委託技術服務案」期中報告，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委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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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都會區域議題關注度分析 

一、 社會關注度分析 

隨著科技發達，人們利用網路搜尋行為日益頻繁，Google 是目前網路搜尋最大的網路

工具，亦有其計算器來紀錄人們搜尋的行為，其數據的特點在於固定時間以周計量之高頻

率資料，包含了大部分的網路使用者，並從微量數據獲得，相較一般調查之樣本更為廣泛。

國外諸多學者認為政府公布的數據均有時間上的延遲，較難提供決策者作為準確評估，截

至目前許多研究已發現利用 Google Trends 搜尋趨勢指標作為變數運用，可以作為相關政

策數據的良好預測，並可提供多方面的決策應用 (Nikolaos Askitas and Klaus F. 

Zimmermann, 2009）。Penna, N. D., and Huang, H.（2009）的研究中，表示人們會利用網

路搜尋自身相關事物或所關注感興趣的議題，並經由 Google 搜尋的統計量，可以瞭解投資

人的目標，其研究以六種不同類型的關鍵字搜尋數據作為預測樣本來預測美國個人消費，

而結果發現 Google Trends 的搜尋指數模型預測結果，優於密西根大學消費者情緒指數

（MCSI, Michigan University’s Consumer Sentiment Index）與美國諮商會議委員會的消費者

信心指數（CCI , the Conference Board’s 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的模型，顯示出 Google 

Trends 的搜尋指數比官方數據具有即時性及穩健性。D’Amuri, F., and Marcucci, J.（2010）

使用 Google Insight for Search（即為目前的 Google Trends）搜尋「Jobs」的數據，將周資

料轉頻成月資料後再做季資料的頻率處理後，作為領先指標以預測美國失業率，當人們面

臨失業或即將可能失業時，將會在網路中找尋工作求職等資訊，亦即當 Google Trends「Jobs」

搜尋量增加時，極可能失業人數增加，他們的研究發現使用 Google 搜尋模型的預測效果優

於傳統專業模型預測的失業率。有鑑於此，團隊為了有效蒐集目前都會區域議題社會關注

情況，嘗試透過都會區域相關關鍵字，做為部分的篩選原則參考。 

(一) 研究限制 

谷歌搜尋趨勢資訊並不是如同海量資料一樣，包含了所有的搜尋請求資訊，也僅

有在某些地區例如美國擁有完整的 2004 年至今的搜尋資訊彙整，在某些地區也許伺

服器後來才建立就僅有較後期的資訊，但由於海量資訊對一般人的硬體設備來說要用

來分析實在有其困難，無論是在處理器的速度以及儲存設備的設備上，谷歌搜尋趨勢

的整理資料方式仍偏向抽樣的概念，從一部分搜尋的請求抽樣分析再給使用者一筆整

理過後的抽樣資料，但此方式免除了一般使用者的分析技術複雜程度，也大大降低了

運用此項技術的成本。因此，團隊僅用都會區域初步關鍵字進行相關議題面向的篩選

與關注區域性掌握。後續會配合輿情資料庫，更新都會區域相關關注議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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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會區域計畫關鍵字 

1. 確立都會區域主題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3 條定義都會區域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及與中心

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具有高度關聯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所共同組

成之範圍。團隊以「都會區域」關鍵字為重點關鍵字。 

2. 選定關鍵字 

(1)廣義關鍵字 

團隊針對廣義的「都會區域」進行探討，參考過去相關都會區域治理可能涉及的

議題面向，以了解都會區域的相關領域與廣義關鍵字所代表的意義，說明如下表所示。 

表13 關鍵字與選用原因 

關鍵詞彙 與該主題之意義 

都會區域 

都會區域為本計畫主軸，因此本計畫以都會區域作為主要關鍵字，除透

過單一關鍵字搜尋外，亦嘗試與其他關鍵字進行搭配，透過交叉搜尋方

式，逐步聚焦。 

土地管理 
土地管理是指一切的自然資源。土地管理為都會區域的一部分與都會區

域領域之關鍵字組合，更切合主題 

重要公共設施 

重要公共設施的設置之目的即為增進市民活動之便利，滿足日常生活需

求，美化都市景觀並可預防都市災害之發生，以確保良好之都市生活環

境。基盤設施為城市提供服務的重要公共設施與都會區域領域之關鍵字

組合，更切合主題 

水環境建設 

水環境建設有各種定義方式，最簡易的包括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水環境

建設項目針對水與安全、水與發展及水與環境其與都會區域領域之關鍵

字組合，更切合主題。 

交通運輸 

都會區域內的交通活動、軌道建設、道路擴增等，包括人和貨物之流通。

因而交通為都會區域間通行的重要活動，與都會區域領域之關鍵字組

合，更切合主題。 

產業 
指一個經濟體中，有效運用資金與勞力從事生產經濟物品（不論是物品

還是服務）的各種行業，與都會區域領域之關鍵字組合，更切合主題 

住宅與城鄉發展 

都會區域討論社會住宅政策，透過以低於市場租金的方式供社經弱勢人

民租用者，例如平價住宅、出租國宅、公營住宅、青年住宅、勞工住宅

等發展與都會區域領域之關鍵字組合，更切合主題。 

公共衛生及安全 
都會區域透過組織都會區域醫療資源整合，為公眾提供疾病預防和健康

促進手段與都會區域領域之關鍵字組合，更切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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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衍生關鍵字 

本計畫進一步以都會區域分別搭配其他七項關鍵字，以組合方式重組建立 7 項衍

生關鍵字，如下圖。 

 

 衍生關鍵字交叉比對圖 

(三) 關鍵字搜尋與大數據做法介紹 

1. Google 關鍵字 

團隊從文獻、過往相關計畫所奠基之基礎彙整關鍵字清單，在 Google 網頁透過搜

尋引擎得到關鍵字的搜索次數，初步篩選出搜尋次數較高的關鍵字，以歸納出相關面

向，詳如下表。 

表14 社會關注度搜尋參考數量 

關鍵字 Google 關鍵字搜尋(筆數) 社會關注度排名 

都會區域與土地管理 51,000 4 

都會區域與重要公共設施 25,700 5 

都會區域與水環境建設 58,400 3 

都會區域與交通運輸 67,700 2 

都會區域與產業 334,000 1 

都會區域與住宅與城鄉發展 4,980 7 

都會區域與公共衛生及安全 12,100 6 

 

2. Google Trends 

奠基於面向的篩選結果，後續再透過 Google Trends 針對歸納出的面向進一步看出

在一定時間內於網路上搜尋的熱門程度變化之趨勢。例如過去 12 個月內關鍵字若被搜

尋的越多次數，趨勢所顯示的數值就會越高，係屬即時性的實時數據。當關注度越高

代表在輿論媒體有較多則新聞進行討論，呈現結果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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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都會關鍵字搜尋量比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二、 都會區域議題專家評分篩選 

團隊根據專家評分法，透過參與國土計畫相關計畫人員憑藉自己的經驗按此評分標準

給出各計畫與都會區域議題關聯度的評價分值，然後對其進行結集。運用專家評分法進行

決策的決策步驟如下。 

(一) 都會區域空間相關計畫彙整 

除全國國土計畫之外，中央各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亦有與都會區域空間發展

之相關計畫，團隊彙整如附件五所示。其中涉及的主要議題若從主管機關進行分類主

要又包含交通、水環境與產業面向：氣候變遷調適、產業創新、城鄉建設、交通運輸、

觀光、流域治理、水污染防治、福利服務、綠能、數位建設、食品安全、地方創生、

兩岸交流、濕地規劃、聯合服務、治安聯防、聯合活動、節能減碳、疾病控管、排水

系統、下水道、長期照護、災害防救、車輛檢驗、廢棄物聯合稽查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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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之都會區域空間相關計畫彙整 

主管機關 年期 計畫 未來區域合作議題 

行政院 101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政策綱領6 
提升都會地區的調適防護能力 

國發會、經濟部、交

通部、衛福部、內政

部、環保署、客委會 

106 

國家發展計畫－

106 至 109 年四年

計畫暨 106 年計畫

7 

產業創新、工業園區整體建設、城鄉建

設、福利服務、交通運輸、觀光、氣候

變遷調適、水資源 

國發會、交通部、經

濟部、內政部、科技

部、客委會、衛福部 

106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8 

軌道建設、水環境建設、綠能建設、數

位建設、城鄉建設、食品安全、下水道

建設、水質保護、再生水工程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

委員會 
106 

106 年度副首長會

議9 

生活圈跨域、優勢產業鏈結發展、水域

防災建設、地方創生、在地安心食材推

廣、智慧應用 

桃竹竹苗區域治理

平臺 
106 第二次首長會議10 

亞洲矽谷推動、兩岸城市交流暨客家論

壇、國家重要濕地規劃、跨區聯合服務、

治安平臺、五楊高架延伸苗栗 

中彰投苗區域治理

平臺 
106 

106 年第一季新增

提案11 

交通運輸、聯合活動、節能減碳、政府

資訊系統、觀光發展、特色產業行銷、

治安聯防、食品檢驗、疾病控管、廉政

平臺 

雲嘉嘉聯合治理會

報 
106 副首長會議12 

食品衛生稽查、觀光遊憩、道路、排水

系統、下水道整體規劃、長期照護、災

害及水資源調適、車輛檢驗 

南高屏澎區域治理

平臺 
105 首長會議13 

都會區海空雙港+產業發展軸帶、高捷延

伸、高鐵南延、南向觀光、廢棄物聯合

                                           
6行政院，101，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7國家發展委員會，106，國家發展計畫－106 至 109 年四年計畫暨 106 年計畫。 
8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106.12.2 擷取，https://achievement.ey.gov.tw/cp.aspx?n=1E42BEB0F68720CB。 
9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106.10.26，北臺八縣市副首長共推地方創生，106.12.2 擷取，

http://www.ntdc.org.tw/index.php?flag=71310243&pid=810&sbp=viewpage&cid=&news_key=。 
10新竹縣政府，106.6.22，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臺第二次首長會議共同打造臺灣最優質幸福城市，106.12.2

擷取，http://www.hchg.gov.tw/zh-tw/Event/NewsDetail/61010。 
11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臺，首長及副首長會議決議事項 - 106 上半年(臺中主辦)，106.12.2 擷取，

http://www2.chcg.gov.tw/main/main_act/main.asp?main_id=17598&act_id=326。 
12臺灣新生報，106.1.13，雲嘉嘉治理會報召開，https://tinyurl.com/yaokpveb。 
13自由時報，106.10.4，南高屏澎區域治理爭取高捷延伸屏東、臺南，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3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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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年期 計畫 未來區域合作議題 

稽查、食品安全風險管控、臺灣燈會舉

辦 

106 2017 交通論壇14 
交通建設、城市宜居、產業發展、觀光

遊憩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表列計畫。 

(二) 劃分等級 

每個篩選原則劃分多個等級，併為各等級賦予定量數值，用與判斷各計畫與都會

區域議題關聯所占等級。如可劃分為 1-5 分等五個等級，分數越高代表關聯度越高，

可按 1、2、3、4、5 打分。每一個計畫等級對應一個分值。 

(三) 計算都會區域計畫議題關連總分 

將每項篩選原則與對應的計畫，求出該計畫與都會區域議題的關聯得分。各項計

畫得分之和即為此計畫與都會區域議題關連總分，如下圖。 

 

 專家評分法結果表示意圖 

                                           
14臺灣好新聞，106.1.5，2017 南高屏澎交通論壇 推綠色軌道運輸系統，

http://www.taiwanhot.net/?p=41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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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決策 

將所有計畫評分後依據分數高低進行排序，初步篩選都會區域範圍的相關計畫，

如附件七。後續再進一步結合訪談、計畫中的課題等內容進行議題的歸納與彙整，以

更完善都會區域的相關議題內容。 

〈補充說明〉本計畫原則上以分數高低之結果進行排序，作為篩選都會區域範圍

相關計畫之基礎。其中，「國家濕地保育計畫」其得分雖相對較高，但考量濕地型態、

範圍大小等類型多元，難以用共通性角度來考量，且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

展分署，縣市單位多為代管單位，較未涉及兩縣市(或以上)的跨域協調問題，因此在進

行共通性面向篩選時先予排除，未來進入在地性特色議題時，若縣市單位認為濕地議

題有其需要，將納入在地性特色議題。 

三、 相關單位深度訪談 

本段透過深度訪談法，第一階段將針對議題面向所對應之中央部會進行訪談，第二階

段則以地方政府為主，且先以六都（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及新竹縣、市作為地方政府首輪訪談對象，訪談方式與步驟分述如下。 

(一) 訪談目的 

為提供全國國土計畫之政策性、指導性原則之補充，本計畫期望透過深度訪談的

進行，盤點各行政機關、各部門現行所推動都會區域內跨區域性計畫，及目前遭遇之

協調整合與治理困境，進行中央部會與縣市政府相關局處的訪談，以瞭解地方相關看

法與建議。 

(二) 辦理方式 

本計畫之訪談進行方式將分為三步驟，首先透過議題篩選原則將資料進行蒐集與

歸納，彙整出議題清單，其次研擬訪談提綱及製作問卷，針對議題面向所對應之部門

進行深度訪談，最後整理訪談資料與成果。 

(三) 訪談名單 

本計畫第一階段主要針對議題面向所對應之中央部會進行訪談，第二階段則以地

方政府為主，根據訪談單位與訪談對象彙整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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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訪談時間與對象彙整表 

中央機關 地方機關 

時間 受訪者 時間 受訪者 

107/07/02 

上午 10:00 

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 

蘇振維 主任秘書 

張益誠 研究員 

107/07/13 

下午 15:00 

新北市政府  

邱敬斌副秘書長 

107/07/09 

上午 09:30 

經濟部 工業局 

林怡妏 科長 

陳建堂 科長 

107/07/17 

下午 16:00 

臺中市政府  

黃景茂秘書長 

107/07/12 

下午 14:00 

科技部 竹科管理局 

王興國 研究員 

企劃組(發展策略)人員 

投資組(投資引進)人員 

建管組(土地)人員 

107/07/20 

下午 14:30 

臺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莊德樑局長 

(四) 第一階段訪談大綱 

《議題 1》：跨域治理相關議題 

團隊整理目前跨區域相關規劃中計畫清單，請協助打勾確認相關計畫清單是否為

跨區域重要推動計畫，如下表（以交通為例）。 

表17 訪談大綱-跨域治理相關議題(範本) 

議題面向 計畫清單 跨域合作縣市 部門 是 否 

交通 

1.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 桃園市 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 

交通部觀光

局 

交通部高速

公路局 

交通部公路

總局 

交通部高速

鐵路工程局 

路政司 

航政司 

  

2.桃園都會區鐵路地下化計畫規劃作業 桃園市   

3.臺中捷運綠線延伸彰化 臺中市、彰化縣   

4.配合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八大轉運站規劃協

助調整國道三號客運路線 

臺中市、彰化縣、

南投縣、苗栗縣 
  

5.中部國際機場既有航廈整體改善工程計畫 臺中市   

6.高雄捷運延伸南部都會區域計畫 
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 
  

7.高鐵延伸屏東案站址規劃作業 高雄市、屏東縣   

8.高雄、屏東間東西向第二條快速公路 高雄市、屏東縣   

註：是否尚有其他議題須進行補充？ 
   

《議題 2》：跨域治理相關議題 

根據上述所提之計畫，其面臨跨區域課題為何?請參考目前整理跨域課題類型，依

據各選項選定面臨之課題，如下表（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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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訪談大綱-跨域課題(範本) 

議題 

類型 
議題類型 計畫清單 跨域課題選項 

課題類型篩選 

(可複選) 

交通 

1. 土地使用 

2. 系統性規劃 

3. 轉運 

4. 環境影響 

5. 行政與營運 

1.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

運系統建設計畫 

1.區域競爭問題 

2.區域合作問題 

3.規劃平臺建立問題 

4.協調推動組織問題 

5.公共利益問題 

6.財源稅收分配問題 

7.經費分攤問題 

8.社會與環境不平等問題 

9.其它 

 

2.桃園都會區鐵路地下化計

畫規劃作業 
 

3.臺中捷運綠線延伸彰化  

4.配合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八

大轉運站規劃協助調整國

道三號客運路線 

 

5.中部國際機場既有航廈整

體改善工程計畫 
 

6.高雄捷運延伸南部都會區

域計畫 
 

7.高鐵延伸屏東案站址規劃

作業 
 

8.高雄、屏東間東西向第二

條快速公路 
 

《議題 3》：跨域治理優先議題 

請您依據上述議題進行優先順序排序，如下表。（例如：1＞3＞4＞5＞2＞7＞8＞

9＞6）。 

表19 訪談大綱-優先順序排序(範本) 

議題面向 計畫清單 優先順序排序 

交通 

1.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 

 

2.桃園都會區鐵路地下化計畫規劃作業 

3.臺中捷運綠線延伸彰化 

4.配合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八大轉運站規劃協

助調整國道三號客運路線 

5.中部國際機場既有航廈整體改善工程計畫 

6.高雄捷運延伸南部都會區域計畫 

7.高鐵延伸屏東案站址規劃作業 

8.高雄、屏東間東西向第二條快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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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4》：都會區域規劃平臺操作方式與協調推動組織之建議 

「都會區域計畫」於計畫位階屬全國國土計畫之一部分，依國土計畫法內容，地

方政府可依「議題為導向式」需求，研擬都會區域計畫內容向內政部提案。未來都會

區域計畫規劃平臺，藉由全國國土計畫之法定高權，提供都會區域水平與垂直整合機

制，請教您對此都會區域計畫規劃平臺推動機制與組織，有何建議？ 

(五) 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訪談–重點摘要 

相關訪談成果呈現於附錄五中，以下針對相關跨域課題進行彙整。 

表20 中央訪談成果彙整表 

受訪 

機關 
跨域課題 相關建議 

交通部 

運研所 

1. 缺乏「區域」整體運輸規劃 

2. 缺乏「預算」與「經費來源」 

建議將區域運輸中心強化，使其可以處理

的課題更為廣泛。 

未來都會區域規劃平臺之成立，建議先盤

點現有平臺，再進行整併。 

經濟部 

工業局 

1. 用地不足，配地問題 

2. 基礎資源(水、電、交通、就業機會)

是否充足問題 

3. 產業變動性較大，故計畫壽命較短 

都會區域規劃平臺整體概念為介於地方政

府與中央政府間，因此需透過媒合方式，

使其成為兩者間接地器之機制。 

科技部 

竹科 

管理局 

1. 科技園區屬商業投資模式，無法與在

地化作連結，導致產業限制，造成投

資效益無法最大化 

2. 已規劃的科技園區特定區計畫，該如

何擴張，以供產業發展需求 

建議由內政部主導意見蒐集，成立專責單

位，負責協助處理相關都會區域規劃議題 

由國家給予支持科學園區發展，將研發單

位分散於別處，將科技園區對於地方環境

影響性降低。 

表21 地方訪談成果彙整表 

受訪機關 跨域課題 相關建議 

新北 

市政府 

1. 中央政策大多雨露均霑，因此喪失平

臺原有本意，且使其難以操作。 

2. 多數以政治思維作為優先考量條

件，進而失去計畫原意，例如：前瞻

計畫。 

3. 建議需要從專業上進行判斷，進行整

合型計畫。 

建議拋開政治思維，從專業面研提整合型

計畫。 

「跨域合作」重要精神即為從合作中找到

彼此互信的精神，且需先從共同有利之處

進行合作，後續再進入分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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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機關 跨域課題 相關建議 

臺中 

市政府 

1. 環境議題建議納入空氣品質 

2. 除了六都以外，其他縣市爭取資源相

對較於弱勢 

中、彰、苗、投市長共同簽署空氣污染加

重管制備忘錄 

建議由地方合作擬定議題，申請中央補助

計畫 

臺南 

市政府 

1. 相鄰縣市與該縣市各議題之優先順

序、重要性及推動時程規劃看法不

依，較難取得共識。 

2. 權責關係問題，例如：有些區域權責

管理隸屬中央，地方政府較難施力。 

以臺南市實際需求主動提報計畫，並由中

央進行協調，召集相關縣市彼此配合，以

提升整體可行性（屬於任務導向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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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都會區域共通性面向綜整 

本節綜整都會區域共通性面向，詳述如下。 

一、 都會區域共通性面向篩選結果 

根據前節之議題篩選原則及透過上述所盤點之國內社會輿論、相關研究及政策等資料，

本計畫將都會區域跨域合作內容所提之議題類型歸納出以下三大面向，包含「交通」、「水

環境」及「產業」。 

就交通面而言，北、中、南臺都會區所探討之議題類型項目著重於「土地使用」、「系

統性規劃」、「轉運」、「環境影響」及「行政與營運」；就水環境面而言，北臺都會區因應

土地擴張及為落實都市環境共生調適之策略，故議題類型以「土地管理」、「水資源供給」、

「污水管理」、「系統性規劃」、及「政策與管理」為主，中南部地區為我國未來水資源計

畫之主要分布區域，且常位於農業發展地區或城鄉發展地區邊緣，故主要探討「水與發展：

穩定供水」部分；而就產業面而言，北、中、南臺都會區所探討之議題類型項目則著重於

「土地管理」、「產業廊帶」、「污染防治」及「政策與管理」。 

本計畫亦進一步分別找出北、中、南臺都會區所關心之計畫內容（如下圖）。 

 

 都會區域跨域合作相關議題面向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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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共通性面向類型檢討原則 

針對各都會區域議題面向包含產業、交通與水環境面向其議題類型選擇原因、檢

討方法與計畫關聯性分項進行說明如下。 

(一) 交通面向 

根據 107 年 7 月 2 日與交通部運研所訪談都會區域交通面向議題類型結果，建議

以目前所執行交通部臺灣西部地區運輸系統發展策略及相關建設計畫針對都會區域交

通議題提出建議。依據訪談成果，北、中、南都會區由於人口密度高且運輸需求量大，

運輸走廊明確且旅次類型較為多元，足以支撐高運量公共運輸系統所需之量能，建議

針對都會區域提出五項議題類型，包含「土地使用」、「系統性規劃」、「轉運」、「環境

影響」及「行政與營運」擴大運輸系統服務範圍與整合運輸與土地使用，以下針對各

議題類型選擇原因、檢討方法與計畫關聯性進行說明。  

表22 交通面向議題類型彙整表 

議題類型 選擇原因 檢討方法 計畫關聯性 

1. 土地使用 

2. 系統性規

劃 

3. 轉運 

4. 環境影響 

5. 行政與營

運 

 

北 

以公車系統所累積的大眾運輸客源，

主要透過公路系統、捷運系統、軌道

系統與公車系統，支援上班通勤、物

流運輸，伴隨著產業廊帶的形成，結

合公共運輸骨幹架構，規劃轉運節接

駁網絡，逐次擴大服務範圍。 

依據議題面向

範圍利用公共

運輸服務指標

判斷合理涵蓋

率、可及性與移

動性作為評估

標準。 

1. 臺灣西部地

區運輸系統發

展策略 -北部區

域 

2. 臺灣西部地

區運輸系統發

展策略 -中部區

域 

3. 臺灣西部地

區運輸系統發

展策略 -南部區

域 

中 

由於都會區域與次核心區或周邊衛星

市鎮之路網在大眾運輸需求規模未成

熟前，主要透過公車捷運(BRT)作為延

伸線基礎形式擴大運輸系統服務範

圍，其路線需配合中部都會區域產業

廊帶需求進行空間布局。 

南 

軌道系統為南部都會區域運輸骨幹架

構，除了需強化主幹架構服務水準，

需發展轉成節點及接駁系統，使線性

運輸擴及面狀服務，於各節點整合運

輸與土地使用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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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根據本計畫所彙整之交通面類型相關計畫內容，為改善每逢尖峰時段或假日時段

因大量人潮、車潮流動所導致各重要幹道出現交通阻塞的情形，以及近年旅客頻頻成

長等現象，各都會區皆以「土地使用」、「系統性規劃」、「轉運」、「環境影響」及「行

政與營運」作為交通類型之發展主軸，並將其納入都會區域於空間上需整合之課題；

希冀能在短時間內疏散人潮、車潮，減少塞車情形，並增加交通路網整體便利性。 

(二) 水環境面向 

根據經濟部水利署重大政策，針對都會區域水環境面向議題類型結果，建議以目

前所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計畫及相關建設計畫針對都會區域水環境議

題提出建議。依據相關計畫成果，北、中、南都會區由於不但要解決淹水問題，也提

出水資源保育、開發、區域調度、節水技術、伏流水與再生水利用、無自來水地區改

善、老舊水源設施更新、水岸景觀營造等議題，團隊建議針對都會區域呼應五項議題

類型，包含「土地管理」、「水資源供給」、「污水管理」、「系統性規劃」、及「政策與

管理」，以下針對議題類型選擇原因、檢討方法與計畫關聯性進行說明。  

表23 水環境面向議題類型彙整表 

議題類型 選擇原因 檢討方法 計畫關聯性 

1. 土地管理 

2. 水資源供

給 

3. 污水管理 

4. 系統性規

劃 

5. 政策與管

理 

北 

北部都會區域因應住宅、產業、交通等

建設發展需求，產生大量污水問題，需

配合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研擬區域性

下水道建設藍圖，作為水與環境發展之

需求。 

依據議題面向

範圍利用下水

道建設接管面

積、全國河川

污染指數、淹

水潛勢面積、

水資源總量分

派比例作為都

會區域議題範

圍評估標準。 

1. 前瞻基礎驗

設計畫-水環境 

2. 易淹水地區

水患治理計畫 

3. 臺灣地區水

資源開發綱領

計畫政策 

中 

中部都會區域藉由湖山水工程計畫降

低供水不足或供水不穩定問題：針對高

缺水風險工業區，如大肚山工業廊帶供

水量無法滿足廠商現況或工業區供水

量不穩定，將影響廠商之設廠意願，並

增加廠商之營運風險，作為水與發展之

需求。 

南 

南部都會區域因淹水所產生水與安全

問題，針對整體流域及區域排水進行空

間發展的整合，進而回應都市逕流分擔

與出流管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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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臺灣因降雨時間不平均且多集中在豐水期，加上陡峭地形使河水快速流入海，以

致水資源利用與管理具有難度，此外，臺灣因地理位置條件，常發生颱風、豪雨，易

釀成洪水及土石流等災害。這些特殊的水資源、河川及海岸條件，使水環境管理成為

都會區域刻不容緩的課題。因此，各都會區將「土地管理」、「水資源供給」、「污水管

理」、「系統性規劃」、及「政策與管理」作為水環境面向之議題類型進行探討，希冀

能塑造出安全宜居的環境，並達到穩定供水之目標。 

(三) 產業面向 

根據107年7月9日與經濟部工業司與新竹科學園區管理處訪談都會區域產業面

向議題類型結果，建議以目前依據北中南產業廊帶推動產業鏈夥伴關係配合強化公共

設施服務與產業用地協調處理及相關建設計畫針對都會區域產業議題提出建議。依據

訪談成果，北、中、南都會區由於國土計畫架構產業用地在土地資源稀少與各項發展

用地需求競合下，未來產業用地取得預期將日趨困難。然永續發展之目標，有賴於經

濟、環境及社會三大支柱的均衡穩地且缺一不可，建議針對都會區域提出兩項議題類

型，包含「土地管理」、「產業廊帶」、「污染防治」及「政策與管理」，以下針對議題

類型選擇原因、檢討方法與計畫關聯性做說明。 

表24 產業面向議題類型彙整表 

議題類型 選擇原因 檢討方法 計畫關聯性 

1. 土地管理 

2. 產業廊帶 

3. 污染防治 

4. 政策與管理 
北 

北臺基隆河谷廊道產業廊帶分工定

位，包含臺北市提供創新研發；基隆市

負責生產運籌；新北、桃竹負責生產製

造，其產業用地在土地資源稀少與各項

發展用地需求競合下，未來產業用地取

得預期將日趨困難。 

針對利用空

間統計分析

判斷產業聚

落的空間結

構特徵，本計

畫以產業結

構就業人口

資料進行以

鄉鎮（市、區）

為空間單元

的特徵指認。 

1.基隆河谷廊

帶 - 北北基生

活圈整體跨域

空間發展計畫 

2.中部科學園

區整體建設發

展策略 

3.南臺都會區

海空雙港產業

發展軸帶 

中 

臺中至彰化60公里黃金縱谷-智慧機械

產業生態體系作為技術創新的航太供

應鏈、試驗場域，智慧車輛及相關載具

試驗場域，建立上中下游產業鏈結。 

南 

以臺南至高雄所形成的產業廊帶，面對

城鄉發展現況差異，產業發展技術創新

需求，需解決園區規劃、申請設置、開

發及更新階段遭遇難題，北至臺南科學

園區、高雄大社、仁武、鳳山、軟體科



106 年度全國國土計畫之都會區域計畫前置作業委託案 

75 

結語： 

根據本計畫所彙整之產業面向各相關計畫內容，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及科技日益進

步，各都會區皆以「土地管理」、「產業廊帶」、「污染防治」及「政策與管理」作為未

來的發展主軸，並將其納入都會區域於空間上需相互整合與協調之議題；希冀能透過

技術提升、興建科技園區及建立產業廊帶等方式，提升各都會區域之整體資源綜效。 

  

學園區至屏東則有內埔與屏東工業

區，進而鼓勵地方開發在地型產業園

區，帶動地方就業與產業在地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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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議題指認論壇會議成果 

第一節 五場議題指認論壇會議成果 

國土計畫法業於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依國土計畫法第 9 條第 2 項，指明「全國國土

計畫中涉有擬訂之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相關計畫內容，得另以附冊方式定之。」即都

會區域計畫為全國國土計畫之附冊，本質上為全國國土計畫之政策性、指導性原則之補充，

係作為針對跨域性議題之更具體指導內容。爰此，為期順利整合及蒐集都會區跨域性議題，

並挑選出優先處理內容，本計畫業已透過舉行五場議題指認論壇，廣納蒐集各界經驗及意

見，進而檢視全國都會區域計畫之重要議題面向，凝聚相關機關及專家學者對於優先議題

之共識。議題指認論壇會議辦理成果概述如後。 

一、 議題指認會議辦理成果說明 

以下彙整本計畫辦理五場次議題指認論壇會議之場次、辦理方式、參與專家學者、出

席人次、關切議題面向等辦理成果概述。 

(一) 辦理場次 

本計畫於 108 年 4 月 12 日(五)至 5 月 24 日(五)間，舉行全國性議題指認會議 2

場、區域論壇 3 場。 

(二) 關切議題面向彙整 

經盤點北、中、南各區域性議題指認會議議題成果(含本計畫先行彙整提出及會議

當日與會人員提出之議題)，共將 67 項議題歸納為 13 大類，包括：交通、產業、水

環境、能源、防救災、文化、土地管理、重要公共設施、公共衛生及安全、住宅與城

鄉發展、環境、總體規劃、複合面向等(詳如下圖)。其中，交通(49 票)、產業(29 票)、

水環境(27 票)面向在三場次區域性議題指認論壇中獲得較高的票數，為較受關注的面

向(詳如下表)。此外，在複合面向的部分，也多為產業、交通等面向的複合，再次說

明此三個面向的共通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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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性關切議題面向示意圖 

二、 各區域議題指認會議之議題彙整 

根據五場議題指認會議辦理成果，北、中、南各區域共提出 47 項新增議題，其中北

部區域新增 14 項議題，含既有議題，共計 21 個議題；中部區域新增 16 項議題，含既有

議題，共計 23 個議題；南部區域新增 17 項議題，含既有議題，共計 23 個議題。各議題

說明與初步建議詳述如下。 

(一) 北部區域 

議題 1：北臺都會區產業廊帶缺乏整合 

議題說明：現有之科技廊帶「基隆河谷廊帶」與「臺北科技廊帶」，其策略分別為

把基隆河谷廊帶打造成基隆產業科技廊帶並結合青創與住宅活化以往倉儲區；及臺北

將連結桃園並延續臺北科技走廊打造科技產業廊帶；而這兩個廊帶間之連結應加強使

海港與科技結合帶動貿易並使產業活絡。  

加強區域間緊密合作與資源共享，避免資源重複投入及加強各行政區間之資源互

補及共享。提升產業廊帶交通、產業、觀光等建設，帶動整體產業群聚及強化大眾運

輸使用效能，結合都會生活與河岸生態，建構更健康、宜居的生活環境。 

同時以流域管理概念，落實環境敏感地區規劃保育，檢討變更都市計畫農業區與

都市邊緣土地，整合多元使用型態，強化空間治理，發揮區域綜效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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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產業局之產業廊帶連結構想圖15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107 年。 

初步建議：建議透過跨區域部門會議協調整合區域之產業資源與發展潛力，透過

都會區域計畫推動整體區域之產業發展。 

議題 2：基隆河流域規劃與土地使用管制 

議題說明：基隆河谷廊帶為首都圈東區門戶廊道，以自然環境層面觀察河谷廊帶

屬谷地地形，兩側丘陵陡峭，可利用發展土地以平原、河階地為主，又基隆有 95%土

地為山坡地地形，故連接首都至基隆之東部發展軸帶可利用土地資源相當有限。 

 

 河谷廊帶及其周遭土地坡度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15台北市政府(107)。赴中國大陸廣州、深圳市產業交流參訪。引用於 108 年 2 月 13 日，取自

http://www.openreport.taipei.gov.tw/OpenFront/report/report_detail.jsp?sysId=C107AW0090 

http://www.openreport.taipei.gov.tw/OpenFront/report/report_detail.jsp?sysId=C107AW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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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濟層面而言，基隆河谷廊帶之發展涉及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之整合治理，

然當今基隆正面臨整體環境變遷，市與港固有的互動關係並沒有因應外在的變化而調

整，如：臺北港的興建與營運、超過 40 年未興建碼頭等，造成基隆市發展長期停滯不

動，截止至 106 年 5 月，七堵區製造業工廠登記總數 178 間其中 43 家歇業，六堵科

技園區製造業工廠登記總數 74 家其中 12 家歇業，北五堵地區製造業工廠登記總數 11 

間，歇業的兩家為保固實業(中鋼)及春源鋼鐵(七堵廠)，依前開資料所示，該區產業升

級活耀度及產業發展動能較低16。基隆河谷地區自民國 90 年後兩側土地受禁限建管制

影響，限縮該區域之土地發展，因前期整治計畫的完成，地方縣市政府期能爭取回歸

原有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內政部於 104 年 9 月研擬「基隆河流域土地開發管制行動方

案」並報院核定中。17然其於近期宣布將解除其管制，未來之土地使用規劃仍待檢和

與調整。 

初步建議：未來基隆河流域之土地使用規劃仍應考量相關限制與發展條件，做適

宜之許可或管制，建議應劃分其流域管制之介面屬流域之範圍應由流域特定區域計畫

進行管制，而非流域之範圍則為具開發淺力之範圍。 

備註：此議題，為議題「臺北都會區域東部發展軸帶發展受限」之延伸性討論議

題，故將兩議題進行合併說明，並以「基隆河流域」議題較切合討論之內容，因此以

此為主要之議題探討。 

議題 3：縣市處理鄰避設施 

議題說明：北臺區域間之鄰避設施有區域分配上之問題，部分縣市如臺北市多為

發展區域土地寸土寸金，其垃圾處理、殯葬問題等或有不能於區內解決之問題產生。

因此區域間之合作協調，回饋機制等有待協商。 

初步建議：建議以都會區域計畫之架構進行相關設施盤點，並對於需新設設施部

分用地做統一原則之變更。 

議題 4：善用海空聯運或國際海港運輸模式跨域發展產業廊帶 

議題說明：北台灣具有與國際對接之兩個空港(桃園、松山機場)與兩個海港(台北港、

基隆港)，海空港作為產業物流進出口之主要門戶，其運輸廊帶間或吸引相關鏈結產業

之發展，然現況之發展缺乏整體性之布局，其區域間產業之上下游鏈結及運輸倉儲之

關係較不明確，致使產業廊帶之鏈結未能達成其效益。 

                                           
16基隆市基隆河河谷廊帶期中報告書第二次審查 
17基隆河沿岸，2 項開發禁令: 1.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可建築用地。2.暫停受理基隆河流域非都市
土地 10 公頃以上之民間投資開發案等。(90 年 3 月 23 日台 90 內字第 01434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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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議：北台都會區域之海空雙港產業鏈結應有整體性之規劃，需上位產業主

管部門進行產業盤點與規劃整合方案，使產業於區位之分布上能發揮互相合作效益。 

 

 海空雙港區位及北臺產業廊帶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參考經濟部經濟地理資訊系統繪製。 

議題 5：首都圈都會區域 

議題說明：首都之機能做為重要之行政中心與戰略位置之區位條件與機能，為強

化臺北市首都機能，需聯合鄰近北臺縣市併同調整空間結構。臺灣自國際競爭時期以

降，發展歷程由南而北，最終政經中心落定於臺北市，臺北市之發展核心亦從西向東，

自萬華、大同為首的西區輾轉而至大安、信義為代表的東區。身為經濟與行政核心的

臺北市，同時也面臨土地寸土寸金，地價居高不下的問題，在土地有限的情況下，倘

若要釋放更多用地空間於民甚為困難。而目前臨近首都之地方政府，或因首都發展或

資深條件而具連帶之優勢，然缺乏相應之配套與整合。 

初步建議：建議以首都圈整體發展規劃的角度做為未來都會區域計畫的推動。透

過首都以外鄰近地方政府之機能分擔，除了能紓困臺北市用地短缺、增強臺北做為經

濟中心之效能外，亦能發揮其他縣市之優勢，帶動區域之整體發展。 

議題 6：缺乏區域整體容受力總量管制 

議題說明：目前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均應提具成長管理與總量管制之內容，然

全國國土計畫中僅針對各部門之土地設定全國之總量(註:該總量由各部門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提具)未分派各區域之總量，而交由各縣市政府提報檢核。其檢核之依據未有

區域性之區位分派，與未能因區域條件不同而有因地制宜之差異。而使地方政府在進

行規劃時其相關部門政策缺乏明確的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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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議：在全國國土計畫與縣市國土計畫間之成長管理與總量管制，建議後續

透過都會區域計畫，除對區域性部門計畫之整體規劃外同時能建立區域性之成長管理

與總量管制原則作為各地方政府發展之上位指導。 

議題 7：跨區域規劃防災區 

議題說明：因氣候變遷，未來之災害型態除單一災害外，同時需考量複合式災害

之發生。而北部區域由於都市發展規模跨區域，災害規模較大或發生區位於行政區邊

緣或交界時其防救災及避難區可能較鄰近其他縣市，或需跨區域聯合救援、避災。然

目前之防災區規劃大多以單一地方政府為主，仍缺乏跨行政區域之整體防災、備援區

規劃。 

初步建議：建議藉由上位之北部都會區域防救災計畫，綜合盤整整體區域之相關

災害潛勢及防救災據點，指認需區域合作之災防地區，規劃相關防災、救援以及備援

措施。 

議題 8：閒置產業用地 

議題說明：目前台灣產業園區眾多，因其產業類型受不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

然北部區域部分產業園區有用地閒置之問題，而同時有新設產業園區之需求。其產業

用地應如何分配確保有限之產業土地資源應如何分配利用，目前缺乏整體性之考量。 

表25 各類別工業用地設置依據與相關條件彙整表 

 

資料來源：UG Global Development(2018)。工業園區開發制度與進駐優劣勢比較條件說明。18 

                                           
18 UG Global Development(2018)。工業園區開發制度與進駐優劣勢比較條件說明。引用於 108 年 5 月 8 日，

 

https://ucgd-global.com/%E5%B7%A5%E6%A5%AD%E5%9C%92%E5%8D%80%E9%96%8B%E7%99%BC%E5%88%B6%E5%BA%A6%E8%88%87%E5%BB%A0%E5%95%86%E9%80%B2%E9%A7%90%E5%84%AA%E5%8A%A3%E5%8B%A2%E6%A2%9D%E4%BB%B6%E8%AA%AA%E6%98%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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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竹科管理局轄下 6 大園區，有 75.6 公頃土地可供出租。銅鑼園區，閒置面積

33.15 公頃，土地閒置率 46.44%，7 間進駐廠商；龍潭園區，土地閒置率 6.3%，進駐

廠商 8 家；宜蘭園區，閒置面積 32.32 公頃，土地閒置率 95.56%，3 家廠商進駐。107

年「竹科三期」都市計畫案，可能再度重啟。科學園區閒置率過高，是否有其開發之

必要，亦或可遵循國家政策(產創條例、科學園區設置條例)以釋出既有閒置土地為主。 

表26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土地使用情形表19 

園區別 總面積 
可供出租土地

面積(公頃) 

已出租土地面

積(公頃) 

土 地 出 租 率

(%) 
廠商家數 

新竹園區 653.00 274.30 274.30 100.00 392 

竹南園區 123.00 78.24 78.24 100.00 50 

龍潭園區 106.94 42.72 40.03 93.70 8 

新竹生醫園區 38.10 24.11 16.70 69.27 30 

銅鑼園區 350.05 71.38 38.23 53.56 7 

宜蘭園區 70.80 33.82 1.50 4.44 3 

總計 1,341.89 524.57 449.00 85.59 490 

初步建議：由於可供發展之用地資源有限，建議中央應對於各產業之發展於設立

園區時，其可涵納相關產業之可能性。避免其因該類型廠商進駐數量規模不足造成閒

置時，其他有用地需求之廠商因產業類別不符用地之使用類別而無法進駐。建議中央

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一步研擬各類型產業用地於整體規劃總量管制上相容

之可行性評估。 

備註：此議題，為議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閒置用地欠缺整合20」之延伸性討論議

題，故將兩議題進行合併說明，並以「閒置產業用地」議題涵蓋較廣，並保留原有竹

科議題之相關論述於此議題中。 

議題 9：能源、水資源及用電由中央統籌 

議題說明：以水資源角度現況來說，北台灣地區以新庄最缺水，依據臺灣北部區

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評估至 120 年各地區皆可滿足用水需求，除新竹縣、桃園市

工業用水有增加趨勢外，其餘地區用水需求皆有下降趨勢，然總量雖為足夠，但其係

                                                                                                                                        
取自
https://ucgd-global.com/%E5%B7%A5%E6%A5%AD%E5%9C%92%E5%8D%80%E9%96%8B%E7%99%BC%E

5%88%B6%E5%BA%A6%E8%88%87%E5%BB%A0%E5%95%86%E9%80%B2%E9%A7%90%E5%84%AA%E5

%8A%A3%E5%8B%A2%E6%A2%9D%E4%BB%B6%E8%AA%AA%E6%98%8E/ 
19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統計至 106 年 6 月，7 月 12 日發布。 
20財團法人報導者文化基金會，107 年 6 月 29 日。引用於 108 年 2 月 13 日，取自《報導者》「我們還需要
下一座園區？竹科三期更名重啟紀事」，https://www.twreporter.org/a/hsinchu-science-park-third 

https://ucgd-global.com/%E5%B7%A5%E6%A5%AD%E5%9C%92%E5%8D%80%E9%96%8B%E7%99%BC%E5%88%B6%E5%BA%A6%E8%88%87%E5%BB%A0%E5%95%86%E9%80%B2%E9%A7%90%E5%84%AA%E5%8A%A3%E5%8B%A2%E6%A2%9D%E4%BB%B6%E8%AA%AA%E6%98%8E/
https://ucgd-global.com/%E5%B7%A5%E6%A5%AD%E5%9C%92%E5%8D%80%E9%96%8B%E7%99%BC%E5%88%B6%E5%BA%A6%E8%88%87%E5%BB%A0%E5%95%86%E9%80%B2%E9%A7%90%E5%84%AA%E5%8A%A3%E5%8B%A2%E6%A2%9D%E4%BB%B6%E8%AA%AA%E6%98%8E/
https://ucgd-global.com/%E5%B7%A5%E6%A5%AD%E5%9C%92%E5%8D%80%E9%96%8B%E7%99%BC%E5%88%B6%E5%BA%A6%E8%88%87%E5%BB%A0%E5%95%86%E9%80%B2%E9%A7%90%E5%84%AA%E5%8A%A3%E5%8B%A2%E6%A2%9D%E4%BB%B6%E8%AA%AA%E6%98%8E/
https://www.twreporter.org/a/hsinchu-science-park-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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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部分小區域出現水電資源過量供給、部分地區供給不足，以供需總量來評估方顯

示為供足應求之情形，實際上許多小區域確實發生資源不足情形，尚待中央統籌以了

解各地區真實情形。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108/1/20-26 北中南東四區分區發電與用電情況 

 

初步建議：缺水缺電等議題雖為北部部分縣市共同問題，然其於土地使用之調整

能發揮之成效有限，故不建議以都會區域計畫操作，建議由中央主管機關統籌地方機

關整理並彙報各區域於水資源、能源之實際需求，以便中央機關進行資源分配。 

議題 10：公共衛生與醫療問題 

議題說明：以臺北市為核心的北北基首都生活圈每日人口流動量繁多，人群密度

亦高，易出現公共空間環境雜亂或致使流行性疾病傳染等公共衛生與醫療方面問題，

間接造成城市於衛生環境及民眾觀感上之負面影響。又，因民眾生活習慣使然，基隆

地區民眾於就醫方面仍以使用臺北市之醫療資源為主，少以基隆當地之醫院設施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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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造成疾病影響民眾之延滯時間增加並擴大疾病散播範圍，因此如何強化及落實地

方醫療資療為解決公共衛生與醫療問題上之一大課題。 

初步建議：公共衛生與醫療資源問題為北部都會區潛在之問題，應妥善為之，然

土地使用管制、功能分區劃設等方式於其可發揮之效用不顯著，恐難期待都會區域計

畫能妥適應對相關問題，故應以其他相關部門計畫或政策落實解決之。 

議題 11：功能不均衡，導致發展問題 

議題說明：北部各縣市因發展時序與經費不同，有發展程度及項目不同之情形，

造成各縣市間於特定機能上能提供之服務差距，須至發展相對完備之縣市方得取得服

務，又因人潮傾向往特定區域聚集，造成原先發展不周地區不受重視，原先已有發展

地區取得更多資源，進一步造成區域間發展失衡加劇，擴大區域差距。 

初步建議：由於此問題並非土地使用分區或土地使用管制所致，不易以此類方式

進行改善，因此建議由各縣市之部門計畫，對於區域內之機能欠缺或發展不均部分進

行調整，弭平因各縣市發展方向不同所造成之失衡問題。 

議題 12：跨域文化 

議題說明：北臺灣地區人口總量約為全國一半人口數，並且具有人口國籍及族群

多樣化之特色，而於不同國籍、不同民族文化接觸時，可能產生文化歧視、文化衝突

甚至是優勢文化迫害劣勢文化等問題，進而造成文化滅失情形。 

初步建議：保存文化多元性雖為普世價值之一，然其並不能以土地使用管制等方

式達到目的，尚待相關文化機關或團體共同維護。 

議題 13：區域產業用水水源調度支援能力待提升 

議題說明：由於氣候變遷愈趨明顯，近年(民國 91~104 年期間)石門水庫遭遇 5 次

嚴重枯旱公告停灌，實施 2 次第三階段分區供水措施。而預估 120 年北部區域整體工

業用水較現況增加約 25 萬噸/日，其增加區位主要在桃園及新竹地區，受限於跨區調

度能力及前項因素，未來於板新二期及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等跨區水源調度計畫完成

後，於目標(120)年桃園地區常態供水雖呈平衡，因應氣候變遷之備源水量仍顯不足，

且新竹地區仍有 5.7 萬噸/日供水缺口。 

初步建議：本提案在水資源的條配與調度上雖有跨域問題，然後續較難落致土地

使用規劃的執行層面，建議納入全國國土計畫的部門計畫中做較為深入的政策研提與

後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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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14：都會區域生活用水備援能力不足 

議題說明：雙北地區為人口稠密之都會區，對於供水穩定度之要求較高，為降低

枯旱風險，即使雙北地區在自來水降漏及節約用水後有餘裕水量，仍應保留部分水量

作為備援水源，並非所有餘裕水量均可調度供其他有供水缺口地區作為常態供水來源。

基隆(含新北市淡水河以北)地區則因當地自有水源不足，長期仰賴新店溪水源支援，如

能增加自有水源量，可提升北部區域之供水穩定。 

初步建議：本提案在水資源的備援上雖有跨域問題，然後續較難落致土地使用規

劃的執行層面，建議納入全國國土計畫的部門計畫中做較為深入的政策研提與後續推

動。 

議題 15：缺乏運輸系統功能指認 

議題說明：北部都會區域運輸系統之層級較多，除公路運輸外大眾交通運輸系統

的發展也十分發達，然不同運輸系統間、及單一運輸系統長短途旅次之對接與轉換目

前沒有一系統性之規劃，致使雖有不同運輸系統之規劃卻於轉運上產生斷點，而現階

段仍缺乏交通運輸系統間區域性之全盤規劃與考量，造成各行政區域之運輸服務系統

間有落差。   

初步建議：北台都會區域之交通議題除解決各縣市內部連結問題，其區域間跨區

之外部連結同時需較上位之交通主管部門進行整體規劃，並應同時考量區域之產業、

居住等通勤旅次，透過具指導性之上位計畫進行配套整合。同時，由於交通之旅次與

居住及產業關聯性高，建議其整體區域之資料盤整上及規劃時可與新增議題「跨域住

宅」所提及之相關部門共同討論與合作。 

議題 16：跨域住宅 

議題說明：北台都會區域由於人口密度集中，而其區域間之產業、人口由於交通

便利致使流動率大，造成跨區通勤及居住等議題之衍伸。尤以台北都會區域房價提升，

使就業人口於居住方面可能選擇其他房價較低之區域居住，衍生相關通勤問題。 

初步建議：雖目前各地方政府陸續推動可負擔住宅之政策，然其減少相關問題仍

的成效有限，建議跨區域間除住宅問題，應納入產業、交通等問題一併考量，以整體

發展規劃的角度做為未來都會區域計畫的推動。同時，由於跨域居住問題與交通與產

業關聯性高，建議其整體區域之資料盤整上及規劃時可與優先議題「缺乏運輸系統功

能指認」所提及之交通部門共同討論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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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17：軌道運輸系統間之整合規劃不足 

議題說明：桃園段之鐵路高架化工程，其路廊寬度不足且高架化後後對於桃園、

中壢都會區沿線之景觀、噪音衝擊過大。同時，桃園捷運綠線 G07 站與臺鐵桃園車站、

桃園機場捷運延伸線 A23 站與臺鐵中壢車站等介面，須配合地下化方案調整。 

 

 

 桃園都會區鐵路地下化計畫路線及車站示意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鐵道局，107，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改採地下化可行性研究報告。 

初步建議：本計畫已於研擬實施中，並送交通部審查，建議由桃園市政府持續辦

理與追蹤，無納入都會區域計畫之需求。 

議題 18：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閒置用地欠缺整合21 

議題說明：竹科管理局轄下 6 大園區，有 75.6 公頃土地可出租。銅鑼園區閒置面

積 33.15 公頃，土地閒置率 46.44%，7 間進駐廠商；龍潭園區，土地閒置率 6.3%，

進駐廠商 8 家；宜蘭園區，閒置面積 32.32 公頃，土地閒置率 95.56%，3 家廠商進駐。 

    107 年「竹科三期」都市計畫案，可能再度重啟。科學園區閒置率過高，是否

有其開發之必要，亦或可遵循國家政策(產創條例、科學園區設置條例)以釋出既有閒置

土地為主。 

初步建議：由於可供發展之用地資源有限，建議中央應對於各產業之發展於設立

園區時，其可涵納相關產業之可能性。避免其因該類型廠商進駐數量規模不足造成閒

                                           
21財團法人報導者文化基金會，107 年 6 月 29 日。引用於 108 年 2 月 13 日，取自《報導者》「我們還需要
下一座園區？竹科三期更名重啟紀事」，https://www.twreporter.org/a/hsinchu-science-park-third 

https://www.twreporter.org/a/hsinchu-science-park-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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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時，其他有用地需求之廠商因產業類別不符用地之使用類別而無法進駐。建議中央

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一步研擬各類型產業用地於整體規劃總量管制上相容

之可行性評估。 

備註：該新增議題，為原有議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閒置用地欠缺整合22」之延伸

性討論議題，故將兩議題進行合併說明，並以「閒置產業用地」議題涵蓋較廣，並保

留原有竹科議題之相關論述於此議題中。 

議題 19：臺北都會區域東部發展軸帶發展受限 

議題說明：臺北市近年來積極發展內湖、南港科技軸帶，因應高鐵設站而在南港

車站及其周邊土地打造首都東區門戶；新北市以中山高與北二高為產業發展重點廊帶，

除了已完成的新莊知識經濟產業園區、寶橋路周邊產專區都更專案通檢外，另在汐止

展現打造大汐科的企圖心，現更著眼於中和灰窯產業園區的規劃。而基隆因早期航運

發達，配合高速公路的興築，基隆河沿線土地多發展為倉儲運輸及產品加工業，快速

的運輸將人流、物流迅速帶往基隆港。現面臨港口競爭力式微的同時，基隆河谷沿線

產業發展有待土地轉型方向的確立與發展動能的誘導。 

南港在成為臺北市東區門戶後，將成為人流、物流、金流的匯集之處，其發展並

將往其東側之汐止、五堵、六堵等地域擴張。加以基隆地區藉原有臺鐵功能的提升，

獲中央補助打造「基隆捷運輕軌建設計畫」，未來有望形成台北都會區域東部發展軸

帶。 

然自民國 90 年後的基隆河流域兩側土地禁限建之政策，因前期整治計畫的完成，

地方縣市政府期能爭取回歸原有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內政部於 104 年 9 月研擬「基隆

河流域土地開發管制行動方案」並報院核定中。23 

基於國土保育、防災及配合其產業廊帶之發展，該區域應制訂相關之土地使用空

間規範避免無效之擴張及資源投入，以帶動整體區域之發展。 

                                           
22財團法人報導者文化基金會，107 年 6 月 29 日。引用於 108 年 2 月 13 日，取自《報導者》「我們還需要
下一座園區？竹科三期更名重啟紀事」，https://www.twreporter.org/a/hsinchu-science-park-third 

23
基隆河沿岸，至今尚未能解除 1.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可建築用地。2.暫停受理基隆河流域非都
市土地 10 公頃以上之民間投資開發案等 2 項開發禁令。(90 年 3 月 23 日台 90 內字第 014344 號函、) 

https://www.twreporter.org/a/hsinchu-science-park-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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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河河谷廊帶(士林-基隆)產業用地分布 

資料來源：基隆市政府，107，基隆河河谷廊帶區域發展策略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期中報告書。 

初步建議：未來基隆河流域之土地使用規劃仍應考量相關限制與發展條件，做適

宜之許可或管制，建議應劃分其流域管制之介面，規劃限制發展及條件發展區域。而

其條件發展區域及產業廊帶之規劃範圍區域，可透過臺北都會區域東部發展軸帶都會

區域計畫，進行相關之土地使用空間規劃。 

備註：該新增議題，為原有議題「臺北都會區域東部發展軸帶發展受限」之延伸

性討論議題，故將兩議題進行合併說明，並以「基隆河流域」議題較切合討論之內容，

因議題合併關係，部分敘述有重複部分。 

議題 20：大眾運輸系統缺乏區域間長途與短途旅次之區隔24 

議題說明：臺鐵樹林-七堵間為東、西路線重疊路段，此區間需同時服務基隆-臺北

間短途通勤旅客以及臺北花蓮/臺東間城際運輸，已造成容量瓶頸，實有必要檢討基隆

南港間鐵路運輸瓶頸改善。 

                                           
24議題來源: 

• 交通部鐵道局，107。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改採地下化可行性研究報告。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訪談，107 年 7 月 2 日。 

• 交通部鐵道局，106。前瞻軌道計畫辦理規劃中-修。 

• 交通部鐵道局，107。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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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路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鐵道局，107，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計畫。 

初步建議：該議題與新增議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閒置用地欠缺整合」有延伸性

之關係，可作為該項目之子議題，因此建議可以納入做為該交通部門之都會區域計畫

做為子計畫。 

議題 21：基隆港、台北港、松山機場因尺度大，國土計畫無深入研析，建議交通部分

多加探討，使觀光產業相互呼應 

議題說明：海空雙港所帶來的優勢除產業鏈結外，其交通運輸規劃以及觀光等資

源同時也缺乏配套連結，亟需整合，應一併進行區域性之整體檢視。 

初步建議：由於議題的主軸為針對海空雙港之鏈結，因此建議與優先議題三「善

用海空聯運或國際海港運輸模式跨域發展產業廊帶」可一併進行整體規劃，並針對產

業、交通、觀光等相關面向，匯集相關主管機關之意見進行整體規劃。在整體規劃之

目標願景下再交由個別部門之中央主管機關、地方政府機關針對不同面向進行該面向

下之整體與細部規劃。 

(二) 中部區域 

議題 1：中臺產業園區缺乏整體性污染防治 

議題說明：科學園區為國家發展經濟主要產業之一，但在產品製程中所產生之廢

水、廢棄物或毒性化學物質對環境造成危害之可能性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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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針對由台中、虎尾、后里、二林及中興，跨四縣市共五處的中部科學園區其

可能或業已產出之危害環境物質進行控管及滾動式檢討，規劃出於發展經濟同時亦能

顧及環境保育之永續發展方式是中部區域所面臨的一大課題。 

初步建議：目前新設之產業園區對於污染排放量雖有相關法令作管制，但於土地

使用上仍可以都會區域計畫之方式，指導中部各縣市對於其產業園區相關用地題出符

合共同原則之管制內容，方不致使產業因不同縣市之推拉力而出現分布不均、污染過

度集中等問題。 

議題 2：中彰離岸風電產業規劃 

議題說明：因應能源轉型、綠色能源經濟時代，離岸風電將成為能源發展趨勢，

台中及彰化具有良好的離岸風力發展條件，離岸風場二期已確定開發，離岸風電將帶

動相關產業發展，對於從業人員與相關人才需求約為 2100 人，台中港將設置台灣風

能訓練公司以培育離岸風電人才，台大亦設置相關的校內課程及在職專班，培育與訓

練相關人才以因應未來所需。 

中部區域欲發展離岸風電產業，而發展離岸風電除製造機具外，尚須對於機具設

施提供足以支撐其穩定運作及後續維護所需之耗材，因此需要相關之運維產業，又因

離岸風電設施屬於能源產業範疇，需要於既有土地使用管制項目上予以新增或刪減，

並做出相應規劃。 

目前已有若干國內外相關業者對於此區域離岸風電能源產業有發展意願與相關規

劃，若能藉此機會發展完善的能源設施，不僅能降低台灣對於石化能源的需求，減少

碳排放量，亦能強化台灣的能源自主性，降低對進口能源的依賴性。 

初步建議：透過啟動都會區域計畫，聯合臺中彰化兩縣市於中彰沿海地區劃設專

區，並建立共同標準之專區內土管規則，發展離岸風電與其配套產業。 

備註：此議題包含議題「中彰離岸風電運維產業(1)機密產業發展規劃(2)能源產業

發展規劃」與其後續延伸性討論議題，故將兩議題進行合併說明，並以「中彰離岸風

電產業規劃」議題涵蓋較廣，並保留原有兩議題之相關論述於此議題中。 

議題 3：中彰共同生活圈交通系統建設 

議題說明：為減輕北彰、臺中與南投周邊道路交通負荷，串連交通路網，期透過

橋樑、道路等交通建設，持續構建完整的跨區域交通路網。  

又中彰地區民眾於兩地往返之需求頻繁，無論就業、就學、休閒娛樂皆有密切互

動，若需將相關交通路線之服務效能最大化則需進行系統整合或新設道路等措施，然

無論興建道路網路或整合既有交通系統，皆會對周遭地區產生影響，故受影響區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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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管制上議需做出相應之調整。 

初步建議：以都會區域計畫作為中、彰、投三縣市於交通路網之劃設與串聯、交

通建之指導與都市計畫檢討變更，使各縣市之交通規劃有系統性地串連而非各自為

政。 

備註：此議題包含議題「中彰交通運輸系統亦涉及土地使用問題導致交通量不均

衡」與其後續延伸性討論議題，故將兩議題進行合併說明，並以「中彰共同生活圈交

通系統建設」議題涵蓋較廣，並保留原有兩議題之相關論述於此議題中。 

議題 4：區域軌道整合度不足 

議題說明：目前中部地區臺中、苗栗、彰化、雲林四縣市雖有高鐵與台鐵之雙軌

道運輸系統，然目前因銜接兩系統之軌道建設未完竣或班次時間無法配合，致使民眾

於使用軌道系統時之轉運轉乘較不方便，無法有效利用雙軌道系統之優勢。 

在區域軌道系統發展之發展背景下，中部區域應有整體性路網的考量，即應致力

使臺鐵系統可以提供較便利的短程區域通勤鐵路的功能，且與高鐵所提供之快速長程

運輸功能更緊密的結合以發揮雙鐵的路網，整合經濟效益。 

另外臺中目前已有捷運線正在規劃、興建階段，而彰化亦有捷運興建規劃之構想，

如何整合臺中與彰化之捷運網路，以達更高效之運輸能力為區域合作上之重要工作項

目。 

初步建議：建議以都會區域計畫之尺度對於既有予計畫中之軌道系統進行整合與

活化，並且因應短程通勤用之台鐵捷運化以及新設之捷運路段新增軌道，落實對通勤

尖峰時期人潮分流之作業。  

備註：此議題包含議題「中彰捷運網可行性評估」與其後續延伸性討論議題，故

將兩議題進行合併說明，並以「區域軌道整合度不足」議題涵蓋較廣，並保留原有兩

議題之相關論述於此議題中。 

議題 5：空氣污染相關管制策略不足 

議題說明：每年 10月至隔年 3月因季節風向改變進而導致台灣中部空氣品質不佳，

致使空污情形之污染源除境外傳播之外，境內產出亦多，約占污染比率之 60％。但現

階段所採取措施皆以控管污染源產出污染物總量為主，較缺乏對已產出之污染物其對

應措施。 

空氣污染不僅會讓視野能見度降低，嚴重者更會導致民眾健康受到影響，雖然中

臺灣地區受空氣污染程度較南臺灣之高屏地區不嚴重，但於空氣污染嚴重時期，空氣

品質指標仍會超標許多，數值十分可觀，故如何控管污染源產出污染物，以及淨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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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之污染是在改善空氣品質上必解的課題。  

初步建議：目前我國對於產業有空氣污染排放總量之限制，然於土地上仍可以都

會區域計畫之尺度，對於不同縣市位於風系之上、下風處等地對於使用管制項目尚進

行因地適宜之調整。 

議題 6：海、陸、空的交通系統與鄰近縣市整合 

議題說明：中部區域之觀光資源眾多，包含日月潭、新社花海、鹿港天后宮、苗

栗南庄等景點對於外地及國外旅客具有相當之吸引力，而其主要城市臺中同時擁有海

港與機場之主要對外機能，其與陸運機能之觀光路線配套，現階段仍缺乏整合使區域

之旅運未能帶給觀光人潮良好之體驗。 

初步建議：建議以整體觀光發展規劃的角度（或可結合地方創生之理念）做為未

來都市區域計畫的推動，盤點不同類型之相關觀光資源，併檢核其交通規劃與配套，

透過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部門之配合共同推動，同時透過相關整體計畫促進地方之發

展。 

議題 7：區域產業總體規劃方針(各產業供需盤查) 

議題說明：由於中臺灣區域產業種類繁多，應對於不同展業進行盤點與分類，方

能對於各類產業用地進行總量配置，同時亦能視其產業結構與規模進行水資源、能源

等分配，進而做區域產業之總體規劃。 

初步建議：由都會區域計畫對於區域產業用地需求進行盤點，並對於不同縣市內

相同使用項目訂定同一原則之管制規則，使產業不致過度聚集造成區域失衡，並對於

資源進行合理分配，妥適進行區域整體的展業規劃。 

議題 8：非產業園區工業土地污染防治 

議題說明：以產業而言，較易產生污染問題的主要以二級產業為主，而中部地區

從早期的紡織、製鞋業到目前的精密機械加工業、半導體、光電產業等，產業發展相

當多元，且都是中部地區比較具競爭型的產業。但產業園區從科技部的科技園區到加

工出口區等都是屬於較為完善的工業或產業園區，因此在設置上均已有符合嚴格規範

的污染防治要求，然都市計畫內的一般工業區、零星工業區、未登記工廠等所形成的

污染不僅難以管控，且難以確實偵測，致使污染防治較為困難。基此，未來應針對非

產業園區的工業土地污染防治問題做進一步的規劃。 

初步建議：未來可透過專區規劃整併都市計畫內之工業區。此外，應進一步加強

未登記工廠之查緝，以專區專管形式進行相關規範與污染防治作業。建議此提案可納

入縣市國土計畫之部門計畫做後續政策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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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9：加強公共運輸建設、資源分享與整合 

議題說明：中部地區的遊憩公共運輸系統大多有路網涵蓋範圍不足、車齡老舊、

服務品質不佳等問題，直接影響民眾搭乘意願，因此，到此處遊憩的旅客多以私人運

具為主要交通方式，直接增加了景點周邊道路的交通負擔，加上景點的有限空間，常

無法容納過多的私人運具，造成停車位缺乏或是違規停車的問題嚴重，而過多的私人

運具更造成惡劣的空氣品質，對優美的風景區產生不良的環境衝擊，在上述惡性循環

下，遊憩品質大幅降低，嚴重影響遊客的再訪意願及對遊憩區的觀感，將不利於大臺

中觀光的發展。 

初步建議：建議以都會區域計畫為統籌，指導中臺灣地區各縣市對於路網涵蓋範

圍與路線設計進行相關檢討變更，以利後續單位執行之一致性，方不致產生不同部門

之歧異，以此方式提升大眾運輸交通之穩定性與方便性，進而增加民眾使用大眾運輸

之意願，減少對私有載具之需求，落實低碳運輸之目標。 

備註：此議題包含議題「大眾運輸服務品質待加強」與其後續延伸性討論議題，

故將兩議題進行合併說明，並以「加強公共運輸建設、資源分享與整合」議題涵蓋較

廣，並保留原有兩議題之相關論述於此議題中。 

議題 10：中、南投幹線軌道運輸之整合 

議題說明：南投之軌道運輸僅有觀光功能，並不具通勤功能，造成南投與臺中間

之公路系統時常堵塞，影響使用效能，故如何整合軌道運輸與公路運輸，使其運用效

能提升便為改善區域交通問題之要點。 

初步建議：建議以都會區域計畫為統籌，指導臺中與南投於開發或整合交通系統

之方向，提高效能與效率。 

議題 11：區域農業合作、轉型(低耗水高科技) 

議題說明：中臺灣地區之雲林、彰化等地為臺灣農業重鎮之一，但因近年來氣候

變遷，出現缺水或長期未降雨狀況，致使傳統之水稻作物受影響，並且種植水稻耗水

量大，造成缺水狀況加劇。目前南彰化地區已有發展高科技、低耗水之農業（如彰化

田尾鄉之花卉），若可藉由擴大高科技低耗水農作物之經營規模，不僅可增加純作物與

相關觀光帶來之經濟收入，亦能緩解中臺灣地區農業缺水問題。 

初步建議：建議以都會區域之尺度，對於位於不同縣市，但環境條件相似之農地

進行特定農作或土地使用之指導與分配。 

議題 12：跨區域處理(嫌惡設施、火葬場、灰塘、焚化爐) 

議題說明：中臺灣地區之嫌惡設施有區域分配上之問題，如彰化縣內無火葬場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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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至臺中或南投進行火化、臺中火力發電廠之事業廢棄物運至彰化做掩埋處理等，皆

有單一轄區內機能不足而須進行跨域分工之情形，若需強化單一區域內之鄰避設施規

模或落實區域合作效能則需進行相關項目之盤點與分配。 

初步建議：建議以都會區域計畫之架構進行相關設施盤點，並對於需新設設施部

分用地作統一原則之變更。 

議題 13：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地區易造成淹水問題更趨嚴重 

議題說明：雲彰地區由於農業與養殖漁業長期超抽使用地下水，目前已成為嚴重

地層下陷地區，具 106 年度統計資料25所示，雲林縣與彰化縣之顯著地層下陷地區面

積分別為臺灣各縣市中第一、二名。 

地層下陷常伴隨許多現象，如淹水不易排出與海水倒灌等，因此每當颱風等災害

夾雜大量降水量之自然現象發生時，雲彰地區受水災害影響則相當明顯，雖目前雲林

與彰化兩縣之地層下陷情形已獲得改善，但地層下陷仍為兩縣需要持續面對之課題。 

初步建議：目前有關雲彰地區因產業轉型及政府相關部門投入，地層下陷部分已

獲一定程度改善並有效控制其發生，現階段建議納入各縣市個別部門計畫處理即可。 

議題 14：區域電力供需盤查 

議題說明：中臺灣有台中電廠，近期亦有於此發展離岸風電之政策，進而成為供

應全台電力要角之一，然近年來缺電案件頻傳，如何先穩固區域電力需求後再將剩餘

部分電力供應予臺灣其餘縣市已成為能源上之議題，因此需先完成中臺灣地區於電力

供需之總量盤查，方能進行後續資源分配作業。 

初步建議：建議由相關單位進行專案調查或與相關單位進行會談，而非以都會區

域計畫為之。 

議題 15：建立各縣市聯合交控中心 

議題說明：中台灣地區以臺中市為首，與彰化縣、南投縣、苗栗縣相鄰，彼此旅

次頻繁且需求強烈，而目前各縣市均分別設立交通控制中心，以控管其境內之交通流

量。在未來強調區域合作、區域交流的情況下，整體的流量控管、整合與溝通不同縣

市間的交控系統是達到跨區域交通控制管理最佳化目標的主要課題。 

                                           
25經濟部水利署，107。地下水保育資料。引用於 108 年 2 月 13 日。取自

https://www.wra.gov.tw/6950/7170/7356/7488/13314/ 

https://www.wra.gov.tw/6950/7170/7356/7488/13314/


106 年度全國國土計畫之都會區域計畫前置作業委託案 

95 

初步建議：建議由中部縣市交通部門合作，建立區域性交控中心，無須以都市區

域計畫操作即可完成。 

備註：此議題修正自議題 20，兩議題進行整併。 

議題 16：區域性水資源用水調配和區域排水不良導致之淹水、污染問題 

議題說明：由於熱島效應與地表逕流增加，發生於都市內之淹水型態已與過去相

去甚遠，故原先設計並建置，期能阻隔河川暴漲情形之堤防轉為造成都市排水困難之

設施，而都市內淹水部分則因延滯時間增加，造成污染加劇及環境髒亂等情形， 

另因中台灣產業型態與人口結構因縣市各異，各區域對水資源之需求亦有所不同，

因此如何對相對有限之水資源進行妥適之分配，尚待各縣市協商之。 

初步建議：區域內淹水情形因各縣市現況各異且規模較小，建議由各縣市以地方

政府為單位，協同相關部門處理問題。至於水資源分配則由中央與地方水利機關進行

協調，而非以都會區域計畫為之。 

議題 17：流域管理 

議題說明：中台灣地區之南投縣為許多流經中部縣市河川之發源地，因此對於河

川集水區之保育以及中上游河段之管理便為穩定區域發展之一大要點。 

初步建議：河川流域管理雖為跨縣市議題，然因其特殊性，且營建署業已發布流

域特定區域計畫在案，故流域管理議題建議納入特定區計畫，非都會區域計畫之範圍。 

議題 18：自行車路網整合(遊憩) 

議題說明：近年來低碳運輸已成為全球趨勢，而臺灣亦跟隨全球浪潮，各縣市紛

紛興建區域內自行車路網，其中供遊憩使用之自行車路網相較於市區內通勤路網不僅

比較安全，同時亦能驅使人民以自行車取代自動車輛，減少假日時段熱門觀光景點周

邊道路壅塞情形，因此如何有效整合中部各縣市之自行車路網，提升其服務效用便為

臺灣發展低碳，甚至是無碳運輸上之一大課題。 

初步建議：建議由各縣市相關部門互相協調如何整合路網即可。 

議題 19：海岸管理：沿岸淤積與侵蝕 

議題說明：由於氣候變遷以及河流中上游產業活動，目前中部沿海地區已由堆積

作用逐漸轉向侵蝕作用，變相造成國家土地資源流失、面積減少等現象，對於沿岸產

業與建設亦有一定程度之影響，若無妥善處理恐危害國家與人民之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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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議：此議題因其於國土計畫框架內可處理部分有限，且其因各縣市實際現

況而有不同，以都會區域計畫操作恐出現效果不彰情形，建議議納入中部各縣市之部

門計畫處理之。 

議題 20：各縣市交控中心尚未完全整合 

議題說明：中台灣地區以臺中市為首，與彰化縣、南投縣、苗栗縣相鄰，彼此旅

次頻繁且需求強烈，而目前各縣市均分別設立交通控制中心，以控管其境內之交通流

量。在未來強調區域合作、區域交流的情況下，整體的流量控管、整合與溝通不同縣

市間的交控系統是達到跨區域交通控制管理最佳化目標的主要課題。 

初步建議：建議由中部縣市交通部門合作，建立區域性交控中心，無須以都市區

域計畫操作即可完成。 

議題 21：大眾運輸服務品質待加強 

議題說明：大臺中的遊憩公共運輸系統大多有路網涵蓋範圍不足、車齡老舊、服

務品質不佳等問題，直接影響民眾搭乘意願，因此，到臺中遊憩的旅客多以私人運具

為主要交通方式，直接增加了景點周邊道路的交通負擔，加上景點的有限空間，常無

法容納過多的私人運具，造成停車位缺乏或是違規停車的問題嚴重，而過多的私人運

具更造成惡劣的空氣品質，對優美的風景區產生不良的環境衝擊，在上述惡性循環下，

遊憩品質大幅降低，嚴重影響遊客的再訪意願及對遊憩區的觀感，將不利於大臺中觀

光的發展。 

初步建議：建議以都會區域計畫為統籌，指導中臺灣地區各縣市對於路網涵蓋範

圍與路線設計進行相關檢討變更，提升大眾運輸交通之穩定性與方便性，進而增加民

眾使用大眾運輸之意願，減少對私有載具之需求，落實低碳運輸之目標。 

議題 22：中彰交通運輸系統亦涉及「土地使用問題」導致「交通量不均衡」 

議題說明：中彰地區民眾於兩地往返之需求頻繁，無論就業、就學、休閒娛樂皆

有密切互動，若需將相關交通路線之服務效能最大化則需進行系統整合或新設道路等

措施，然無論興建道路網路或整合既有交通系統，皆會對周遭地區產生影響，故受影

響區域於土地使用管制上議需做出相應之調整。 

初步建議：建議由都會區域計畫統合相關縣市，對於受影響地區發布進行同一原

則之土地使用管制內容。 

議題 23：中彰離岸風電「運維」產業(1)機密產業發展規劃(2)能源產業發展規劃 

議題說明：中部區域欲發展離岸風電產業，而發展離岸風電除製造機具外，尚須

對於機具設施提供足以支撐其穩定運作及後續維護所需之耗材，因此需要相關之運維



106 年度全國國土計畫之都會區域計畫前置作業委託案 

97 

產業，又因離岸風電設施屬於能源產業範疇，需要於既有土地使用管制項目上予以新

增或刪減，並做出相應規劃。 

初步建議：透過啟動都會區域計畫，聯合臺中彰化兩縣市於中彰沿海地區劃設專

區，並建立共同標準之專區內土管規則，發展離岸風電與其配套產業。 

議題 24：中彰捷運網可行性整合評估 

議題說明：臺中目前已有捷運線正在規劃、興建階段，而彰化亦有捷運興建規劃

之構想，如何整合臺中與彰化之捷運網路，以達更高效之運輸能力為區域合作上之重

要工作項目。 

初步建議：建議統合兩方路網藍圖後，以都會區域計畫之規模對捷運路線周遭之

土地進行符合同一原則之變更與劃設，使隸屬於不同地方政府主管之捷運路線發生制

度不一致之情形減少。 

(三) 南部區域 

議題 1：在地優勢產業鏈結不足 

議題說明：全國百大企業，雖然南部僅佔 16 家，然南部地區在飲料、汽車及其零

組件等產業聚落相對於其他產業較為顯著，未來若能朝向強化在地產業鏈結的方向發

展，或可提升產業間的互動，強化產業發展規模，並可進一步投入研發創新的相關產

業，以增加市場的發展潛力。 

根據南部產業匯智聯盟進行的專家問卷之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智慧自動化設備、精

密機械、高值金屬材料、綠色節能車輛、智慧節能家電產品、照護服務、醫療保健服

務、國際醫療及高科技紡織、安全食品、食品生技等產業是未來具有潛力的產業發展

方向(詳如下圖)。基此，未來南部區域的產也發展除了既有產業的整合強化外，亦可進

一步拓展新興科技產業，以平衡北、中、南各地區的產業發展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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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潛力產業之專家問卷分析結果示意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105，地區產業整合發展計畫：匯聚智慧，化為行動，啟動南部產業創新。引用

於 108 年 2 月 11 日，取自 http://www.srido.org.tw/masterblog/5。 

初步建議：本提案建議可強化上、中、下游的產業連結，並規劃區域性產業園區

來協助提升同類型產業的聚集效益，建議未來可以產業廊帶概念做後續的整體規劃。 

議題 2：南臺都會軌道運輸網絡整合規劃仍待評估 

議題說明：為強化與改善南部區域的通勤環境，高雄捷運若能延伸至屏東，可為

民眾通勤帶來更多的便利。此外，也能連結高屏地區的發展，並可能進一步促進沿線

土地開發、增進都市環境的發展。基此，可評估高雄捷運延伸至屏東之需求，以改善

兩地的交通環境與周圍發展。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的長期路網規劃中即包含大寮屏東線，此路線西起於橘線 

O14 站東側以高架方式布設於台 1 線（鳳屏路），以河川橋方式跨過高屏溪，沿屏東

市六塊厝農場南端以高架方式興建；路線最後進入台糖屏東廠區。全長 14.04 公里，

共 9 座車站26(詳如下圖)。 

                                           
26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長期路網規劃－大寮屏東線。引用於 108 年 2 月 13 日，取自

https://mtbu.kcg.gov.tw/cht/project_long_map.php?content=plan_8_2  

http://www.srido.org.tw/masterblog/5
https://mtbu.kcg.gov.tw/cht/project_long_map.php?content=plan_8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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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寮屏東線路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n.d.，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長期路網規劃－大寮屏東線。引用於 108

年 2 月 13 日，取自 https://mtbu.kcg.gov.tw/cht/project_long_map.php?content=plan_8_2。 

另106年9月高鐵南延增設屏東站可行性研究報告中提出四種高鐵南沿方案方案，

參閱下圖，一是採(一-1)燕巢岔出至六塊厝或(一-2)新增站共站及(二-2)左營岔出至六塊

厝或(二-2)新增站共站四方案則一。 

 

 高鐵南延選站方案示意圖 

資料來源：高雄點，106，高鐵南延增設屏東站期中報告出爐。引用於 108 年 4 月 05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KaohsiungHTROC/posts/1491982944441750。 

https://mtbu.kcg.gov.tw/cht/project_long_map.php?content=plan_8_2
https://www.facebook.com/KaohsiungHTROC/posts/149198294444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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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議：為有效提升軌道運輸建設的效益，應以整體性發展進行規劃，非單以

軌道運輸路線設置考量。基此，建議邀集各相關局處共同討論，並在都會區域計畫推

動後，指導各縣市之縣市國土計畫，以配合協調變更，達到運輸串聯的效益。 

議題 3：跨縣市交通需求(通勤、生活、消費、觀光旅遊) 

議題說明：針對人口結構的變遷，未來跨縣市交通需求應朝向再發展並促使現有

都市或鄉鎮市區間的連結強化，以提供在地居民或外來遊客通勤、生活、消費或觀光

旅遊等需求。此外，應透過強化南部區域現有都市、鄉鎮市區間的大眾運輸系統，並

搭配軌道運輸的路線，加強如公車、捷運、輕軌等轉駁的路線、班次等規劃，以利民

眾轉乘，提升搭乘意願，降低自用車耗能且不環保的旅運模式。 

初步建議：南部區域的大眾運輸規劃有跨域需求，且應進一步考量搭配各地區的

遊憩、就業、就學等相關需求，強化在地居民的運輸連結及外來遊客的自助便利性。

因路線的規劃與周圍土地使用等需求具有高度關聯性，建議未來此計畫應以南部區域

做全盤考量，並指導各縣市國土計畫做後續的配合修正與調整，以利區域的整體發展。 

議題 4：跨區域居住需求 

議題說明：鑒於高雄行政範圍成南北向狹長型，因此在空間發展上各有不同，而

北高雄與南台南鄰近，多有通勤、旅遊等相關需求，加以北高雄有楠梓、左營、旗津

等區，搭配大岡山區，就業人口眾多，相較高雄市區與南台南的來往更為密切。基此，

在通勤就業、就學等需求下，具有跨區域的居住需求。 

初步建議：鑒於南台南與北高雄的頻繁互動，除住宅需求外，交通、遊憩規劃、

產業整合等都可一同納入討論，建議可進一步以整體發展規劃的角度做為未來都會區

域計畫的推動。 

議題 5：產業用地如何整合應用 

議題說明：產業用地除都市計畫區內工業區外，尚有丁種建築用地、特定專用區、

產業園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環保暨農業生技園區等，然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均隸屬不同單位，導致未來在產業用地的整合上較為困難，將可能影響未來產業園區、

產業廊帶等整體規劃上的協調困難。 

初步建議：依據未來的區域整體規劃與發展，產業園區或產業廊帶的劃設有其必

要性，且進一步影響土地使用等問題，建議未來執行此都會區域計畫，應透過協商機

制或提升主管單位層級，以依發展需求，快速整併相關用地，並指導相關縣市國土計

畫依據劃設範圍同步進行修正與調整。 



106 年度全國國土計畫之都會區域計畫前置作業委託案 

101 

議題 6：跨域資訊、資源整合不足，仍難支撐智慧城市之發展 

議題說明：智慧路燈、再生能源及智慧照護等議題為南台灣未來智慧城市合作發

展的重點，為打造更貼近市民需求的智慧服務，應以合作解決共同的問題、擴大智慧

城市場域規模的方向前進。基此，期待透過共同推動南部 5 縣市 OPENDATA 開放資料

聯盟達成資訊系統交流共享，以帶動整體智慧城市發展。 

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針對高雄智慧城市發展構想，針對與南部各縣市的合作，聯

合提出幾項提案，分別說明如下。27 

(1) 智慧交通城市車流解決方案(合作縣市：高雄市、台南市、嘉義市、嘉義縣) 

未來期望透過路口號誌時制的重整，分析交通狀況以改善路段的行駛速率等問題。

此外，透過影像辨識技術、路口轉向量等資料作為流量偵測與違規告警之用，並藉由

資訊化方式提供民眾即時道路交通資訊。 

(2) 智慧城鄉社政照護聯合系統(合作縣市：高雄市、嘉義縣) 

鑒於高雄市與嘉義縣的高齡人口比率相較其他縣市較高，基此，期望透過各單位

的合作，並整合為智慧社福管理平台，以為民眾提供各式照護服務。 

(3) 高屏跨域智慧城鄉 i-sharing 共享交通整合服務(合作縣市：高雄市、屏東縣) 

由於南部區域在大眾交通服務資源的分配上較為不均，且易造成政府經營上的資

源浪費，因此，若可結合民間資源，透過共享模式來進行服務，不僅可補足大眾運輸

的不足，亦可更有效使用在地資源，並切合民眾需求。 

(4) 人工智慧與生物辨識於高屏智慧公共交通場域應用示範計畫(合作縣市：高雄市、

屏東縣) 

現階段高、屏地區的大眾運輸乘客以學生和高齡者為主要族群，而此兩族群正好

為各家庭中最需特別重視其在外安全的族群，然目前尚無即時乘車安全資訊的提供方

式，基此，期待未來可透過人臉、虹膜等方式進行相關認證，以協助改善資安問題，

並邁向無卡化世代。 

                                           
27 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107。高雄智慧城市發展構想。引用於 108 年 2 月 13 日，取自

https://www.twsmartcity.org.tw/download.php?file=Local%2FSeminar%2FLocal+Seminar+Kaoshiung_0531.

pdf&title=%E9%AB%98%E9%9B%84%E6%99%BA%E6%85%A7%E5%9F%8E%E5%B8%82%E7%99%BC%E5%

B1%95%E6%A7%8B%E6%83%B3.pdf  

https://www.twsmartcity.org.tw/download.php?file=Local%2FSeminar%2FLocal+Seminar+Kaoshiung_0531.pdf&title=%E9%AB%98%E9%9B%84%E6%99%BA%E6%85%A7%E5%9F%8E%E5%B8%82%E7%99%BC%E5%B1%95%E6%A7%8B%E6%83%B3.pdf
https://www.twsmartcity.org.tw/download.php?file=Local%2FSeminar%2FLocal+Seminar+Kaoshiung_0531.pdf&title=%E9%AB%98%E9%9B%84%E6%99%BA%E6%85%A7%E5%9F%8E%E5%B8%82%E7%99%BC%E5%B1%95%E6%A7%8B%E6%83%B3.pdf
https://www.twsmartcity.org.tw/download.php?file=Local%2FSeminar%2FLocal+Seminar+Kaoshiung_0531.pdf&title=%E9%AB%98%E9%9B%84%E6%99%BA%E6%85%A7%E5%9F%8E%E5%B8%82%E7%99%BC%E5%B1%95%E6%A7%8B%E6%83%B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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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慧旅遊好玩咖(合作縣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依據高雄市政府所提出的數據指出，過往自由行旅遊比例逐年提升，至 106 年已

達 66%，顯見旅遊是未來的發展契機之一。而目前三縣市在食、宿、遊、購、行、娛

等面向的整合，已有 1,800 家優質廠商的搭配，並由三縣市於 104 年推出「高屏澎好

玩卡」的整合性旅遊套票，未來將進一步朝向整合性智慧平台的建置，以無卡化的設

置提升好玩卡之應用。 

初步建議：本提案涉及跨域空間的相關議題，然規劃內容較屬資訊、系統設置的

統一性，此部分建議各縣市可自行進行協調，統一資訊格式即可。 

議題 7：鐵路高架化、建議延伸人口聚集的鄉鎮，並適當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議題說明：鑒於鐵路設置影響周圍土地使用、平交道影響汽、機車旅運時間、破

壞市容等問題，嘉義縣考量轄內的區域均衡發展問題，建議將「嘉義市區鐵路高架化

計畫」納入鄰近的民雄鄉、水上鄉進行整體的地區發展規劃。基此，嘉義縣政府已在

108 年 4 月 10 日將「嘉義縣市鐵路高架化延伸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函送交通部審

查，期望未來透過臺鐵的高架建設可縫合既有軌道兩側的土地使用，並藉由國土功能

分區的劃設，帶動在地產業的發展。此外，嘉義縣民雄鄉、水上鄉人口密度均較高，

若鐵路能一併高架化，不僅可增加縣市政府發展腹地，亦可有效提升居民生活環境品

質。 

初步建議：本計畫已完成「嘉義縣市鐵路高架化延伸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並

送交通部審查，建議由嘉義縣政府持續辦理與追蹤，無納入都會區域計畫之需求。 

備註：本場次第一組提出之議題 22 中，「道路網絡的串聯，其周邊可增加城 2-3」、

「鐵路高架化、建議延伸人口聚集的鄉鎮」兩議題屬延伸性討論議題，故將兩議題進

行合併說明。 

議題 8：水資源是否足夠供給新創產業之需求仍待評估 

議題說明：根據臺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中提及，南部未來的五加二產

業中，多數產業目前預估可透過既有自來水系統調供、開發污水廠放流水回收再生供

應等方式進行配合，但高雄「國防產業聚落」、南科「生技醫藥科技產業」為既有工業

區（科學園區）之 相關產業串聯組合，其用水供需仍尚待檢討。 

經濟部於 107 年提出產業穩定供水策略行動方案，其中提及根據現況的推估，南

部區域的產業用水需求至標 120 年將不足 65 萬噸/日，而臺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

基本計畫中亦提及至民國 120 年的自來水用水需求將會進一步增長至 339 萬噸，然目

前預估自來水的供水能力至 108 年僅可提升為每日 283 萬噸，而自來水為產業用水

的重要來源，基此，針對未來的產業用水評估，應更加謹慎並盡早研提相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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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穩定供水策略行動方案中雖提出 108 年臺南高雄水源聯合運用工程(增供 

10 萬噸/日)完成，配合已完成之曾文水庫蓄升增加 5,500 萬噸庫容，可因應南科中

期用水需求，至 120 年南部有 8 萬噸/日備用水量(供給 341 萬噸/日、需求 333 萬

噸/日) ，滿足南部區域產業用水。但建議應進一步搭配民生用水的增長需求一併評估，

加以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可能提升缺水風險，在水資源原就不足的南部地區更應審

慎評估，以及早做好因應對策。 

 

 南部區域 120 年推估供水情形 

資料來源：經濟部，107，產業穩定供水行動方案。引用於 108 年 2 月 13 日，取自 https://reurl.cc/NqZW9。 

初步建議：鑒於南部區域原就有水資源不足，若再加上產業園區的供水、氣候變

遷衝擊等影響，可能加深水資源的缺乏。然水資源的調配與調度雖有跨域問題，但主

要可由相關事業主管機關來進行對策研析。基此，建議納入全國國土計畫的部門計畫。 

議題 9：地層下陷善用伏流開發利用 

議題說明：台灣南部降雨量分布不均，加以氣候變遷的影響下導致短時間暴雨強

度增加，更加深留下雨水資源的困難度，且豐、枯水期的明顯差異、水庫淤積、水庫

濁度、集水區的廢水污染等問題都導致水資源的利用受到影響。此外，過往因超抽地

下水導致的地層下陷問題，使地下水源出現流失現象，形成地表水與地下水源的利用

均較困難。基此，未來應考量新的水資源開發，如伏流水的開發利用28。伏流水不僅

                                           
28 台灣大紀元(106)。地表水及地下水聯合運用 台灣不缺水 地層不下陷。引用於 108 年 5 月 8 日，取自

 

https://reurl.cc/NqZ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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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流動性且有河川逕流的補注，適當的開發與監測較不會導致地層下陷的問題，且

因其流速較為緩慢，能保留較長的取水期29。因此，建議未來可規劃伏流水的開發，

以在地表水源不足時，做適當的分派與支援。 

初步建議：本提案在水資源的調配與調度上雖有跨域問題，然後續較難落至土地

使用規劃的執行層面，建議納入全國國土計畫的部門計畫中做較為深入的政策研提與

後續推動。 

備註：本場次所提出之議題 9 中，「地層下陷善用伏流開發利用」與議題 21「水

資源的調度與運用是否足以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兩議題均為說明現階段水資源不足

的情況下，如何開發新的水源，並做合理的資源配置。因此，將兩個議題進行合併。 

議題 10：水資源供給縣市可否可以給縣市產業回饋 

議題說明：水資源因地理條件與人文因素會出現資源總量與使用量不同之情形，

或有供不應求或供過於求之現象，目前於水資源分配上，常有剩餘水資源較多之地區

將剩餘水資源分給缺水地區之情形，然此類剩於水資源較多之地區通常經濟能力較缺

水地區低，因此如何透過水資源的轉讓扶持產業發展便為可討論對象之一。 

初步建議：本提案涉及政策、法令的相關規範，與都會區域計畫較無相關，建議

可向相關單位提出建議或納入部門計畫，以利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做後續的政策討論。 

議題 11：優先給予汙水處理設施投資 

議題說明：由於水資源為相對有限資源，故如何對汙水進行處理，回收再利用便

為永續利用上之議題，然汙水處理設施其建設費用所費不貲，需要大量資金與技術投

入，為發展汙水處理設施之一大限制。 

初步建議：本提案涉及政策、法令的相關規範，與都會區域計畫較無相關，建議

可向相關單位提出建議或納入部門計畫，以利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做後續的政策討論。 

議題 12：水質、水量保護區劃設範圍合理性檢討 

議題說明：國家土地資源有限，寸土寸金，任何土地皆須妥善利用，方能發揮最

大效力，然涉及河川流域或水庫集水區周遭地區，為善盡保護國家資源而多劃設為保

                                                                                                                                        
http://www.epochtimes.com.tw/n199981/%E5%9C%B0%E8%A1%A8%E6%B0%B4%E5%8F%8A%E5%9C%B

0%E4%B8%8B%E6%B0%B4%E8%81%AF%E5%90%88%E9%81%8B%E7%94%A8-%E5%8F%B0%E7%81%A3

%E4%B8%8D%E7%BC%BA%E6%B0%B4-%E5%9C%B0%E5%B1%A4%E4%B8%8D%E4%B8%8B%E9%99%B7.

html 
29賴允政(105)。科技政策觀點：強化以河川伏流水作為台灣乾旱危機的調適策略選項。引用於 108 年 5 月 8

日，取自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224。 

http://www.epochtimes.com.tw/n199981/%E5%9C%B0%E8%A1%A8%E6%B0%B4%E5%8F%8A%E5%9C%B0%E4%B8%8B%E6%B0%B4%E8%81%AF%E5%90%88%E9%81%8B%E7%94%A8-%E5%8F%B0%E7%81%A3%E4%B8%8D%E7%BC%BA%E6%B0%B4-%E5%9C%B0%E5%B1%A4%E4%B8%8D%E4%B8%8B%E9%99%B7.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tw/n199981/%E5%9C%B0%E8%A1%A8%E6%B0%B4%E5%8F%8A%E5%9C%B0%E4%B8%8B%E6%B0%B4%E8%81%AF%E5%90%88%E9%81%8B%E7%94%A8-%E5%8F%B0%E7%81%A3%E4%B8%8D%E7%BC%BA%E6%B0%B4-%E5%9C%B0%E5%B1%A4%E4%B8%8D%E4%B8%8B%E9%99%B7.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tw/n199981/%E5%9C%B0%E8%A1%A8%E6%B0%B4%E5%8F%8A%E5%9C%B0%E4%B8%8B%E6%B0%B4%E8%81%AF%E5%90%88%E9%81%8B%E7%94%A8-%E5%8F%B0%E7%81%A3%E4%B8%8D%E7%BC%BA%E6%B0%B4-%E5%9C%B0%E5%B1%A4%E4%B8%8D%E4%B8%8B%E9%99%B7.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tw/n199981/%E5%9C%B0%E8%A1%A8%E6%B0%B4%E5%8F%8A%E5%9C%B0%E4%B8%8B%E6%B0%B4%E8%81%AF%E5%90%88%E9%81%8B%E7%94%A8-%E5%8F%B0%E7%81%A3%E4%B8%8D%E7%BC%BA%E6%B0%B4-%E5%9C%B0%E5%B1%A4%E4%B8%8D%E4%B8%8B%E9%99%B7.html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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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區，限制於其上可開發之能力與項目，惟現今科技進步與自然環境變遷，部分水質、

水量保護區之土地資源應可條件式鬆綁，做為國家發展可利用資源使用。 

初步建議：本提案主軸為探討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劃定，以維護水資源，具有特

定保護目的，建議納入特定區計畫。 

議題 13：配合在地產業需求加強水上機場、布袋商港的發展 

議題說明：為整合嘉義的產業發展，建議應將嘉義縣的水上機場、布袋商港等一

併納入整體發展規劃，以作為嘉義產業進出口的管道之一。此外，亦可配合相關遊憩

路線，規劃完整旅遊行程，提升嘉義地區的觀光遊憩效益，並進一步整合海、路、空

的運輸環境。 

初步建議：此計畫提案主要為嘉義縣內之資源整合，建議進一步對水上機場、布

袋商港作為在地產業、遊憩運輸之效益進行評估，若效益良好則建議納入嘉義縣國土

計畫之部門計畫進行後續整體規劃或做為嘉義縣未來整體發展願景之規劃。 

議題 14：小港機場腹地飽和，無法滿足國際旅次增加 

議題說明：小港機場為南臺灣之門戶，然目前小港機場規模無法因應逐年增加之

旅客人數與航班次數，若需使小港機場具足夠之旅客負載量與貨物乘載量，尚需擴大

機場規模，惟小港機場腹地不足，無法有效擴張其規模。 

初步建議：小港機場之擴充問題較無跨域問題，建議納入部門計畫做後續探討。 

議題 15：循環經濟探討畜牧業廢棄物集體處理(如產生之廢棄物發電改善環境) 

議題說明：南部縣市為臺灣畜牧業重鎮，因此畜牧業廢棄物，諸如畜牧糞尿、廢

水等等產業衍生污染物總量亦多，故如何妥善處理廢棄物，使其不致環境污染，甚至

衍生其他附加價值便為一大課題。 

初步建議：目前我國推出許多循環經濟相關政策，亦有許多相關設施建置案例，

建議可納入部門計畫做深入討論。 

議題 16：高、屏、南區水資源缺乏跨域支援 

議題說明：高雄、屏東、臺南雖為三個不同的縣市，且皆有缺水情形，原因該三

地用水型態不同，應仍有相互支援、相互支援之可能性。如高雄用水以地面水為主、

屏東以抽用地下水為主、臺南以使用水庫水為主，三種取水方式之豐水期與缺水期皆

不同，應可透過區域合作來達到互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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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議：水源跨域資源分配調度等問題，除需了解總量，更需進一步瞭解各行

政區之需求，以利進行資源調配。基此，建議納入部門計畫，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來協助進行。 

議題 17：高、屏空污總量管制 

議題說明：目前我國對於產業造成空氣污染部分主要以總量管制方式進行規範，

即便如此，高、屏地區於空污好發時期仍有較顯著之空氣品質不佳現象，其污染源雖

有部分出因於產業廢棄，但境外傳播與境內汽機車廢氣、地表揚塵等亦佔一定部分比

例，為改善空污情形而限制產業廢氣排放總量不僅對於改善空污效果成效有限，甚至

間接侷限當地產業發展之可能。 

初步建議：因此部分議題於土地使用分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上能發揮之效用較

不顯著，建議納入部門計畫，由相關單位對於法規部分進行增修，而非以土地使用管

制等方式為之。 

議題 18：透過都會區域計畫，優先指定農 5 做適當產業園區 

議題說明：依據經濟部工業局所公布之產業用地政策白皮書內容所述，台灣未來

的產業目標與發展趨勢至 125 年尚需再增加 3,311 公頃的產業用地，然產業園區的開

發必須考量水、電等供給以及社會需求、區位規劃等問題30。此外，台灣土地資源較

為短缺，考量各領域的用地需求，相關規劃仍待進一步考量。基此，若能透過國土計

畫下的農五進行彈性劃設適當產業園區，或可解決部分需地問題。 

初步建議：國土計畫中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國土保育地

區第四類未來都將依照既有都市計畫來進行規範，而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即為都市計

畫中的農業區，而此已有既定的相關法令，如「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

建議未來可回到縣市國土計畫的土地使用分區劃設或部門計畫中做後續討論即可。 

備註：本場次第一組提出之議題 23 中，「透過都會區域計畫，指定區域產業園區」、

「透過都會區域計畫，優先指定農 5 做適當產業園區」兩議題相似，考量未來可具體

推動的目標，保留較為明確之議題：「透過都會區域計畫，優先指定農 5 做適當產業園

區」。 

                                           
30 經濟部(108)。產業用地政策白皮書(公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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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19&20：空污減量對策不足 

議題說明：南部的空污問題，以高雄更為嚴重。被廣為探討的主要如小港臨海工

業區污染。據環保署空品偵測站的資料所示，當地的許多數值，如苯、乙苯、苯乙烯、

二甲苯等的平均濃度，相較其他地區都高出多倍31，但至今尚未有較為有效的污染減

量措施。此外，市府原為考量將污染進行集中管理，因而提出石化專區規劃，但仍延

伸出許多問題，如區位的設置問題，若將區位設置於高雄外海，則可能受季風影響，

導致污染問題可能遍及高雄大樹以西、燕巢以南、鳳山等地；若將區位設置在與現今

工業區相近區位，可能導致在地污染更加嚴重，影響居民生活品質與健康。 

除高雄地區外，台灣在十月以後因東北季風盛行，參考中央氣象局地面氣候年報

所搜集的冬季風玫圖可發現台南、七股、屏東恆春冬季多吹東北風，永康、高雄地區

則多為北風，由於南高屏地區土地多呈現冬高西低，且東北季風盛行時又位於背風側，

若風速不足，北方的懸浮微粒及其他空氣污染物易瀰漫在都市環境裡。 

目前台灣空污主要來源可分為三部分，3 成來自台灣境外的空氣污染物（如中國的

霾害），3 成來自台灣其他縣市（如石化廠、大型工業區），另外 3 成多則來自各地區

工廠、汽機車、營建工地等污染物質，各地區說明分述如下： 

(1) 台南地區：南科工業區、樹谷工業區、永康工業區 

南科引進產業主要有積體電路、光電、綠能與節能、生物科技、精密機械、通訊

及電腦周邊產業等；樹谷園區的光電、精密科技、電子產業；永康園區的金屬產業、

化學產業，其生產過程排放的重金屬-砷32，易提高周遭居民的致癌風險。 

(2) 高雄地區：大社工業區、臨海工業區、林園工業區 

高雄長期發展工業，排放比較大的列管工廠共有7100家，高雄約佔了其中的45%，

目前高雄現況存有許多老舊工業區及高污染重高業(鋼鐵業、煤礦業)，而工業區老舊燃

煤機組更是導致空污的主要原因，如大社工業區33、臨海工業區、林園工業區34，其中

鄰近臨海工業區的大林蒲就是飽受重工業污染的苦主。 

                                           
31 環境資訊中心(105)。高市府傾向設石化專區 環團：與遷村議題脫鉤，先改善污染！。引用於 108 年 5

月 7 日，取自 https://e-info.org.tw/node/115907。 
32「擔心南科及樹谷園區空污問題與市民健康」座談會，取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83129。 
33高雄飽受空污，大社工業區轉型刻不容緩，107，地球公民，取自 https://www.cet-taiwan.org/node/3309。 
34南部空污如何解決？107.11.12，環境資訊中心，取自 https://e-info.org.tw/node/214930。 

https://e-info.org.tw/node/115907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83129
https://www.cet-taiwan.org/node/3309
https://e-info.org.tw/node/21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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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屏東地區：屏南工業區 

屏南工業區以金屬製造業居多，在生產過程中易產生重金屬物質-砷，又位處於枋

寮鄉，東臨中央山脈，北臨玉山山脈及高雄的丘陵地形，冬季皆位於山的背風側，生

產過程所排放的物質不易被排出。 

因此，空污的議題應配合自然環境及各縣市的現況及法定規劃，深度檢討相關改

善策略。 

 

 土地使用現況與南高屏冬季風花圖比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套疊繪製 

初步建議：空污的來源與類型相當多元，包含交通污染(如汽、機車、貨輪等，此

類污染具有移動性的特性) 、工業污染等，且受到氣候的影響，經常使污染的範圍造

成擴散，難以控管。除了節能、減碳、產業轉型、空污總量管制等方式，循環經濟（以

零廢棄、零排放、零事故等目標邁進）也是未來推動降低污染的主要方式之一，然此

類型之相關計畫雖與空間相關，然解決方式主要仍以政策整合為主，與都會區域計畫

之相關概念較為不符，建議可納入中央部門計畫，以做後續政策推動。 

備註：本場次提出之議題 19 中，「可藉由工業區降編、解編，改善空污問題」與

議題 20「工業區老舊燃煤機組造成空污問題嚴重，空污減量對策不足」兩議題均在探

討未來空氣污染的相關防治對策，然空氣污染來源不僅工業區。因此，將兩議題合併，

以建議用全面性的角度探討空氣污染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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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國都會區域計畫處理之優先議題目標與因應策略

初步建議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三條，都會區域定義為：「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及與中

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具有高度關聯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所共同組成

之範圍。」說明跨域範圍、區域間的共同問題或發展即為都會區域的重要特性。因此，考

量國土計畫法第六條第七款：「都會區域應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加強跨域整合，

達成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的法定基本原則，作為都會區域的篩選原則。

在此原則中，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等兩項原則主要針

對都會區域的整體發展為目標；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等兩項原則則偏向解決都會

區域共通問題或資源互助。基此，經過各區域性議題指認會議的辦理，後續透過對各議題

的分析與整併，及對跨域問題的解決或發展進行考量，歸納出北、中、南各區域優先議題。

各議題詳述如下。 

一、 北部區域優先議題 

以北部區域而言，在本計畫經過期初的共通性篩選，將共通性面向分類為產業、水環

境、交通三面向後，依據此三面向初步彙整相關計畫共 7 項，後透過區域性議題指認會議，

邀請中央部會、在地縣市政府與專家學者共同對談，以在地觀點檢視該 7 項議題是否有調

整建議，並依據在地需求提出新增議題，經由討論，在北部區域場次共增加 14 項新增議

題。為再次確認各議題是否均符合都會區域議題篩選原則與作為都會區域議題的合適性，

本計畫將北部區域的 21 項議題(含既有 7 項議題+新增 14 項議題)再次進行檢視，並將部

分相似議題進行整併，經檢視後，最終保留 8 項議題，如下所列(議題篩選流程詳如下圖)。 

(一) 北台都會區產業廊帶缺乏整合 

(二) 基隆河流域規劃與土地使用管制 

(三) 缺乏跨域整體容受力總量管制 

(四) 善用海空聯運或國際海港運輸模式跨域發展產業廊帶 

(五) 首都圈都會區域 

(六) 閒置產業用地 

(七) 跨區域規劃防災區 

(八) 縣市處理鄰避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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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政府資源、能量有限，難以同步推動八項議題，因此基於國土計畫法第六條第七

款之規範，本計畫針對此八項議題，依據第二章第二節所提之議題篩選流程的步驟四，將

議題推動優先順序進行分類，說明如下。 

表27 北部區域議題優先序分類說明表 

項

次 
議題 推動優先性說明 建議優先程度 

1 

北台都會區

產業廊帶缺

乏整合 

依據國家發展計畫(106 至 109 年四年計畫暨 106 年計

畫)中所提，產業為未來發展的重要政策之一，說明產業

議題重要性，加以此議題可與議題 2、3、6 同步規劃，

且雙北與基隆對北部區域的產業廊帶串聯議題早有共識

並陸續討論，顯見此議題具有可操作性，且有後續發展

效益，建議可作為優先議題。 

優先 

2 

基隆河流域

規劃與土地

使用管制 

鑒於基隆河流域於 108 年 4 月 30 日宣布土地開發解禁，

未來農業區、保護區將可變更為可建築用地，然仍應進

一步檢視河川整治後的成效，考量未來災害潛勢，以做

土地使用的相關規範(如建蔽率、容積率等)，以利未來流

域周邊發展或因中美貿易問題的台商回流潮，避免過度

開發。此議題具可操作性，亦可解決現有問題，建議可

納入議題 1，以做同步規劃。 

整併至議題 1 

3 

缺乏跨域整

體容受力總

量管制 

鑒於不同區域的發展程度與規模不一，進行跨域整體規

劃時，應同時檢討與評估全域的發展容受力，以成長管

理的角度進行總量管制，並做區域分派。因此，此議題

應結合已有具體區域發展之計畫來進行相關政策的討

論。基此，建議先將此議題併入議題 1，以做同步規劃。 

整併至議題 1 

4 

善用海空聯

運或國際海

港運輸模式

跨域發展產

業廊帶 

海空聯運的主要發展方向除了物流之外，遊客的運輸也

成為重要的發展目標之一。依據交通部研提的中程施政

計畫(106 至 109 年)也說明要拓展海空的運量與服務水

準，並開發新航線，以促進各國連結，並結合重大港埠

設施，共同促進國內外的區域經濟與觀光發展。鑒於此

議題為奠基舊有基礎，提升後續發展效益，具有較高的

可操作性，且可納入議題 5 共同規劃，提升後續發展效

益。因此，建議可作為優先議題。 

優先 

5 
首都圈都會

區域 

台北市做為國家重要的行政中心與高度發展的首都，在

土地使用、人口、居住等資源都過度飽和的狀態下，適

當的機能分散將可協助台北市進行紓壓，加以新北市、

桃園、基隆等地各有其發展優勢且鄰近台北市，透過都

會區域計畫結合作為首都圈來進行整體規劃發展，不僅

可舒緩台北市的壓力，亦可同步串聯各區域的發展優

勢，提升北部區域的競爭力。鑒於四縣市各有產業發展

整併至議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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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議題 推動優先性說明 建議優先程度 

與空港的運輸系統，若以整體發展的角度來看，透過產

業、觀光與四縣市的港空優勢，將可應用既有資源先行

整併四縣市的基礎，未來再進一步做更進一步的首都全

整體規劃。基此，建議先將此議題併入議題 4 進行既有

資源的基礎整併。 

6 
閒置產業 

用地 

以目前的產業用地而言，依據產業類型的不同，管理土

地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不相同，造成用地整併困難，

影響土地的使用效益，亦導致有產業用地需求但又有許

多閒置用地的產生，形成土地資源的浪費。未來應在進

行產業相關的計畫中，一併納入閒置產業用地的檢討，

邀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討論，以做整體的用地分

配與利用，提升土地使用效益。基此，建議將此議題併

入議題 1 與議題 4 共同討論。 

全國國土計畫 (公

告版 )中已有相關

操作說明，建議可

整併至議題 1 和 4

共同討論 

7 
跨區域規劃

防災區 

因應氣候變遷，未來災害型態將更難準確預測，且複合

型災害、重大災害的發生比率更會大幅提升。鑒於台北

市人口密集度與發展程度均高，土地資源較少，恐難以

規劃足夠的避災、備災設施。此外，重大災害的發生可

能造成物資難以送入災區或影響救災時效。鑒於民眾為

抗災第一線，為降低災損與爭取救援時間，建議可進行

跨域救災備援區的規劃，備援區的劃設需以最糟災害情

況來進行評估，以確保備援區可供居民初步自救，延長

救援時間。此議題現階段可先以既有防救災程序初步支

援，未來建議可融入各都會區計畫一同進行評估與規

劃，建議該議題列為次優先序位。 

次優先 

8 
縣市處理鄰

避設施 

鄰避設施議題涉及區位分布的規劃問題，北部區域因高

度開發，可釋出土地較為不足，未來應先進行可用地之

盤點，並進行可用地的適宜性分析。此外，需進一步協

調縣市共同使用設施的回饋問題，另一方面更要避免民

眾反彈。推動上雖可解決部分現有議題，但操作性上仍

有許多現階段難以立即解決之情形，建議暫時列入後續

待處理議題。 

待處理 

北部區域的 8 項議題依據議題可同步規劃、議題具可操作性、議題可解決既有問題、

議題具後續發展效益等要素進行未來議題推動優先順序的評估後，北部區域共有兩項議題

可做為優先推動議題。第一項議題經過整併議題 1、2、3、6 後，歸納為「臺北都會區域

東部軸帶資源串聯與發展規劃」；第二項議題經過整併議題 4、5、6 後，歸納為「善用海

空聯運提升整體產業、觀光之發展」，北部區域兩大優先議題相關說明與問題點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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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北都會區域東部軸帶(基隆河谷廊帶)資源串聯與發展規劃 

1. 相關縣市：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2. 議題面向：交通、產業、土地使用 

3. 議題目標： 

(1) 健全未來土地使用管制規範，有效且安全的進行河岸周邊之開發，建構合宜且

安全的開發環境； 

(2) 研提整體空間發展的相關策略與產業鏈結方式，引導土地有效率且有規劃的發

展。 

4. 議題背景：  

(1) 中央產業政策說明 

根據國家發展計畫(106 至 109 年四年計畫暨 106 年計畫)35中所提對國家發展願

景與策略的相關內容中說明未來四年對於國家建設的推動將會從五大面向來進行，五

大面向包含「經濟結構的轉型」、「強化社會安全網」、「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區域的

和平穩定發展及兩岸關係」、「外交與全球性議題」。在這些面向的推動下，欲達成的國

家發展願景中，與產業相關的願景主要為「新經濟模式的開創」。此願景除了強調對外

貿易的格局提升外，另一個部份強調在地產業連結，說明產業的發展與串聯將是未來

四年的重要政策發展與推動方向。 

在此發展方向下，未來規劃將以推動五+二產業創新(包含亞洲．矽谷、智慧機械、

綠能科技、生技醫療、國防、新農業、循環經濟)，來協助國內產業的發展並連結全球

市場，此目的亦期望在提升產業競爭力之外，也能平衡區域發展。基此，在面對全球

經濟結構的改變，為替台灣的產業增值，有效提升區域產業的競爭力將是未來的發展

重點。為對產業的群聚效益做進一步的提升，可透過運輸系統、跨域住宅、聚集經濟

等連結，將產業群聚提升至產業廊帶的規劃，以強化國家產業競爭力36。 

                                           
35國家發展委員會 (106)。國家發展計畫(106 至 109 年四年計畫暨 106 年計畫)。引用於 108 年 5 月 15 日，
取自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802D5A89AEA0FC19 

36 行政院(99)。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核定本)。引用於 108 年 5 月 15 日，取自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1JlbEZpbGUvNTU2Ni83MTk3

LzAwMTE3ODBfMS5wZGY%3D&n=5ZyL5Zyf56m66ZaT55m85bGV562W55Wl6KiI55WrKOaguOWumuacrCkx

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802D5A89AEA0FC19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1JlbEZpbGUvNTU2Ni83MTk3LzAwMTE3ODBfMS5wZGY%3D&n=5ZyL5Zyf56m66ZaT55m85bGV562W55Wl6KiI55WrKOaguOWumuacrCkxLnBkZg%3D%3D&icon=..pdf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1JlbEZpbGUvNTU2Ni83MTk3LzAwMTE3ODBfMS5wZGY%3D&n=5ZyL5Zyf56m66ZaT55m85bGV562W55Wl6KiI55WrKOaguOWumuacrCkxLnBkZg%3D%3D&icon=..pdf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1JlbEZpbGUvNTU2Ni83MTk3LzAwMTE3ODBfMS5wZGY%3D&n=5ZyL5Zyf56m66ZaT55m85bGV562W55Wl6KiI55WrKOaguOWumuacrCkxLnBkZg%3D%3D&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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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相關中央計畫、政策等內容的盤點，針對北部區域東部軸帶的未來可能面臨

的問題整理如下表。由下表可看出基隆河谷廊帶跨域發展的重要性，但仍有如開發需

求、土地使用管制的再評估等問題，將是未來需要加以考量的。 

表28 基隆河谷廊帶相關問題彙整表 

問題點 相關法令/計畫 說明 

基
隆
河
沿
岸
開
發
限
制 

90 年  行政命令-禁限建措施 

1. 禁止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可建築用地。 

2. 暫停受理基隆河流域非都市土地 10 公頃以上之

民間投資開發案。 

• 水利署/基隆河治理計畫 

• 內政部/基隆河流域土地開發管制行動方案 

108 年 2 月 水利法「逕流分擔出流管制」 

1. 於出流管制部分，規定面積 2 公頃以上之開發案，

必須提送「出流管制計畫」，確保開發基地自行吸

納因開發所增加之逕流量 

2. 建築物新建、改建基地面積超過 300 平方公尺者，

亦須設置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 

108 年 4 月  整治完成解除禁限建措施之行政命令  

最初之管制原於賀伯、納莉，

象神等颱風，導致汐止、南港、

內湖等地嚴重淹水。 

當時基隆河的主要問題，在於

中上游非都市計畫區域，山坡

地濫墾情形非常嚴重。 

此項禁令因20年來的整治頗具

成效，且基隆河的防洪頻率提

高為 200 年而解除禁令，未來

於開發時需檢具出流管制計

畫。 

土
地
開
發
需
求 

90-107 年 開發受限 

台北市-關渡平原開發案 

新北市- 

• 擴大汐止橫科地區為都市計畫區  

• 瑞芳第二產業園區工業區開發 

基隆市- 

• 「北台綜合科技園區」投資計畫 

• 北五堵貨櫃場開發案 

中央及地方於政策推行與土地

管制產生矛盾 

基隆市全境的 95%土地，由於

符合「標高 100 公尺以上」、「平

均坡度 5％以上」之定義，被劃

入山坡地，基隆市面向基隆河

河谷的七堵、安樂、暖暖等行

政區，儘管發展腹地較大，卻

由於禁限建無法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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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點 相關法令/計畫 說明 

產
業
發
展
及
部
門
間
，
跨
域
合
作
之
需
求 

97 年 愛台十二項建設-北北基宜產業創新走廊 

• 納入 99 年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 納入 97 年 北台都會區域計畫 2030 

99 年 國家建設總和評估規劃- 

基隆河沿岸土地再利用計畫 

104 年 三縣市區域合作平台共同爭取中央經費補助 

「基隆河河谷廊帶區域發展策略規劃案」 

(105 年臺北市該案預算經議會決議全數刪除) 

• 104 年 臺北市-臺北東區門戶計畫 

• 107 年 基隆市-北五堵研發新市鎮」經濟部工業

局在地型產業園區-核准補助計畫（前瞻計畫） 

107 年 全國國土計畫- 

產業及交通部門之空間計畫均定義該空間為轉運倉儲

發展基地、國際運輸與物流進駐區位。 

尋求解套但仍有部門間、縣市

合作間的衝突 

中央及相關部會於政策推行與

土地開發限制產生矛盾。 

縣市合作尋求解套但於地方經

費支出遇阻擾，致使地方各自

發展，缺發總體於產業鏈結及

土地使用、交通等需求上之整

合。 

本計畫進一步針對中央各部門在基隆河谷廊帶範圍內所執行或管理的相關內容進

行彙整，透過對各部門可提供之協助或執行相關專業內容的了解，以利未來進行跨域

合作時，確認相關部門可配合之情形(詳如下表)。 

表29 中央相關部會之配合情形 

部門 相關執行內容 

經濟部- 

全國國土計畫產業發

展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以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桃園市、臺中市與高雄市為轉運倉儲發展基

地，整合各地區貨運園區及經貿園區發展物流產業。 

交通部- 

全國國土計畫交通運

輸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擁有雙海、空港(基隆港、臺北港、桃園機場、臺北松山機場)為進出國際

重要門戶，應積極引進國際運輸與物流相關業者投資，並以專業技術輔助

臺灣國際門戶的經營管理。 

水利署 

已完成基隆河流域 200 年洪水頻率保護標準之治理工作，相較全國其他地

區，受洪災威脅程度已較低，而員山子分洪道從 93 年啟用至今，完成分

洪 48 次，已發揮預期功能，有效減輕下游洪水災害。  

水利法「逕流分擔出流管制」已於 108 年 2 月 1 日開始實施，(1)於出流

管制部分，規定面積 2 公頃以上之開發案，必須提送「出流管制計畫」，

確保開發基地自行吸納因開發所增加之逕流量；(2)建築物新建、改建基地

面積超過 300 平方公尺者，亦須設置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  

目前刻正辦理基隆河逕流分擔計畫，就逕流分擔實施範圍、措施方案及計

畫研擬中，將與相關地方政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推動，以因應氣候

變遷可能產生之風險，提升土地防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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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部縣市國土計畫與發展政策 

對應國家發展計畫中對在地產業連結的政策概念。北北基生活圈跨域空間發展整

體策略規劃中也提及城市區域（city-regions）的跨域整合是全球化競爭模式下的重要

發展趨勢，而在北北基生活圈的整體規劃發展目標也涵蓋生態、生活、生產、交通，

整體空間發展結構更是以產業串連和運輸為主軸(詳如下圖)，再次說明產業廊帶發展

的重要性37。 

 

 北北基生活圈跨域空間發展結構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1，北北基生活圈跨域空間發展整體策略規劃。引用於 108 年 5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udd.gov.taipei/pages/detail.aspx?node=39&page=5393。 

以雙北和基隆的角度而言，臺北市於 104 年起即積極與基隆市針對河谷廊帶地

區的區域發展進行多次的研商會議並討論相關執行內容的規劃；新北市政府與基隆

市政府亦積極針對輕軌捷運、河谷廊帶區域發展、基隆五堵國際研發新鎮與汐止保長

坑工業區發展等進行討論；基隆市更進一步在基隆市區域計畫與基隆市國土計畫中

提出首都東側產業發展廊帶的概念，即以基隆河谷廊帶為主要的產業廊帶發展中心

(詳如下圖)。此外，基隆市亦針對河谷廊帶周圍產業類型分布進行盤點，以做為未來

                                           
37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1)。北北基生活圈跨域空間發展整體策略規劃。引用於 108 年 5 月 15 日，取
自 http://www.udd.gov.taipei/pages/detail.aspx?node=39&page=5393。 

http://www.udd.gov.taipei/pages/detail.aspx?node=39&page=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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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產業串連之基礎(詳如下圖)。此即說明產業的串聯是未來重要發展趨勢，而北部

區域現階段以基隆河谷廊帶的整體區位與產業發展最具規模與串聯優勢，顯示河谷廊

帶推動的重要性。 

 

 北北基生活圈跨域空間發展結構 

資料來源：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107，基隆河河谷廊帶區域發展策略規劃。 

 

 河谷廊帶與周圍重點產業分布圖 

資料來源：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107，基隆河河谷廊帶區域發展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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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谷廊帶為首都圈東區門戶廊道，以自然環境層面觀察河谷廊帶屬谷地地形，

兩側丘陵陡峭，可利用發展土地以平原、河階地為主，又基隆有 95%土地為山坡地地

形，故連接首都至基隆之東部發展軸帶可利用土地資源相當有限。加以，基隆河谷地

區在 89 年因受到象神颱風的影響，內政部研擬基隆河流域水患土地開發建築相關因應

措施」，因此基隆河谷兩側土地受禁限建管制影響，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都禁止變

更為可建築用地，導致該區域之土地發展受到限縮。此項禁令因 20 年來的整治頗具成

效，且基隆河的防洪頻率提高為 200 年。基此，內政部已同意解除禁令，然未來土地

使用規劃仍應進一步檢視與調整38。 

以經濟層面而言，基隆河谷廊帶之發展涉及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之整合治理，

然當今基隆正面臨整體環境變遷，市與港固有的互動關係並沒有因應外在的變化而調

整。如：臺北港的興建與營運、超過 40 年未興建碼頭等，造成基隆市發展長期停滯不

動，截止至 106 年 5 月，七堵區製造業工廠登記總數 178 間其中 43 家歇業，六堵科

技園區製造業工廠登記總數 74 家其中 12 家歇業，北五堵地區製造業工廠登記總數 11 

間，歇業的兩家為保固實業(中鋼)及春源鋼鐵(七堵廠)，依前開資料所示，該區產業升

級活躍度及產業發展動能較低39。此外，以交通角度而言，該區域之區段間臺鐵樹林-

七堵間為東、西路線重疊路段，此區間需同時服務基隆-臺北間短途通勤旅客以及臺北

花蓮/臺東間城際運輸，已造成容量瓶頸，實有必要檢討基隆南港間鐵路運輸瓶頸改善。

而基隆南港輕軌捷運的規劃主要應用台鐵既有路廊來做設置（詳見下圖），路線規劃上

是否有都市內交通轉運之需求仍可再行討論。 

                                           
38 自由時報(108)。蔡總統宣布基隆河流域土地開發解禁 將帶動北北基產業發展。引用於 108 年 5 月 15

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75372。 
39基隆市基隆河河谷廊帶期中報告書第二次審查。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7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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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輕軌計畫路網圖 

資料來源：基隆市政府(108)。市政新聞：基隆輕軌捷運即將定案推動速度史無前例。引用於 108 年 5 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klcg.gov.tw/tw/News/Detail2?NewsId=13110036&i=0。 

整體而言，由土地使用角度來看，同一流域於不同河段因其淹水災害潛勢程度不

同，跨域之整體考量下，應可針對潛勢程度的高低對土地使用進行相關規範，以避免

過度開發致使災害更為嚴重。加以，於產業發展之空間規劃下，需與該流域之管制互

相配合，於有限度之土地利用條件下，進行整體產業發展之最佳容量配置，並於交通、

住宅等相關部門規劃上進行相應之配套。本跨域議題，非由單一行政區或部門能解決，

也不應落入流域周邊土地利用「限制」(水安全)與「發展」(產業發展)之對立中；透過

都會區域計畫於整體區域容受力與空間機能分配規劃中因地制宜，以土地合理利用達

成平衡。 

因此，因應未來發展與北部區域的產業串連與區域競爭力的提升，基隆河谷廊帶

的規劃與發展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基此，在北部區域提出「臺北都會區域東部軸帶(基

隆河谷廊帶)資源串聯與發展規劃」的都會區域計畫。 

(3) 基隆河谷廊帶現況說明 

A. 土地開發限制 

基隆河流域於 89 年受到象神颱風影響，造成多處土石崩塌、水患等問題，因此，

內政部研擬了「基隆河流域水患土地開發建築相關因應措施」。此項規範經行政院 90 

年 3 月 23 日台 90 內字第 014344 號函示：關於都市土地之因應措施為「基隆河

沿岸都市計畫地區非建築用地（農業區、保護區），為涵養水源、增進水土保持功能，

於『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未完成前，禁止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可建築用

地」；非都市土地之因應措施為「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未完成前，內政部暫停受理基隆

https://www.klcg.gov.tw/tw/News/Detail2?NewsId=13110036&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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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 10 公頃以上之民間投資開發案」40。 

B. 基隆河流域現況說明 

基隆河經過 20 年整治，主要防洪工程為將 10 年的防洪頻率提高為 200 年。此外，

經由《水利法》的修法，未來針對具有高度都市發展且高淹水潛勢特性之河川流域，

水利署得公告為「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該區域內之開發單位，必須擬定「出流管制」

計畫41。鑒於基隆河經整治後雖降低淹水潛勢，但仍有潛在的淹水風險，且因應氣候

變遷的帶來的極端氣候問題，短延時強降雨可能因排水不及問題仍會導致淹水情事的

發生。基此，土地使用的規範，如建蔽率、容積率等仍應考量災害潛勢狀況，做適宜

的土地使用管制或土地使用分區規劃，為統一整體的發展規劃，建議未來台北市都市

計畫、新北市國土計畫、基隆市國土計畫可參酌此計畫的相關政策做基隆河谷廊帶區

域中土地使用管制或分區規劃的適當調整。淹水潛勢區之土地使用現況如下圖。 

 

 河谷廊帶淹水潛勢區之土地使用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40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106)。新北市區域計畫。引用於 108 年 5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planning.ntpc.gov.tw/home.jsp?id=50&parentpath=0,6。 
41 風傳媒(108)。等同開發無限制？基隆河沿岸禁限建解除 水利署祭出「出流管制」計畫。引用於 108

年 5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1247556?srcid=7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64616566653563353663

303163333163_1558181019。 

https://www.planning.ntpc.gov.tw/home.jsp?id=50&parentpath=0,6
https://www.storm.mg/article/1247556?srcid=7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64616566653563353663303163333163_1558181019
https://www.storm.mg/article/1247556?srcid=7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64616566653563353663303163333163_155818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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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產業用地現況盤點 

基隆河谷廊帶區域內以工業區、倉儲區等為主要的產業類型，未來透過與雙北的

合作，整體產業廊帶的定位與產業發展方向勢必將做一定的調整，以與周圍的多元產

業類型相輔相成，達到產業串連，提升區域競爭力的目的。此外，基於中美貿易問題，

預估未來將有大量台商回流，經濟部亦提出將引導台商回台投資、協助移轉生產基地

至新南向國家、分散出口市場、加強貿易監測及出口管理以防止違規轉運等方式，協

助台商因應，以降低對經濟的衝擊42。說明未來將可能有大量產業用地之需求，為避

免零散的產業發展，應對產業用地現況進行盤點，並加以規劃佈局。河谷廊帶產業用

地分布現況詳如下圖，各分區土地面積詳如下表。 

表30 河谷廊帶區域內都計區產業用地分區與面積彙整表 

都市計畫區 分區類 分區次 面積(公頃) 

基隆都市計畫區 

工業區 

乙種工業區 92.61 

工業區 2.20 

零星工業區 0.17 

石油專業工業區 0.0035 

特定產業專用區 汽車駕訓專用區 1.13 

倉儲區 倉儲區 87.53 

汐止都市計畫 
工業區 

乙種工業區 253.98 

工業區 0.35 

零星工業區 0.12 

特定事業專用區(工業) 倉儲批發專用區 2.5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42 科技新報(108)。閃美中貿易戰火，3 產業台商急回流。引用於 108 年 5 月 18 日，取自

https://technews.tw/2019/05/10/trade-war-taiwan-business/ 

https://technews.tw/2019/05/10/trade-war-taiwan-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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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谷廊帶區域內產業用地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D. 交通運輸系統配套措施建議 

基隆河谷廊帶區域內主要運輸系統為鐵路、國道、省道(詳如下圖)。未來在基隆南

港之間尚有輕軌的規劃，然輕軌捷運可行性報告雖已送行政院審查，但其路線規劃主

要以既有路廊來做設置，未來若要拓展河谷廊帶的整體發展，需進一步考量路線的規

劃是否有網狀連結之需求，如有相關需求但腹地不足的情況，是否有相關配套措施可

供轉運或轉乘，以利與雙北做更密切的連結，促進資源的快速流通，達到跨域資源整

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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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谷廊帶區域內交通系統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5. 因應策略初步建議：未來基隆河流域之土地使用規劃仍應考量相關限制與發展條

件，做適宜之許可或管制，建議應劃分其流域管制之介面屬流域之範圍應由流域

特定區域計畫進行管制，而非流域之範圍則為具開發潛力之範圍。 

北臺都會區域東部發展軸帶應有整體性之規劃，需上位之產業主管部門進行產業

之盤點與整合規劃方案，及交通部門於區域運輸旅次之資料盤整與整體規劃；透過地

方政府相關部門之配合，使產業於區位之分布上能發揮互相合作之效益。 

 

(二) 善用海空聯運提升整體產業、觀光之發展 

1. 相關縣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 

2. 議題面向：交通、產業 

3. 議題目標： 

(1) 厚植北部區域雙空港聯運基礎，創造優質且具國際競爭力的海空聯運與轉運場

域； 

(2) 建立完整海空港的聯運系統，進一步強化整合與調配效率，以提升北部區域產

業進出口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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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議題背景：  

(1) 中央政策說明 

根據交通部研提之中程施政計畫（106 至 109 年度）說明目前主要施政綱要包

含”提升公共運輸服務，建構綠能運輸環境、型塑海空價值樞紐，厚植國際運籌實力、

提升觀光服務水準，創造觀光新產值、改善交通安全，強化風險管理、郵電氣象與時

俱進，貼近民眾生活需求”五大目標。其中與本議題較為相關的兩項，說明如下43。 

A. 型塑海空價值樞紐，厚植國際運籌實力 

此項目標，主要為提升海空的運輸服務競爭力。基此，未來規劃在加強軟硬體建

設及規劃外，應拓展運量與空運的服務水準，並開發國際主航路路線與結合重大港埠

設施。此外，也將加強國內商港建設，提升離島及各島間客貨運運量，整合港空的運

輸服務，以促進國內外的區域經濟與觀光發展。 

B. 提升觀光服務水準，創造觀光新產值 

為提升跨域整合價值，未來將協助地方政府推動遊程規劃網路服務，結合大眾運

輸轉乘，以開發潛力客源，拓展新市場，建構友善的觀光環境。 

(2) 北部縣市國土計畫與發展政策 

依據桃園市國土計畫中，對其國土發展的定位與架構亦提及北台都會區域應透過

大眾運輸的建設來進行串聯，如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周圍分布的相關產業亦可透過運

輸系統的輔助進行串聯，形塑北台的產業競爭力44。新北市所提出的產業部門計畫中

也提及應配合交通條件的優勢並整合港埠利用與產業廊帶的發展等需求，進一步檢討

設置相關的物流轉運中心等；在其運輸部門亦說明應串連台北港與桃園機場，設置物

流轉運中心，以順應國際發展趨勢，提升國際競爭力；其觀光部門的規劃也期待透過

大眾運輸系統的串聯和節點轉運推動周邊觀光景點45。基隆市國土計畫對交通的分析

中提出目前基隆至台北的便捷性不具優勢，推廣不易，加以基隆港阻隔了中山區及中

正區的交通連結性，基此，交通的串聯亦為基隆未來重要發展方向之一46。 

以北部區域而言，包含兩空兩港(含桃園國際機場、松山機場、台北港、基隆港)

的國際運輸系統，但在捷運、台鐵、公車等陸地運輸系統的轉乘仍有待更完善的規劃，

                                           
43 行政院(108)。行政院中程施政計畫(106 至 109 年度)_108 年 2 月調整版-交通部。引用於 108 年 5 月 16

日，取自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022D89DDFBD678FC 
44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7)。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 18 次研商會議：桃園市國土計畫(草案)

簡報。 
45 新北市政府(108)。擬定「新北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期末報告。 
46 基隆市政府(108)。擬定基隆市國土計畫委郭技術服務案期中報告書。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022D89DDFBD678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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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跨域範圍涉及雙北、桃園市、基隆市等四縣市，交通系統的建置較難一步到位，

然考量後續的產業、觀光之推動，仍應預先做好運輸系統的相關路線配置規劃。雙空

港與產業區位分布如下圖。 

 

 北部區域雙空港及產業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3) 雙空港定位與運量 

根據交通部每五年檢討一次之「臺灣地區民用機場整體規劃(102-106 年)」，主要

是針對目前國內的民用機場發展的現況與問題進行通盤考量及整體規劃。此外，以「一

主多輔」的規劃方式來推動國際機場的整體布局，主要以桃園為主，松山、臺中、高

雄為輔47。 

針對桃園國際機場，交通部(100)提出之「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對桃園國

際機場的定位為強化與海外各國之合作關係，並積極加強機場及港灣等串聯海外與臺

灣之基礎設施。基此，提出應由「航空機能」與「非航空機能」兩大面向來構成此定

位，主要即說明強化基礎設施與開創新型態商業模式(詳如下表)。 

                                           
47 國家發展委員會(103)。通過交通部陳報「臺灣地區民用機場整體規劃(102-106 年)」，確認國家與世界接
軌重要門戶之上位指導原則。引用於 108 年 5 月 21 日，取自
https://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114AAE178CD95D4C&sms=DF717169EA26F1A3&s=91067

D3180224A4D 

https://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114AAE178CD95D4C&sms=DF717169EA26F1A3&s=91067D3180224A4D
https://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114AAE178CD95D4C&sms=DF717169EA26F1A3&s=91067D3180224A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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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臺灣桃園機場園區綱要計畫簡述表 

項次 項目 說明 

一 
機 場 園
區範圍 

 現在(公頃) 未來(公頃) 

總計 1,249 1,994 

機場專用區 1,204 
1,819 

(新增 615) 

自由貿易港區 45 
175 

(新增 130) 

二 

航 空 運
量預測 

年客運量 年貨運量 年起降架次 

 98~119 年平均成長

率 4.89% 

 98 年 2,161 萬人次 

 109 年 4,541 萬人次 

 119 年 5,890 萬人次 

 98~119 年平均成長

率 5.9% 

 98 年 134 萬噸 

 109 年 322 萬噸 

 119 年 448 萬噸 

 98~119 年平均成長率

5.9% 

 98 年 13.9 萬架次 

 109 年 33.8 萬架次 

 119 年 46.7 萬架次 

三 

發展 

策略 

推動航空事業發展 促進非航空事業成長 

包括新建第三航廈、增闢客貨停機
位、擴建貨運站區與維修區、擴增
第三跑道與滑行道、提高航網密
度、招攬航空公司與國際物流整合
業者進駐、提升旅客使用滿意度與
便利度等 

促進非航空事業成長：包括開發自由貿
易港區與複合式商業用地，及設立自由
貿易港區及商業開發方式與招商機制 

資料來源：交通部(100)。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引用於 108 年 5 月 21 日，取自

https://tinyurl.com/ybf9uz94。 

對松山機場的定位則為「商務機場」。為達成「東北亞黃金航圈」目標，於 99 年

起，松山機場陸續開起虹橋、羽田、南韓金浦、部分中國大陸航點等地的直航48。搭

配航線的的開發，台北松山機場國際貨運站亦自 99 年啟用，並透過陸路的轉運與桃園

國際機場進行連結，相互支援49。 

(4) 雙海港定位與運量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以貨物吞吐量的數據顯示，基隆港從 107 年 1 月至 108 年 1

月的成長率為 0.2%；台北港的成長率則為-31%，但台北港在國內貨物的成長率為

                                           
48 台灣新生報(101)。《社論》松山商務機場的定位。引用於 108 年 5 月 21 日，取自

https://tw.news.yahoo.com/%E7%A4%BE%E8%AB%96-%E6%9D%BE%E5%B1%B1%E5%95%86%E5%8B%99

%E6%A9%9F%E5%A0%B4%E7%9A%84%E5%AE%9A%E4%BD%8D-154244318.html 
49 交通部(102)。運輸政策白皮書-空運。引用於 108 年 5 月 21 日，取自

https://www.iot.gov.tw/FileResource.axd?path=html/doc/%E7%A9%BA%E9%81%8B.pdf 

https://tw.news.yahoo.com/%E7%A4%BE%E8%AB%96-%E6%9D%BE%E5%B1%B1%E5%95%86%E5%8B%99%E6%A9%9F%E5%A0%B4%E7%9A%84%E5%AE%9A%E4%BD%8D-15424431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A4%BE%E8%AB%96-%E6%9D%BE%E5%B1%B1%E5%95%86%E5%8B%99%E6%A9%9F%E5%A0%B4%E7%9A%84%E5%AE%9A%E4%BD%8D-154244318.html
https://www.iot.gov.tw/FileResource.axd?path=html/doc/%E7%A9%BA%E9%81%8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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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詳如下表)，由圖9的交通系統來看，台北港的所在區位較少陸運的路線可做轉運，

此可能為造成國內貨物具有成長率，但進出口統計為負值的因素之一。然以基隆港而

言，雖進出口的成長率亦為負成長，但整體而言仍為正成長，且雙港的進出口貨物量

仍有一定數量，說明雙港尚有足夠其轉運需求，未來若能確實配合陸運交通與區域產

業的發展，應可有效提升其成長率。但仍應詳細評估如何與陸運交通及產業進行連結。 

表32 台北港與基隆港貨物吞吐量彙整表 

港

埠 
年月別 總計 進口貨 出口貨 

國內 

貨物 

總成 

長率 

進口貨

成長率 

出口貨

成長率 

國內貨物

成長率 

台

北

港 

10701 2,163,079 1,731,483 305,917 125,679 

-31% -37% -24% 22% 
10801 1,482,962 1,097,452 232,714 152,796 

基

隆

港 

10701 1,479,850 846,275 341,080 292,495 

0.2% -4.8% -16.4% 33.9% 
10801 1,482,708 805,802 285,286 391,620 

資料來源：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108，各港營運實績。引用於 108 年 5 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twport.com.tw/chinese/cp.aspx?n=F6319BBC884EB15F。 

從觀光的角度而言，台北港與基隆港從 107 年 3 月至 108 年 3 月的遊客成長率都

有大幅度的正成長，為台北港以國際郵輪的 54.08%成長率最高；基隆港則以兩岸渡輪

的 56.99%成長率最高(詳如下表)，顯示雙港均能為北部區域帶來可觀的遊客數量，且

遊客來源有所區隔，但在遊客量成長的同時，也需進一步評估遊客抵台的交通運輸轉

乘問題，應做好連結，提升未來遊客回流的意願。 

  

https://www.twport.com.tw/chinese/cp.aspx?n=F6319BBC884EB1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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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台北港與基隆港遊客吞吐量彙整表 

港

埠 
年別 總計 

國際 

郵輪 

兩岸 

渡輪 

國內 

航線 
總成長率 

國際郵輪 

成長率 

兩岸渡輪 

成長率 

國內航線

成長率 

台

北

港 

10703 3,496 2,441 3,496 2,441 

7.41% 54.08% 7.41% 54.08% 
10803 3,755 3,761 3,755 3,761 

基

隆

港 

10703 
80,35

5 

72,23

4 
2,481 5,640 

15.21% 14.12% 56.99% 10.71% 

10803 
92,57

3 

82,43

4 
3,895 6,244 

資料來源：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108，各港營運實績。引用於 108 年 5 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twport.com.tw/chinese/cp.aspx?n=F6319BBC884EB15F。 

(5) 閒置產業用地 

北部區域擁有國際空港優勢，且集產業、觀光、文化、政治等資源為以一體，更

有較為便利的交通運輸系統，然跨域資源的互補與連結仍有待提升，鑒於產業發展、

人口密度、交通運輸等密集地區主要可從基隆一路與台北、新北、桃園進行串聯，未

來應加強雙空港的國際運輸機能，強化國際發展的能量。基此，未來應評估產業串連

後的進出口需求、貨物轉運需求、外來觀光人口的數量及回流率等，重新定位整體北

部區域的發展目標並評估用地需求。依據初步的閒置產業用地盤點(詳見下圖)，目前雙

北、基隆、桃園四縣市共有 705.471 公頃的閒置用地(詳見下表)，未來若完整產業廊

帶的串聯，將可能提升用地需求。此外，因應近期美中貿易問題，未來將有台商產業

大量回流的可能性，因此亦應事先進行相關因應對策的討論，強化閒置產業用地的使

用，提升土地使用效益，並加強產業聚集強度。基此，除閒置產業用地的盤點外，亦

應進一步重新規劃產業的分布區位，以從適性產業來做思考。 

表34 北部區域閒置產業用地面積彙整表 

用地別 面積(公頃) 用地別 面積(公頃) 

丁種建築用地 326.88 特定事業專用區(工業) 13.01 

特定產業專用區 27.19 倉庫區 0.0010 

工業區 327.37 
總計 705.471 

倉儲區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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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區域閒置產業用地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5. 因應策略初步建議：建議藉由上位之北部都會區域防救災計畫，綜合盤整整體區

域之相關災害潛勢及防救災據點，指認需區域合作之災防地區，規劃相關防災、

救援以及備援措施。並可透過公共設施、水利設施等多目標使用的方式，做為防

救災之備援用地。 

二、 中部區域優先議題 

以中部區域而言，在本計畫經過期初的共通性篩選，將共通性面向分類為產業、水環

境、交通三面向後，依據此三面向初步彙整相關計畫共 8 項，後透過區域性議題指認會議，

邀請中央部會、在地縣市政府與專家學者共同對談，以在地觀點檢視該 8 項議題是否有調

整建議，並依據在地需求提出新增議題，經由討論，在中部區域場次共增加 16 項新增議

題。為再次確認各議題是否均符合都會區域篩選原則與作為都會區域議題的合適性，本計

畫將中部區域的 24 項議題(含既有 8 項議題+新增 16 項議題)再次進行檢視，並將相似議

題進行整併，經檢視後，最終保留 12 項議題，如下所列。 

(一) 中台產業園區缺乏整體性污染防治 

(二) 中彰離岸風電產業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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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彰共同生活圈交通系統建設 

(四) 區域軌道整合度不足 

(五) 空氣污染相關管制策略不足 

(六) 海、陸、空的交通系統與鄰近縣市整合 

(七) 區域產業總體規劃方針(各產業供需盤查) 

(八) 非產業園區工業土地污染防治 

(九) 加強公共運輸建設、資源分享與整合 

(十) 中、南投幹線軌道運輸之整合 

(十一) 區域農業合作、轉型(低耗水高科技) 

(十二) 跨區域處理(嫌惡設施、火葬場、灰塘、焚化爐) 

 

鑒於政府資源、能量有限，難以同步推動 12 項議題，因此基於國土計畫法第六條第

七款之規範，本計畫針對此 12 項議題進行分類，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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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中部區域議題優先序分類說明表 

項次 議題 推動優先性說明 建議優先程度 

1 

中台產業園

區缺乏整體

性污染防治 

科學園區為國家發展經濟主要產業之一，但在產品製程

中所產生之廢水、廢棄物或毒性化學物質對環境造成危

害之可能性仍大。然污染的影響範圍廣大，且可能具有

移動性，管控不易。建議將該議題納入議題 5，先依據

環保署的污染管制相關規範進行控管，未來再依據各地

污染情形進行長期對策規劃。 

待處理，並整併

至議題 5 

2 

中彰離岸風

電產業發展

規劃 

因應能源轉型、綠色能源經濟時代，離岸風電將成為能

源發展趨勢，台中及彰化具有良好的離岸風力發展條

件，且離岸風場二期已確定開發。發展離岸風電除製造

機具外，尚須對於機具設施提供足以支撐其穩定運作及

後續維護所需之耗材，因此需要相關之運維產業，又因

離岸風電設施屬於能源產業範疇，需要於既有土地使用

管制項目上予以新增或刪減，並做出相應規劃。考量未

來能源需求，離岸風電有其重要性，然綠能的開發尚不

能完全取代現有能源，且仍有與生態環境爭地之疑慮，

建議應多做各方考量再行推動，並作為次優先議題。 

次優先 

3 

中彰共同生

活圈交通系

統建設 

鑒於交通系統的建設應同時與鄰近縣市發展情形、產業

分布、人口分布等共同進行檢討與評估，以利區域性發

展。因此，建議先將此議題併入議題 6，以做同步規劃。 

整併至議題 6 

4 
區域軌道整

合度不足 

區域性軌道亦為交通系統的一環，為以整體區域的未來

發展作考量，應納入相關議題以做整體評估。因此，建

議先將此議題併入議題 6，以做同步規劃。 

整併至議題 6 

5 

空氣污染相

關管制策略

不足 

中部區域每年 10 月至隔年 3 月因季節風向改變進而導

致空氣品質不佳，而導致空污情形的污染源除境外傳播

外，還有境內產出的問題。目前我國對於產業有空氣污

染排放總量之限制，但因污染影響範圍較大且因風系問

題，亦可能具有移動性，管控不易。建議先依據環保署

的污染管制相關規範進行控管，未來再依據各地污染情

形進行長期對策規劃。 

待處理 

6 

海、陸、空

的交通系統

與鄰近縣市

整合 

海、陸、空交通系統的串聯，除了促進各國連結，並結

合重大港埠設施，共同促進國內外的區域經濟與觀光發

展外，另一方面也可便於在地居住人口的移動。鑒於此

議題為奠基舊有基礎，提升後續發展效益，具有較高的

可操作性，且可納入議題 3、4、7、9、10 共同規劃，

提升後續發展效益。因此，建議可作為優先議題。  

優先 

整併議題 3、4、

7、9、10，歸納

為「強化區域運

輸整合以提升生

活圈、產業與資

源等之串聯與資

源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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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題 推動優先性說明 建議優先程度 

7 

區域產業總

體規劃方針

(各產業供需

盤查) 

依據國家發展計畫(106 至 109 年四年計畫暨 106 年計

畫)中所提，產業為未來發展的重要政策之一，說明產業

議題重要性，而以目前的產業用地而言，依據產業類型

的不同，管理土地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不相同，造成

用地整併困難，也難以掌握詳細的供需土地情況，建議

邀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討論，以做整體的用地分

配與利用，提升土地使用效益。此外，產業的發展亦離

不開便捷的交通系統，基此，建議將此議題併入議題 6

共同討論。 

整併至議題 6 

8 

非產業園區

工業土地污

染防治 

以產業而言，較易產生污染問題的主要以二級產業為

主，而中部地區從早期的紡織、製鞋業到目前的精密機

械加工業、半導體、光電產業等，產業發展相當多元，

且都是中部地區比較具競爭型的產業。但產業園區從科

技部的科技園區到加工出口區等都是屬於較為完善的工

業或產業園區，因此在設置上均已有符合嚴格規範的污

染防治要求，然都市計畫內的一般工業區、零星工業區、

未登記工廠等所形成的污染不僅難以管控，且難以確實

偵測，致使污染防治較為困難。基此，未來應針對非產

業園區的工業土地污染防治問題做進一步的規劃。建議

納入議題 5，暫時列入後續待處理議題。 

待處理 

9 

加強公共運

輸建設、資

源分享與整

合 

中部地區的旅客多以私人運具為主要交通方式，增加了

景點周邊道路的交通負擔，加上景點的有限空間，常無

法容納過多的私人運具，造成停車位缺乏或是違規停車

的問題嚴重，而過多的私人運具更可能造成空氣品質的

問題。因此，建議以都會區域計畫為統籌，指導中臺灣

地區各縣市對於路網涵蓋範圍與路線設計進行相關檢討

變更，提升大眾運輸交通之穩定性與方便性，進而增加

民眾使用大眾運輸之意願，減少對私有載具之需求，落

實低碳運輸之目標。建議將此議題併入議題 6 共同討論。 

整併至議題 6 

10 

中、南投幹

線軌道運輸

之整合 

區域性軌道為交通系統的重要一環，搭配公路系統，將

可提升區域交通系統的完整度。基此，建議將此議題併

入議題 6 共同討論。 

整併至議題 6 

11 

區域農業合

作、轉型(低

耗水高科技) 

中臺灣地區之雲林、彰化等地為臺灣農業重鎮之一，但

因近年來氣候變遷，出現缺水或長期未降雨狀況，致使

傳統之水稻作物受影響，並且種植水稻耗水量大，造成

缺水狀況加劇。目前南彰化地區已有發展高科技、低耗

水之農業（如彰化田尾鄉之花卉），若可藉由擴大高科技

低耗水農作物之經營規模，不僅可增加純作物與相關觀

光帶來之經濟收入，亦能緩解中臺灣地區農業缺水問

次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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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題 推動優先性說明 建議優先程度 

題。建議可依現有規劃進行，未來可搭配合適計畫，進

一步結合交通、觀光等做更綜合型的考量。 

12 

跨區域處理

(嫌惡設施、

火葬場、灰

塘、焚化爐) 

中臺灣地區之嫌惡設施有區域分配上之問題，如彰化縣

內無火葬場須轉至臺中或南投進行火化、臺中火力發電

廠之事業廢棄物運至彰化做掩埋處理等，皆有單一轄區

內機能不足而須進行跨域分工之情形，若需強化單一區

域內之鄰避設施規模或落實區域合作效能則需進行相關

項目之盤點與分配。為確實解決嫌惡設施等問題，應可

先針對中部區域的相關設施進行盤點，並依整體區域的

發展做後續相關區位的規劃。基此，考量此議題主要為

解決既有問題，且具可操作性與後續發展效益，建議作

為優先議題推動。 

次優先 

 

依據綜合評估，中部建議之優先議題說明如下。 

(一) 強化區域運輸整合以提升生活圈、產業與資源等之串聯與資源流通 

1. 相關縣市：臺中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2. 議題面向：交通、產業 

3. 議題目標：藉由完善區域運輸系統，推動區域資源整合，提升生活圈競爭力。 

4. 議題說明： 

(1) 中部區域運輸發展現況概述 

中臺灣地區具備公路、鐵路、高速鐵路等三種交通系統功能，並以公路交通為主，

其餘兩項則以長途運輸為主要用途，然中臺灣區域之大眾交通運輸因路網分布範圍及

密度較不足，一般民眾仍以私人運具為主，因此出現道路使用過於擁擠之情形，進而

導致生活圈無法拓展以及往返不同縣市時過度費時等問題。 

表36 各(都會)區域運具次數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區域別 縣市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5 年平均 

北部區域 

臺北市 43.5 42.5 42.6 41.3 41.5 42.8 

25.0  

基隆市 38.5 39 40.6 38 40.6 39.8 

新北市 31.8 31 32.7 33.2 33.6 33.8 

桃園市 14 13.9 14.2 15.6 14.7 15 

新竹縣 9.6 9.5 9.8 9 8.5 10 

新竹市 7 8.3 8.2 8.6 8.7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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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別 縣市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5 年平均 

中部區域 

苗栗縣 8.6 8.8 8.4 8.2 6.8 8.8 

7.5  

臺中市 9.9 10.5 10.8 11.9 12.3 12.2 

南投縣 6.2 5.8 5.9 5.4 4.7 5.9 

彰化縣 5.3 5.5 4.9 5.7 6.5 5.5 

雲林縣 4.8 5.2 4.5 4.9 5.3 5.3 

南部區域 

嘉義縣 6.4 6.4 6.4 5.8 5.2 6.2 

6.4  

嘉義市 3.9 4 4.5 4.4 4.1 4.9 

臺南市 5.7 5.9 5.9 6.5 6.5 6.7 

高雄市 8.7 8.8 8.7 9.4 9.1 9.3 

屏東縣 5.6 5.6 5.8 6.2 6 5.2 

東部區域 

宜蘭縣 7.7 8.6 9.4 8.4 9.6 10.3 

7.5  花蓮縣 6.1 6.3 6.7 6.6 6 6.1 

臺東縣 4.3 5.9 5 5.1 5.6 6.1 

資料來源：整理自交通部《105 年度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摘要分析》。 

另方面，同樣依據該摘要分析，中部都會區域民眾使用私人運具之比例，除明顯

高於北部都會區域外，與南部都會區域、東部區域並無明顯差異，可能亦與現階段公

共運輸可及性尚待提升有關。 

表37 各(都會)區域運具次數之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 

區域別 縣市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5 年平均 

北部區域 

臺北市 39.1 39 39.2 39.2 39.5 39.6 

63.2  

基隆市 51.3 48.1 48.5 50.5 48.6 47.7 

新北市 56.8 56 55.1 54.9 54.1 54.2 

桃園市 78.8 76.8 75.6 76.1 76.7 74.4 

新竹市 84.6 82.5 84 83.3 82.4 81.7 

新竹縣 84 81.6 81.8 83.2 84.7 82 

中部區域 

苗栗縣 82.6 81.2 79.9 81.7 85.7 81.7 

82.1  

臺中市 82.5 81.2 80.1 79.6 79.9 80.5 

彰化縣 85.6 83.7 84.3 82.9 84 83.5 

南投縣 83.4 83.8 83.4 85.3 85.3 84.3 

雲林縣 80.1 80.8 82.6 82 81.7 80.5 

南部區域 

嘉義縣 82.4 82.1 80.1 82.7 83.7 83.7 

83.3  嘉義市 86.2 85.4 84.8 85.4 86.7 84.8 

臺南市 83.5 83.6 83.7 84.6 85.4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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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別 縣市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5 年平均 

高雄市 80.8 81.8 81.2 80.5 82.5 80.6 

屏東縣 84.6 82.3 83.3 84.3 84.8 83.5 

東部區域 

宜蘭縣 80.1 77.2 77.1 78.3 79.9 78.9 

81.9  花蓮縣 83.2 79.5 81.9 81.6 83.9 82 

臺東縣 83.3 82.4 83.3 84.8 85.8 84.7 

資料來源：整理自交通部《105 年度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摘要分析》。 

同時，鄰近竹南頭份、苗栗後龍、通霄苑裡、臺中市區、臺中港、彰化市區等主

要生活圈之省道，包括臺 1 線、臺 3 線、臺 6 線、臺 10 線、臺 12 線、臺 13 線、臺

14 線、臺 19 線、臺 61 線、臺 74 線、臺 76 線等地區主要公路系統，總里程數佔中

部都會區域約 2/3，其負擔之總流量(PCU)與尖峰流量更佔整體中部區域省道系統 9 成

以上。其中，又以環臺中市區之臺 74 線與縱貫省道臺 1 線，負責整體中部區域省道系

統約 4 成之流量，然其總長度僅佔 17%左右，集中趨勢明顯。由上述各省道路線之車

流分擔可見，整體中部區域之省道系統負擔較不平均，公共運輸之比重亦有待提升，

亟需以中部區域為思考單元，整體規劃區域交通。 

表38 中部都會區域 107 年度各省道系統(雙向)里程總數及流量分析 

路線 里程總數 尖峰流量(PCU) 總計流量(PCU) 

台 74 線 207 169,069 1,866,193 

台 1 線 342 108,252 1,051,039 

台 3 線 327 75,043 671,967 

台 61 線 395 61,371 576,320 

台 12 線 46 34,495 390,700 

台 14 線 326 43,161 369,865 

台 13 線 168 39,001 336,193 

台 10 線 53 24,789 240,296 

台 76 線 142 23,730 236,806 

台 17 線 138 20,477 165,517 

台 19 線 76 12,932 130,244 

台 63 線 120 14,511 117,704 

台 6 線 63 11,374 112,215 

台 21 線 332 10,926 8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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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里程總數 尖峰流量(PCU) 總計流量(PCU) 

台 72 線 62 9,327 79,130 

台 8 線 224 3,900 35,670 

台 16 線 82 4,308 34,733 

台 7 甲線 57 213 1,538 

台 18 線 25 156 689 

總計 3,184 667,035 6,504,682 

資料來源：整理自交通部公路總局 107 年度公路交通量調查統計表。 

 

 中部都會區域公路系統及軌道運輸發展現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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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部區域運輸整體規劃現況概述 

依據交通部《運輸政策白皮書》(101 年)(以下簡稱白皮書)指出，我國運輸政策應

受國發會《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規劃》之指導，並在國土 3 軸、3 大城市區域與 7 大區

域生活圈之空間結構下加以發展，並以「提高國土機動性(mobility)、可及性(accessibility)、

連結性(connectivity)、創造產業發展機會(opportunity)、營造綠色人本及智慧化運輸環

境(sustainability)」為運輸部門之發展目標。 

《白皮書》指出，為健全三大都會區域城際都市運輸，應以階層網絡觀點檢視陸

路運輸建設計畫，並以高鐵、臺鐵等軌道系統為線性幹道；公路公共運輸為面性服務。

其中，三大都會區則搭配捷運系統，建置都會及都市地區公共運輸交通環境。 

 

 國土空間運輸系統服務架構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政策白皮書》(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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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部(臺)都會區而言，係以臺中市都會區域為核心，並以整合性之整體鐵道/公

路發展計畫為主軸，有效率地分工整合各鐵道/公路次系統，使各層級鐵道/公路互相

配合，以建構無縫運輸的服務環境。 

為因應臺中市快速成長之人口、紓解地區公路運輸壓力、串聯重要發展節點、有

效利用土地資源等，臺中市政府刻正辦理臺中都會區軌道運輸整體規劃，並包含大臺

中山手線、捷運藍線、綠線、雙港輕軌、太平霧峰輕軌等路線該規劃目前除捷運綠線

與山手線下環成功到追分段已開工外，其餘路線尚餘規畫或審議階段。 

 

 大臺中軌道運輸整體規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 

5. 因應策略初步建議：建議以都會區域計畫為統籌，對區域內之交通系統串聯做全

域性之規劃，並以符合同一原則之土地使用管制內容對於受影響地區進行規範，

提升地區發展之穩定度。 

三、 南部區域優先議題 

以南部區域而言，在本計畫經過期初的共通性篩選，將共通性面向分類為產業、水環

境、交通三面向後，依據此三面向初步彙整相關計畫共 6 項，後透過區域性議題指認會議，

邀請中央部會、在地縣市政府與專家學者共同對談，以在地觀點檢視該 6 項議題是否有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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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議，並依據在地需求提出新增議題，經由討論，在南部區域場次共增加 17 項新增議

題。為再次確認各議題是否均符合都會區域篩選原則與作為都會區域議題的合適性，本計

畫將南部區域的 23 項議題(含既有 6 項議題+新增 17 項議題)再次進行檢視，並將部分相

似議題進行整併，經檢視後，最終保留 5 項議題，如下所列。 

(一) 在地優勢產業鏈結不足 

(二) 南台都會軌道運輸網絡整合規劃仍待評估 

(三) 跨縣市交通需求(通勤、生活、消費、觀光、旅遊) 

(四) 跨區域居住需求 

(五) 產業用地如何整合應用 

鑒於政府資源、能量有限，難以同步推動五項議題，因此基於國土計畫法第六條第七

款之規範，本計畫針對此五項議題進行分類，說明如下。 

表39 南部區域議題優先序分類說明表 

項

次 
議題 推動優先性說明 建議優先程度 

1 
在地優勢產

業鏈結不足 

產業為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政策之一，而南部區域根據

南部產業匯智聯盟進行的專家問卷之分析結果可以看出

智慧自動化設備、精密機械、高值金屬材料、綠色節能

車輛、智慧節能家電產品、照護服務、醫療保健服務、

國際醫療及高科技紡織、安全食品、食品生技等產業是

未來具有潛力的產業發展方向。加上飲品原物料、汽車

零組件等既有在地產業，未來若能強化在地產業鏈結，

或可提升產業間的互動，強化產業發展規模，並可進一

步投入研發創新的相關產業，以增加市場的發展潛力。

此議題奠基於既有產業的串連與再發展，具有可操作性

與後續發展效益，並可納入議題 5 共同討論，建議可作

為優先議題。 

整併至議題 3 

整併議題 5，歸納為

「產業用地盤點整合

以供推動在地優勢產

業串聯之整體規劃」 

2 

南台都會軌

道運輸網絡

整合規劃仍

待評估 

為強化與改善南部區域的通勤環境，可評估高雄捷運延

伸至屏東之需求，以改善兩地的交通環境與周圍發展。

建議將此議題納入議題 3，以做同步規劃。 

整併至議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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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議題 推動優先性說明 建議優先程度 

3 

跨縣市交通

需求(通勤、生

活、消費、觀

光、旅遊) 

針對人口結構的變遷，未來跨縣市交通需求應朝向再發

展並促使現有都市或鄉鎮市區間的連結強化，以提供在

地居民或外來遊客通勤、生活、消費或觀光旅遊等需求。

此外，應透過強化南部區域現有都市、鄉鎮市區間的大

眾運輸系統，並搭配軌道運輸的路線，加強如公車、捷

運、輕軌等轉駁的路線、班次等規劃，以利民眾轉乘，

提升搭乘意願，降低自用車耗能且不環保的旅運模式。

建議將議題 2 納入作為優先議題，以同步規劃。 

優先 

歸納為「配合生活、

遊憩、就業之需求建

立完整大眾運輸系

統」 

4 
跨區域居住

需求 

鑒於高雄行政範圍成南北向狹長型，因此在空間發展上

各有不同，而北高雄與南台南鄰近，多有通勤、旅遊等

相關需求，加以北高雄有楠梓、左營、旗津等區，搭配

大岡山區，就業人口眾多，相較高雄市區與南台南的來

往更為密切。基此，在通勤就業、就學等需求下，具有

跨區域的居住需求。惟居住問題涉及較廣，需針對人口

狀況與居住需求區位等，做長期的規劃，因此，建議作

為次優先議題。 

次優先 

5 
產業用地如

何整合應用 

產業用地除都市計畫區內工業區外，尚有丁種建築用

地、特定專用區、產業園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

環保暨農業生技園區等，然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隸屬

不同單位，導致未來在產業用地的整合上較為困難，將

可能影響未來產業園區、產業廊帶等整體規劃上的協調

困難。基此，建議先將此議題併入議題 1，先進行相關資

源盤點，再做後續的整體規劃，以從較為全觀性的角度

來做未來南部區域產業的發展評估。 

整併至議題 3 

 

依據綜合評估，南部建議之優先議題說明如下。 

(一) 配合生活、遊憩、就業之需求建立完整大眾運輸系統 

1. 相關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2. 議題面向：交通、產業、觀光 

3. 議題目標：藉由完善運輸系統的建立，降低私人運具的使用，促進現有都市或鄉

鎮市區間的連結強化，提升整體環境資源的串聯。 

4. 議題說明：台灣面臨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高齡問題迫在眉睫(高齡人口比率詳見下

圖)。針對人口結構的變遷，從交通面向而言，台灣南部目前雖以私家汽、機車為

主，但隨著人口老化，應盡早規劃完善的大眾運輸系統，以因應高齡者因身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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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反應較慢所帶來的不便，亦可提供外地旅遊或就業者有更便捷的交通環境。除

了人口的高齡化外，少子化的問題也導致總人口的逐漸減少，未來將可能導致各

地區的人口數量差距會越趨顯著。基此，跨縣市交通需求應朝向再發展並促使現

有都市或鄉鎮市區間的連結強化，以提供在地居民或外來遊客通勤、生活、消費

或觀光旅遊等需求。 

 

 高齡人口比率歷年變遷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交通路線的規劃多數配合人口密集、產業、觀光景點等處，而南部區域的觀光遊

憩據點從台南至屏東如赤崁樓、安平古堡、台江國家公園、台南孔廟、駁二藝術特區、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海洋生物博物館、原住民文化園區、四重溪溫泉、墾丁…

等，景點眾多，根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 2 月對主要觀光遊憩據點的遊客人數統計資

料可以看出南部區域的遊客人數有大幅度的增長(詳如下表)，以 108 年 2 月的

17,615,373 遊客人次而言，相較去年 2 月的 7,428,915 遊客人次，其成長率達 137%。

此調查結果說明南部區域有越來越多的觀光需求，因此無論在交通、居住、飲食等需

求上都將有進行串聯與改善的需求，以期能長期經營，並促使遊客的回流。 

表40 南部區域主要觀光遊憩據點的遊客人數統計表 

類型 觀 光 遊 憩 區 縣市別 108 年 2 月 上年同月 
成長率 

(%) 

備    註  

(計算遊客人數之方法

或其他) 

國 家

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遊客中心 
屏東縣  4,406  9,185  -52.03  紅外線計數器自動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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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觀 光 遊 憩 區 縣市別 108 年 2 月 上年同月 
成長率 

(%) 

備    註  

(計算遊客人數之方法

或其他) 

鵝鑾鼻公園 屏東縣  86,352  69,925  23.49  門票數 

貓鼻頭公園 屏東縣  65,573  69,205  -5.25  門票數 

佳樂水 屏東縣  16,637  16,057  3.61  門票數 

社頂自然公園                       屏東縣  9,482  8,784  7.95  車輛平均承載率估算 

南灣遊憩區 屏東縣  38,780  27,441  41.32  車輛平均承載率估算 

龍鑾潭自然中心 屏東縣  6,123  5,904  3.71  來賓登記表 

砂島貝殼砂展示館 屏東縣 28,939  23,171  24.89  人工計算參觀人數 

國 家

級 風

景 特

定區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七股鹽山 臺南市  107,791  95,002  13.46  門票數 

北門遊客中心 臺南市  66,637  38,643  72.44  停車數概估 

井仔腳瓦盤鹽田 臺南市  25,826  25,100  2.89  以停車場使用情形推算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曾文水庫  臺南市  28,290  21,861  29.41  門票數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 臺南市  20,999  19,335  8.61  門票數 

關子嶺溫泉區  臺南市  198,813  154,351  28.81  自動車流監視系統 

虎頭埤風景區 臺南市  36,529  31,683  15.30  門票數 

茂林國家風景區 

茂林遊憩區                     高雄市  37,399  12,154  207.71  遊客中心遊客人數概估 

寶來、不老溫泉區 高雄市  23,473  30,475  -22.98  資訊相關設備 

臺灣原住民文化園區 屏東縣  36,954  36,954  0.00  門票數 

霧臺遊憩區 屏東縣  29,136  23,661  23.14  入山登記數 

涼山遊憩區 屏東縣  16,964  10,558  60.67  門票數 

禮納里部落                     屏東縣  3,823  0  - 停車數 

三地門遊憩區 屏東縣  226,525  46,640  385.69  電子計數器計算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小琉球遊憩區 屏東縣  28,988  16,984  70.68  門票數 

大鵬灣遊憩區 屏東縣  8,552,367  58,490  14,521.93  門票數 

森 林

遊 樂

區 

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 屏東縣  17,180  16,166  6.27  門票數 

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 屏東縣  7,923  7,918  0.06  門票數 

休 閒

農 業

區 及

南元休閒農場 臺南市  14,635  17,046  -14.14  門票數 

走馬瀨農場  臺南市  49,639  44,892  10.57  門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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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觀 光 遊 憩 區 縣市別 108 年 2 月 上年同月 
成長率 

(%) 

備    註  

(計算遊客人數之方法

或其他) 

休 閒

農場 

觀 光

地區 

延平郡王祠 臺南市  16,917  14,893  13.59  管理人員估算 

赤嵌樓 臺南市  74,236  93,682  -20.76  門票數 

臺南孔子廟 臺南市  23,049  28,673  -19.61  概估及門票數 

祀典武廟 臺南市  51,965  65,577  -20.76  以赤崁樓門票數計算 

大天后宮 臺南市  59,389  74,946  -20.76  以赤崁樓門票數計算 

安平小鎮 臺南市  171,807  201,446  -14.71  門票數 

博 物

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屏東縣  100,774  82,165  22.65  門票數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        屏東縣  149,615  0  - 停車數 

臺灣鹽博物館 臺南市  7,007  4,837  44.86  門票數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臺南市  37,518  32,069  16.99  門票數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高雄市  134,576  119,764  12.37  門票數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  66,188  76,394  -13.36  計數器計算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高雄市  33,339  36,067  -7.56  人工計數器 

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  高雄市  3,598  3,285  9.53  門票數 

美濃客家文物館 高雄市  13,165  15,482  -14.97  門票數 

奇美博物館 臺南市  97,898  82,207  19.09  門票數 

宗 教

場所 

南鯤鯓代天府               臺南市  905,000  901,750  0.36  停車數概估 

麻豆代天府                臺南市  568,118  544,657  4.31  停車數概估 

佛光山            高雄市  2,363,018  2,046,179  15.48  人工計數器 

其他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臺南市  27,071  22,671  19.41  門票數 

烏樹林休閒園區 臺南市  9,436  6,958  35.61  五分車售票收入估算 

壽山動物園                  高雄市  86,018  96,416  -10.78  門票數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

園區                
高雄市  46,429  49,839  -6.84  

團客：問導遊該團人

數；散客：概估 

蓮池潭 高雄市 506,988  392,018  29.33  以人工計算 

高雄市文化中心              高雄市  216,490  226,156  -4.27  
室內：人工計數器+門票

數；室外：概估 

世運主場館 高雄市  110,230  117,045  -5.82  
戶內以門票數統計 ,戶

外導覽人數 

旗津風景區 高雄市  765,423  233,170  228.27  
輪船公司船票及停車費

收入 

澄清湖                       高雄市  142,710  130,035  9.75  門票數及人工計數器 



106 年度全國國土計畫之都會區域計畫前置作業委託案 

143 

類型 觀 光 遊 憩 區 縣市別 108 年 2 月 上年同月 
成長率 

(%) 

備    註  

(計算遊客人數之方法

或其他) 

墾丁海水浴場  屏東縣  20,775  19,066  8.96  門票數 

頑皮世界 臺南市  25,687  28,123  -8.66  門票數 

8 大森林博覽樂園 屏東縣  7,752  14,930  -48.08  門票數 

大路觀主題樂園 屏東縣  4,861  3,103  56.65  門票數 

小墾丁渡假村 屏東縣  6,695  6,319  5.95  門票數 

五妃廟  臺南市  6,262  5,100  22.78  
以延平郡王祠參觀人次

計算 

駁二藝術特區 高雄市  901,916  672,668  34.08  人工計數器 

愛河(五福四路至博

愛一路) 
高雄市  49,655  27,233  82.33  船票數 

紅毛港文化園區 高雄市  17,615  16,407  7.36  門票數統計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108)。觀光統計月報：108 年 2 月 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引用於 108 年 5

月 12 日，取自 https://tinyurl.com/y98rsfre。 

綜上，無論便利在地居民的移動需求或利於遊客的旅遊運輸需求，均應強化南部

區域現有都市、鄉鎮市區間的大眾運輸系統，並搭配軌道運輸的路線，加強如公車、

捷運、輕軌等轉駁的路線、班次等規劃，以利民眾轉乘，提升搭乘意願，降低自用車

耗能且不環保的旅運模式。 

5. 因應策略初步建議：鑒於上述初步的背景分析資料，可以看出南部域的人口結構

有快速老化的現象，此外，遊客數卻又有大幅度的增長，說明在地居住的民眾越

來越不適宜以私家運具來做移動，而外來遊客又有交通運輸的需求。因此，南部

區域確實有跨域的大眾運輸系統之需求，以搭配各地區的遊憩、就業、就學等相

關區位，強化在地居民的運輸連結及外來遊客的自助便利性。然因路線的規劃與

周圍土地使用等需求具有高度關聯性，建議未來此計畫應以南部區域做全盤考量，

並指導各縣市國土計畫做後續的配合修正與調整，以利區域的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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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及示範計畫 

第一節 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相關制度建議 

鑒於未來若要推動都會區域計畫，勢必將有跨域、跨部門相互協調或整合之需求，以

下針對對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的成立方式、預期效益、操作模式等進行相關說明與建

議。 

一、 規劃平台運作機制 

都會區域計畫規劃作業之辦理，得分為中央主導、地方提案兩種模式，提案機關分別

為內政部、縣市政府，則其組成型態、操作流程將有所差異，而操作方式皆建議採工作小

組會議、機關研商會議等方式進行，說明如下。 

(一) 都會區域計畫主辦機關 

國土計畫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全國國土計畫中涉有依前條第二項擬訂之都會區

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相關計畫內容，得另以附冊方式定之。」因都會區域計畫將納為全

國國土計畫附冊，等同全國國土計畫，故其規劃階段之行政程序應比照全國國土計畫

辦理。 

再者，國土計畫法第 7 條第 1、2 項規定：「行政院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

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理下列事項：一、全國

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二、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競合之協調、決定。中央主管機關應

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

式辦理下列事項：一、全國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後略）」故都會區域計畫

應經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行政院國土計畫審議會之兩階段審議程序，經審議通過

後方可核定公告。 

並且，國土計畫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

商有關機關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市、縣（市）政府亦

得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

入全國國土計畫。」又國土計畫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國土計畫之擬訂、審議及核

定機關如下：一、全國國土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審議，報請行政院核定。…

（後略）」故得由內政部（中央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或事涉直轄市、縣（市）政府（地

方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提案相關計畫內容，惟全國國土計畫之擬訂機關為中央主管機

關，即內政部，則其亦為都會區域計畫之擬訂機關、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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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都會區域計畫得分為中央主導、地方提案兩種模式辦理規劃作業，除提案

機關有所不同外，擬訂、審議、核定機關皆相同，彙整如下圖。 

 

 都會區域計畫提案、擬訂、審議、核定機關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二) 規劃平台組成型態 

於規劃階段，為研擬都會區域計畫（草案）內容，建議以工作小組型態組成規劃

平台，並按中央主導、地方提案模式而分別由不同成員組成，說明如下： 

1. 中央主導模式 

因由內政部為提案機關，故規劃平台之工作小組由其及轄下單位組成，建議包含

下列機關（示意如下圖）： 

(1) 內政部 

內政部身為中央國土計畫主管機關，主要負責提供都會區域計畫之政策指導，協

調有關機關之意見、衝突或分工，指派代表擔任工作小組召集人，負責主持小組運作

事務的指導。 

(2) 營建署 

依據內政部之政策指導，營建署提供都會區域計畫之理念方向，指導草案內容撰

寫，及發起、組成工作小組，負責小組運作事務的執行，彙整各方資訊、意見，研擬

計畫草案內容，及辦理規劃階段必要之行政作業。 

(3) 委辦規劃團隊 

由營建署委託專業規劃團隊，協助城鄉發展分署之規劃、行政作業，蒐集、分析

各方資訊、意見，提供規劃技術、建議。 



總結成果報告書(定稿版) 

146 

 

 都會區域計畫規劃平台組成-中央主導模式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2. 地方提案模式 

因由事涉縣市政府為提案機關，故規劃平台之工作小組由擬訂機關內政部、營建

署、提案機關事涉縣市政府，及其轄下機關或單位組成，建議包含下列機關（示意如

下圖）： 

(1) 內政部及營建署 

內政部身為中央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及營建署主要負責國土計畫相關業務，分別

指派代表擔任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兩者所扮演的角色建議為提供都會區域計畫之政策

指導、理念方向，協調有關機關之意見、衝突或分工，並於都會區域計畫草案提送內

政部時辦理審議、核定相關作業。 

(2) 事涉縣市政府 

由事涉縣市政府組成跨縣市的幕僚小組，各縣市政府自行指派下轄機關代表，主

持小組運作、協調有關機關、明確分工，其餘代表負責小組運作事務、計畫草案研擬、

規劃行政作業等工作。 

(3) 委辦規劃團隊 

由事涉縣市政府各負擔一部分經費，委託專業規劃團隊，協助事涉縣市政府之規

劃、行政作業，蒐集、分析各方資訊、意見，提供規劃技術、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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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區域計畫規劃平台組成-地方提案模式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上述兩種方式中，建議優先以地方提案（由下而上）的方式，以「議題導向」進

行整合，而中央政府主要角色為建立運作機制、議題框架。另地方提案模式如屬原本

即已運作之會商討論平台（如雙北市交通運輸工作平台），亦可考量納入本模式相關組

織架構，以符合都會區域計畫精神。 

(三) 規劃平台相關會議形式建議 

都會區域計畫規劃平台，於規劃階段，建議視需求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內部）、機

關協調會議（外部），說明如下： 

1. 工作小組會議 

由提案機關、委辦規劃團隊組成的工作小組成員召開、參與，原則上宜定期召開，

討論計畫核定公告前的規劃階段各項事務，主要討論內容如指認議題、研擬因應策略、

草擬計畫內容、凝聚內部共識、籌辦各項會議、辦理行政程序等事項（示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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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區域計畫規劃平台運作方式-工作小組會議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2. 機關協調會議 

由提案機關、委辦規劃團隊組成的工作小組成員於計畫提送審議前不定期召開，

就特定主題，邀請外部事涉機關或單位代表、專家學者，含相關專家學者（如業界代

表、學校學者、專業研究人員、民間團體代表等）、事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國

發會、經濟部、交通部或其他）、事涉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提供意見，共同研議內

容可有如指認議題、研擬策略、機關研商、凝聚共識、協調衝突或分工等（示意如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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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區域計畫規劃平台運作方式-機關協調會議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四) 規劃平台操作流程 

為推動都會區域計畫規劃作業，可區分為啟動、規劃、實施、檢討等四階段，各

階段工作重點互有不同，且其中央主導、地方提案模式下之操作流程亦有區別，說明

如下。 

1. 分階段推動 

都會區域計畫之推動，得分為下列 4 階段，各階段之主要工作重點說明如下： 

(1) 啟動階段 

議題指認與收斂，透過輿論、文獻蒐集、訪談、會議、論壇等方式，蒐集中央部

會、地方政府、專家學者、民間團體等之意見，指認及收斂關鍵議題，評估是否符合

第二章第一節第二項所列議題選定、篩選及評估原則，凝聚優先議題共識，討論都會

區域計畫擬訂之必要性，進而決定是否啟動都會區域計畫規劃作業。 

(2) 規劃階段 

都會區域計畫經上項評估及確定啟動規劃作業後，建立都會區域計畫規劃平台，

其主要任務為就上述優先議題，研議因應策略，擬訂計畫草案，及辦理國審會審議、

核定等行政程序，且為後續實施而整合資源、協調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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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施階段 

都會區域計畫經核定、公告實施後，成立協調推動組織，其主要任務為依規劃階

段的計畫內容進行實際推動與執行，為此籌措及分配經費、協商衝突、明確分工、決

議相關事務，追蹤、管考有關機關執行情形、進度。 

(4) 檢討階段 

協調推動組織對執行成果進行評估與檢討，為因應環境的實際變化得持續修正執

行作業，必要時則啟動計畫適時檢討變更、通盤檢討之規劃、行政程序。 

2. 中央主導模式操作流程 

中央主導模式，分階段操作流程如下（示意如下圖）： 

(1) 啟動階段 

A. 由內政部提案都會區域計畫之構想，經確認跨域性優先議題後，以議題導向

規劃草案構想，此過程中需與事涉機關研商、取得共識，及提供資訊公開、

公民參與管道。 

B. 完成草案構想後，由內政部提案至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是否成案，及

研議是否與國土計畫或部門計畫衝突，如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決議具有擬

訂都會區域計畫之必要性，則啟動下階段規劃作業。 

(2) 規劃階段 

A. 由內政部組成規劃平台工作小組，擬議計畫草案內容，協調事涉機關及取得共

識。 

B. 內政部應依國土計畫第 12 條第 1 項50規定，以座談會或其他方式廣詢意見。 

C. 內政部與事涉機關取得共識之後，按國土計畫第 12 條第 2、3 項51規定，計

畫草案內容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 30 日、舉行公聽會、公開資訊，接受人民

或團體陳情意見；如未能取得共識者，則內政部向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報告

後結案。 

                                           
50國土計畫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
作成紀錄，以為擬訂計畫之參考。」 

51國土計畫第 12 條第 2、3 項規定：「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公聽會；公開展
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人民或團
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管機關參考審議，
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分別報請行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有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適當方
法廣泛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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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計畫草案完成公展、公聽會程序後，依據國土計畫第 7 條第 2 項52、第 11 條

第 1 項53、第 12 條第 2、3 項規定，內政部提送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審議通過後，報請行政院核定，再由行政院提至行政院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再次審議通過後進入實施階段；如其間未能審議通過者，繼續擬議、調整計畫

草案內容。 

(3) 實施階段 

A. 行政院審議通過後，發函通知內政部計畫核定。 

B.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3 條第 1 項54規定，內政部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 30

日內公告實施，辦理公開展覽，及公開資訊。 

C. 計畫經公告實施後，由行政院、國發會、內政部、事涉縣市政府、事涉機關共

同組成協調推動組織，協調事涉機關之分工、負擔經費，落實執行計畫內容，

並定期管考追蹤執行情形、進度。 

(4) 檢討階段 

A. 都會區域計畫屬全國國土計畫之附冊，適用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4 項55有

關計畫檢討之規定，得分為通盤檢討、適時檢討變更兩種方式。 

B. 通盤檢討：計畫應每 10 年通盤檢討一次，或於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一併

辦理，其辦理程序同規劃、實施階段。 

                                           
52國土計畫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開
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理下列事項： 

一、全國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 

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復議。 

四、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廢止之審議。」 
53國土計畫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國土計畫之擬訂、審議及核定機關如下： 

一、全國國土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審議，報請行政院核定。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審議，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54國土計畫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 30 日內公告實
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
得少於 90 日；計畫內容重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55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4 項規定：「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擬訂計畫之機關應視實際發展情況，全國國
土計畫每十年通盤檢討一次，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變更。但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得適時檢討變更之：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二、為加強資源保育或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三、政府興辦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 

四、其屬全國國土計畫者，為擬訂、變更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之計畫內容。 

五、其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者，為配合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適時檢討變更之計畫內容及辦理程序得予以簡化；其簡化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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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適時檢討變更：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第 1 至 4 款所定情形之一時，

得啟動計畫適時檢討變更作業，其辦理程序原則同規劃、實施階段，但如有上

述第 15 條第 3 項第 1 至 3 款情形者，得依國土計畫適時檢討變更簡化辦法，

簡化行政程序、計畫內容。 

D. 內政部提案、擬訂變更計畫草案內容，經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行政院國土

計畫審議會審查通過後，由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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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區域計畫推動之操作流程-中央主導模式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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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方提案模式操作流程 

地方提案模式，分階段操作流程如下（示意如下圖）： 

(1) 啟動階段 

A. 由事涉縣市政府提案都會區域計畫之構想，確認跨域性優先議題後，以議題導

向規劃草案構想，此過程中需與事涉機關研商、取得共識，及提供資訊公開、

公民參與管道。 

B. 完成草案構想後，由事涉縣市政府提案至其組成之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聯席會

議討論是否成案，及研議是否與國土計畫或部門計畫衝突，如經決議具有擬訂

都會區域計畫之必要性，則啟動下階段規劃作業。 

(2) 規劃階段 

A. 由事涉縣市政府組成規劃平台工作小組，擬議計畫草案內容，協調事涉機關及

取得共識。 

B. 事涉縣市政府應依國土計畫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以座談會或其他方式廣詢意

見。 

C. 事涉縣市政府與事涉機關取得共識之後，按國土計畫第 12 條第 2、3 項規定，

計畫草案內容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 30 日、舉行公聽會、公開資訊，接受人

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如未能取得共識者，則事涉縣市政府向區域平台或區域委

員會報告後結案。 

D. 計畫草案完成公展、公聽會程序後，依據國土計畫第 7 條第 2 項、第 11 條第

1 項、第 12 條第 2、3 項規定，事涉縣市政府提送內政部，由內政部提至內

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審議通過後，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再由行政院

提至行政院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再次審議通過後進入實施階段；如其間未能

審議通過者，繼續擬議、調整計畫草案內容。 

(3) 實施階段：同中央主導模式。 

(4) 檢討階段 

A. 同中央主導模式，適用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4 項有關計畫檢討之規定，

得分為通盤檢討、適時檢討變更兩種方式。 

B. 事涉縣市政府提案變更計畫草案內容至內政部，經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行

政院國土計畫審議會審查通過後，由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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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區域計畫推動之操作流程-地方提案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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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 

本計畫首先彙整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美國都會區

域規劃組織(MPO)、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等跨域組織案例，比較分析後提出可

供未來都會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成立協調推動組織時可參酌之作法，進而研提組織架

構、參與成員、法令依據等建議，說明如下。 

(一) 跨域組織案例 

於公告實施都會區域計畫後，為協調有關機關之權責分工、經費、人力資源等事

務，有必要成立協調推動組織，其組成將是跨行政區、跨部門性質，此類跨域組織之

組成、運作有以下案例，可供參考，說明如下： 

1. 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 

此委員會為 90 年成立全國第一個以流域管理觀念成立的溪流專責機構，作為整合

高屏溪流域水利、環境保護、集水區保育、土地利用及各項違規取締等工作專責機構，

開創較為彈性之跨部會與跨縣市協調整合機制，並擁有警察機關之協助，使管理委員

會擁有取締違法違規之能力，有助於高屏溪水質與污染防治之確保56。 

其屬非正式編制組織，奉行政院核定之「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執行計畫書暨設

置要點」指示，由經濟部會同各相關部會成立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於 90 年正式成

立，負責執行「高屏溪流域整治綱要計畫近程計畫（91-93 年）」、「高屏溪流域 95~97

年整治綱要計畫」、「高屏溪流域 100~103 年整治綱要計畫」、「高屏溪流域整體經理綱

要計畫」、「高屏溪流域整體經理實施計畫(106-107 年)」，各項建設、維護管理經費由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年度預算或其他特別預算編列籌應57。 

而該委員會組織架構如下圖，置召集人 1 人由經濟部部長或指派次長兼任之；副

召集人 3 人，由經濟部次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或其指派人員兼任之；委員 19~22 人，含相關機關代表 15 人、專家學者 5 人、環

保團體代表 3 人；執行長 1 人，由經濟部部長指派適當人員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

理會務，並得視實際需要召集工作會報，協調推動各項業務工作；副執行長 3 人，由

經濟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各指派適當人員 1 人兼任，襄助執行

長指揮督導所屬業務；另設置綜合企劃組 9 人、管理組 6 人、行政室 12 人與聯合稽

查大隊 77 人，各組室人員除由經濟部、環保署、內政部、農委會及高屏二縣市政府派

                                           
56 參自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4），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專案管理，國家發展委員會委
託研究。 

57 參自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108），107 年高屏溪流域管理工作執行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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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兼任外，另聘契約人力 60 人，以負責該會各項業務58，該會行政經費由經濟部水利

署編列年度預算支應59。 

然而，其運作仍有些困難待突破，如組織成員乃各單位派員兼派，成員各自在原

機關有屬於自己之業務，較難將時間精力處理高屏溪跨域事務，自然影響到組織推動

跨域事務之效率；委員會本身為協調平台，不具備監督或專責管理權限，對組織成員

亦無法定實質約束力，亦影響流域治理之綜合效果60。 

 

 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108），107 年高屏溪流域管理工作執行年報。 

2.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85 年 1 月 13 日基隆市、宜蘭縣、臺北市、臺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及新竹市等 7

縣市共同簽定「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章程」，並發表「北臺區域合作宣言」，

確立北臺共同合作架構，宣示未來將朝八大議題共同合作推動參與。後於 94 年北臺 7

縣市首長共同簽署「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章程，正式建立北臺區域發展合

作的機制與平台，隔年苗栗縣政府加入，形成北臺 8 縣市。該會並非中央主導、再由

                                           
58參自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108），107 年高屏溪流域管理工作執行年報。 
59依據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執行計畫書暨設置要點第 11 點。 
60參自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4），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專案管理，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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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執行的「由上而下」模式，而是地方政府以「由下而上」與「自主推動」的運作

模式逐漸發展而成，此為運作至今的一大特色61。 

此組織運作方式為每年由八縣市輪流主政、維持委員會運作，為因應區域合作議題

的多元性需要，共同研擬由北臺八縣市各自負責一項合作議題，並分工由各縣市政府

機關的專業單位負責推動與執行主要議題62，共九大議題小組，含發展推動、產業發

展、交通運輸、休閒遊憩、環境資源、文化教育、健康社福、防災治安、原住民客家

族群與新移民等小組63，其組織架構參見下圖。該會定期召開議題小組會議、幕僚會

議、副首長會議、首長年會等相關會議，經會議協商及取得共識後，決定每年度欲推

動計畫，針對特定的議題進行縣市間、次區域以及北臺區域的多層次合作，執行經費

由 8 縣市各自編列配合款，並向國發會或中央部會申請補助64。截至 108 年實質合作

與運作已達 16 年，查 108 年度跨縣市與中央合作完成案件達 37 件，持續合作進行案

件 26 件。 

但是，由於此委員會涵蓋 8 縣市，跨及 2～3 個生活圈，又多縣市間發展差異較大，

不易形成跨域共同議題、共同願景，縣市協商耗時耗力，又跨域合作的交易成本甚高65。

且該會無正式法令規範賦予行政、預算與人事職權，故其運作上面臨缺乏組織實體化

運作、跨縣市又跨局處協商不易、缺乏專職人力配置、區域合作議題廣泛無法呈現具

體成果效益或與中央機關業務重疊性高、北臺各縣市間無明確管理與監督規範、執行

經費龐大但預算來源有限等問題66。或因各縣市議會代表或有不支持態度，未必同意

編列相關執行經費，故執行經費不易籌措，或縣市參與程度不一。 

                                           
61參自裴晉國、施聖亭、陳麗芬（99），區域發展合作模式之研究－以北臺八縣市為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
會， https://www.npf.org.tw/2/7821#ftn6，搜尋日期：109.1.21。 

62參自裴晉國、施聖亭、陳麗芬（99），區域發展合作模式之研究－以北臺八縣市為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
會， https://www.npf.org.tw/2/7821#ftn6，搜尋日期：109.1.21。 

63參自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網站，http://twntdc.org.tw/2492-2，搜尋日期：109.1.21。 
64參自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4），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專案管理，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
研究。 

65參自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4），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專案管理，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
研究。 

66參自裴晉國、 施聖亭、陳麗芬（90），區域發展合作模式之研究－以北臺八縣市為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
會， https://www.npf.org.tw/2/7821#ftn6，搜尋日期：109.1.21。 

https://www.npf.org.tw/2/7821#ftn6
https://www.npf.org.tw/2/7821#ftn6
http://twntdc.org.tw/2492-2
https://www.npf.org.tw/2/7821#ft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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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章程，http://twntdc.org.tw/，搜尋日期：

109.1.21。 

3. 美國都會區域規劃組織(MPO) 

1973 年美國交通部修正聯邦資助公路法案(Federal Aid Highway Act)，授權 5 萬人

以上的都市化地區得成立美國都會區域規劃組織（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s，

MPO），為由在都市化地區規劃地區內，有權責的州及地方的交通、規劃、環保政府機

構所組成的決策組織，負責建立、執行都會區運輸規劃程序67；至 1991 年通過路面複

合運輸效率法案(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起更賦予MPO預算與

權力分配之規劃權68。 

MPO 負有 5 個核心功能，包括：建立並管理一套公平有效的區域決策機制，評估

可選擇的方案，維持一個區域性長期運輸計畫，建立一個區域性交通工程改善計畫方

                                           
67參自焦國安（103.12），美國區域治理之政策沿革及作法，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 2 卷第 4 期，頁 37-54。 
68參自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00），推動區域合作平台、提升臺灣競爭優勢，臺灣經濟論衡第 9 卷第 7 期，
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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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及公眾參與，負責都會區運輸計畫或長期運輸計畫、運輸改善實施方案、壅堵

管理計畫、空氣質量改善方案、預算之規劃或其他州法規定或地方政府需要之工作69。 

MPO 最上位決策單位為董事會與政策委員會，成員包括地方政府民選首長或特任

官員、不同運具代表、州政府（交通廳或環保廳）以及聯邦政府等不具投票權之董事，

營運走向由具有投票權之地方政府進行決策，而聯邦政府可派代表參與 MPO 營運相關

會議，無參與投票與決策之權力，但可對 MPO 組織之營運、模型建立標準與評估方式

進行建議，及對於 MPO 提送之建議規劃仍有最後之駁准權70。 

MPO 中負責執行規劃與行政工作者為其所屬之技術協調委員會 (Technic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TCC)，其與 MPO 的幕僚互動，並依其提供予董事會有關各種

預算、項目、分析及研究的建議。大部分 MPO 亦成立具有特定目的的委員會，以為利

益相關者對相關議題的討論與工作平臺，如紐約都會區域規劃委員會，下設有董事會、

計畫、財務及行政委員會、地區辦公室、諮詢委員會、特別工作委員會等，其組織架

構參見下圖71。 

規劃經費之主要來源，除州與地方政府之資助之外，尚有依聯邦法案包括：1.聯邦

公路總署(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FHWA)依法提撥公路經費之 2%補助公路系

統規劃。2.聯邦大眾運輸署(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 FTA)依法提供大眾運輸系統

規劃費用。3.都會區規劃基金(Metropolitan Planning Funds) 72。 

由於聯邦政府有大量且穩定的經費，吸引州政府與地方政府來申請交通建設與管

理計畫，且要求必須有 MPO 之交通改善方案、財務計畫，才能給予經費補助，且由

MPO 發放經費，故 MPO 提供都市地區之相關行政與民意單位一個理性地討論與合作

機會，且州政府與地方政府均願意支持與配合73，截至 2009 年，484 都市化地區內有

385 個法定 MPO74。 

                                           
69參自中興大學（100），區域發展與跨域治理先期規劃，行政院研考會委託研究。焦國安（103.12），美國
區域治理之政策沿革及作法，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 2 卷第 4 期，頁 37-54。 

70參自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4），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專案管理，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
研究。 

71參自焦國安（103.12），美國區域治理之政策沿革及作法，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 2 卷第 4 期，頁 37-54。 
72參自桃竹苗區域運輸研究中心（n.d.），計畫背景，擷取自：桃竹苗區域運輸研究中心：

http://www.rtrc.chu.edu.tw/files/15-1113-37061,c173-1.php?Lang=zh-tw。 
73參自桃竹苗區域運輸研究中心（n.d.），計畫背景，擷取自：桃竹苗區域運輸研究中心：

http://www.rtrc.chu.edu.tw/files/15-1113-37061,c173-1.php?Lang=zh-tw。 
74參自焦國安（103.12），美國區域治理之政策沿革及作法，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 2 卷第 4 期，頁 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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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都會區域規劃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焦國安（103.12），美國區域治理之政策沿革及作法，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 2 卷第 4 期，頁 43。 

4. 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 

行政院為統籌協調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之規劃、開發及招商等相關事宜，整合跨

部會資源，加速計畫推動，以促進我國產業升級轉型，提升國家競爭力，特設桃園航

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 

該小組由行政院副院長兼任召集人，由交通部部長、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兼

任副召集人，設有諮詢顧問、執行秘書、小組委員，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負責幕僚作

業，下設 3 功能分組：(1)都市計畫及用地取得分組，(2)開發建設分組，(3)產業規劃及

招商分組，各分組得視需要設工作小組，人力由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經濟部、

衛生福利部、環境保護署、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農業委員會、主計總處、桃園市政

府、相關產業主管部會等機關指派人員兼任，及由相關機關編列預算支應所需經費。  

該小組任務，主要為：(1)桃園航空城都市計畫與用地取得、開發建設、產業規劃

與招商之規劃、協調及諮詢審議，（2）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工作執行情形之督導，（3）

其他有關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相關事項之統籌及協調75。而該小組係由行政院主導運

作，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國發會主委、交通部長擔任副召集人，發揮跨域協

                                           
75參自行政院推動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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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統籌功能，並且下設功能分組、工作小組，持續推動計畫業務，透過定期或不定

期會議，討論、決議執行方向及作法。 

 

 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推動架構， https://airport-city.caa.gov.tw/Article.aspx?a=1510，搜尋日期：

109.3.5。 

5. 綜合分析 

綜合上述跨域組織案例之情形（彙整如下表），提出以下數點，以供未來組成都會

區域協調推動組織時參考： 

(1) 參與成員 

建議短期內參酌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做法，

得組成臨時性、非正式的任務編組－推動專案小組，以利長期推動及執行法定計畫。

並參酌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美國都會區域規劃組織、

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之組成，納入中央、地方政府之有關機關、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或產業界代表。 

(2) 組織架構 

考量都會區域計畫涉及多元議題領域，且採議題式導向研擬計畫，建議參酌北臺

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作法，按議題區分數個工作小組，

分工執行各議題之因應策略或相關計畫，並組成幕僚小組，維持組織運作。 

(3) 執行人力 

建議參酌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美國都會區域規劃

組織、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之作法，由有關機關派員兼任，負責計畫執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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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業務，以利計畫的持續推動。 

(4) 執行經費 

一為組織行政經費，建議參酌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美國都會區域規劃組織之

作法，由召集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二為各項建設及其維護管理經費，建議參酌高屏溪

流域管理委員會、美國都會區域規劃組織、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之作法，由召集

機關協調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且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編列配合預算。 

(5) 運作機制 

建議參酌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桃園航空城核心計

畫專案小組之作法，採定期召開會議，必要時得臨時召開方式，且可分為議題小組會

議、幕僚小組會議、委員會議等層次，討論不同推動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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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跨域組織案例彙整表 

項目 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美國都會區域規劃組織(MPO) 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 

依據 (90 年)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設置要

點 

(94 年)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

章程 

(51 年)聯邦資助公路法案 

(80 年)路面複合運輸效率法案 

(101 年)行政院推動桃園航空城核心計

畫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目的 作為整合流域水利、環境保護、集水

區保育、土地利用及各項違規取締等

工作專責機構 

為求北臺區域整體發展綜效及競爭力

之提升，在互利合作的基礎上，協助

區域內各地方推動各項重大計畫或跨

區域建設開發事業 

規劃、維持區域性長期運輸計畫，建

立區域性交通工程改善計畫方案 

行政院為統籌協調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

之規劃、開發及招商等相關事宜，整合

跨部會資源，加速計畫推動 

組 織

性質 

常態性、非正式編制組織 非正式編制的區域合作組織 獨立法人組織，或區域政府協會代

理，或由縣市政府代理 

非正式法人、臨時編制組織 

參 與

成員 

1. 經濟部會同各相關部會 

2. 專家學者、環保團體代表 

1. 宜蘭縣、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與苗栗縣政

府 

2. 專家學者及產業企業界人士 

3. 委辦規劃團隊 

1. 地方政府、聯邦政府有關機關 

2. 民間專家學者代表 

行政院、內政部、國防部、衛福部、經

濟部、交通部、財政部、桃園市政府等

12 機關 

執 行

計畫 

高屏溪流域整體經理綱要計畫 分為 8 大議題組，每年決定推動不同

計畫 

統一規劃工作計畫、都會區運輸計畫

或長期運輸計畫、運輸改善實施方案 

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 

執 行

人力 

1. 由經濟部水利署、環保署、內政部營

建署、警政署、農委會水保局、林務

局及高屏二縣市政府派員兼任 

2. 聘任契約人力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派員兼任 1. 地方政府、州政府、聯邦政府派員兼

任 

2. 聘任專職人員 

行政院、參與部會、桃園市政府派員兼

任 

經 費

來源 

1. 行政經費：由經濟部水利署編列年度

預算支應 

2. 各項建設及其維護管理經費：由各主

管機關編列預算辦理 

1. 執行經費由 8 縣市各自編列配合款 

2. 向國發會或中央部會申請補助 

1. 州與地方政府之資助 

2. 聯邦公路總署依法提撥公路經費之

2%補助公路系統規劃 

3. 聯邦大眾運輸署依法提供大眾運輸

系統規劃費用 

4. 都會區規劃基金 

本小組、各分組及各工作小組所需經

費，由相關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特色 1. 每 3 個月召開會議 1 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2. 執行高屏溪流域治理相關計畫（現為

高屏溪流域整體經理綱要計畫），擁

1. 地方政府以「由下而上」與「自主推

動」的運作模式逐漸發展而成 

2. 下設議題小組，各該議題與其他縣市

橫向聯繫、協商與溝通，年度結束時

1. 聯邦及地方政府提供部分運作資

金，且依 ISTEA 和 TEA-21 規定，MPO

是聯邦政府資金的指定發放資金機

構，故 MPO 擁有預算與權力分配之

1. 行政院主導運作，由行政院副院長擔

任召集人，國發會主委、交通部長擔

任副召集人，發揮跨域協調、統籌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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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美國都會區域規劃組織(MPO) 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 

有警察機關之協助，使管理委員會擁

有取締違法違規之能力 

3. 各主管機關執行高屏溪流域內各項

業務，涉及本會任務時，均需配合委

員會議決議辦理，開創較為彈性之跨

部會與跨縣市協調整合機制 

彙整提出建議及推動成果 

3. 下設發展推動組，每年由八縣市輪流

主政，定期召開議題小組會議、幕僚

會議、副首長會議、首長年會等相關

會議 

規劃權，地方政府組成意願高 

2. MPO 有獨立組織、人力配置，專責

規劃區域交通運輸計畫或地方政府

需要的規劃工作，協調有關機關 

2. 下設議題分組、工作小組，持續推動

計畫業務 

限制 1. 組織成員乃各單位派員兼派，成員各

自在原機關有屬於自己之業務，較難

將時間精力處理高屏溪跨域事務，自

然影響到組織推動跨域事務之效率 

2. 委員會本身為協調平台，不具備監督

或專責管理權限，對組織成員亦無法

定實質約束力，亦影響流域治理之綜

合效果 

該會無正式法令規範賦予行政、預算

與人事職權，故其運作上面臨缺乏組

織實體化運作、跨縣市及跨局處協商

不易、缺乏專職人力、區域合作議題

廣泛無法呈現具體成果效益或與中央

機關業務重疊性高、北臺各縣市間無

明確管理與監督規範、執行經費龐大

但預算來源有限等問題 

- - 

資料來源：本計畫編製。 



總結成果報告書(定稿版) 

166 

(二) 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組成型態建議 

當都會區域計畫核定公告實施後，建議成立協調推動組織，該組織得屬臨時性、

非正式的任務編組－推動專案小組，負責長期推動及執行法定計畫、協調有關機關或

組織分工合作、整合公私部門資源、實施進度控管、辦理事項討論及決策、績效或綜

效評估、都會區域計畫檢討變更等事項。組織的組成，包含參與成員、組織架構、法

令依據、運作機制等要素，以下說明參與成員、組織架構部分： 

1. 參與成員 

都會區域計畫的推動，應包含政府單位及民間組織（示意如下圖），整合公私部門

的資源，協力合作，方能達到較佳的成果： 

(1) 政府單位 

一為中央部會，建議含行政院、國發會、內政部及其他事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協調權責分工、財務預算分配、調和衝突。二為地方政府，即事涉縣市政府及其

轄下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形成策略聯盟，向中央政府提案執行方案或策略。考量

實質運作，建議由行政院擔任召集人，負責公共建設審議、資源配置、協調整合、權

責分工，並由營建署負責空間配置、幕僚作業，協助其他部會加入都會區域計畫推動

組織。 

(2) 民間組織 

一為專家學者，如學術研究機構代表，提供指導建議，參與計畫審議。二為民間

團體，如民眾代表、地方組織代表、公司企業代表、法人團體代表等，反映在地需求、

參與規劃，或陳情居民意見。民間組織部分，需著重界定都會區域計畫推動過程中不

同階段之利害關係人，並納入如媒體等具社會影響力之多元管道，作為政策推動、宣

傳之助力。 

 

 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參與成員建議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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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織架構 

建議籌組常設幕僚小組，除負責庶務行政作業外，也具備規劃能力及政策思考能

量，能以整合行政機制，達到跨域推動的效果。 

協調推動組織之組成架構，建議分為以下數層級（示意如下圖）： 

(1) 召集人 

考量都會區域計畫的推動涉及中央諸多部會、地方行政機關，召集機關須能有權

力決定各機關權責分工、資源分配，故建議參酌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作法，

由行政院擔任召集機關，派員代表參與、主持委員會運作，指定主責發起機關、配合

參與機關，提供計畫指導，及協調有關機關權責分工、預算補助或編列。 

(2) 推動專案小組 

由發起、參與機關（事涉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機關）派員代表，及遴聘專家學者

代表、民間組織或企業代表等，擔任小組委員，共同組成推動專案小組，決策計畫規

劃或執行事務，審核、建議預算分配，追蹤、管考執行情形，及都會區域計畫擬變更

時決定草案內容及調整方向。 

(3) 幕僚小組 

由事涉機關派員兼任或聘任專職人力，辦理推動專案小組運作相關行政作業，彙

整各議題小組資料，定期向推動專案小組會報，事前提出處理建議、機關協商溝通，

及都會區域計畫擬變更時彙整、研擬草案內容。 

(4) 議題小組 

依據都會區域計畫涉及之關鍵議題領域，成立相應的議題小組，由事涉機關派員

兼任或聘任專職人力，並邀請推動專案小組委員、專家學者或人民團體參與、提供意

見。而議題小組負責研提、執行每年度執行事項、聯繫溝通，定期向幕僚小組、推動

專案小組彙報執行情形，及都會區域計畫擬變更時協助研擬草案內容。 

(5) 委辦規劃團隊 

由召集機關委託專業團隊，輔助幕僚小組、議題小組之運作，協助計畫執行、規

劃相關資訊之彙整、分析，及協助推動專案小組運作之行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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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架構建議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 組織設立之法源依據 

依據區域計畫法第 18 至 20 條規範，中央、縣市主管機關為推動區域計畫之實施

及區域公共設施之興修，得邀同有關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學術機構、人民團體、公

私企業等組成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且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區域內個別事業主管機

關，應配合區域計畫及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之建議，分別訂定開發或建設進度及編列

年度預算，依期辦理之。彙整如下表。 

按地方制度法第 21 條、第 24 至 24-3 條規範，為處理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

資源之利用或增進區域居民之福祉，縣市政府得自行協商辦理跨縣市地方自治事項，

或合辦事業，成立區域合作組織、訂定協議、行政契約或以其他方式合作；而共同上

級業務主管機關對於縣市所提跨區域之建設計畫或跨區域合作事項，應優先給予補助

或其他必要之協助。彙整如下表。 

然而，目前國土計畫法並無區域合作或建設組織相關規定，則未來都會區域協調

推動組織之設立，將無法源依據，缺乏法制授權基礎。惟國土計畫法草案階段，行政

院（98.10）曾提案都會區域計畫組織相關條文：「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派）都會區

域計畫範圍內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首長、中央機關、民意機關、民間團體及

學術機構代表，研議下列事項：一、都會區域計畫發展課題、目標及策略。二、都會

區域計畫範圍內各項部門計畫建設時程及經費運用之協調。三、其他有關都會區域計

畫建設之推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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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5 條規定，「機關組織以法律定之者，其組織法

律定名為法。…除本法及各機關組織法規外，不得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規定機關之組

織。」故無法於國土計畫法增訂成立常設性機關組織相關規定。 

綜上，為利未來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設置，建議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第 28 條規定，「機關得視業務需要設任務編組，所需人員，應由相關機關人員派充或

兼任。」由行政院擔任召集機關，因應都會區域計畫實施執行業務需要，設立臨時編

制的任務編組－推動專案小組，指定配合參與機關，參與機關人員派充或兼任小組成

員，並且，賦予此小組、預算分配權、計畫擬議權、協商整合有關機關之權力，使其

得以運作，及發揮跨域治理、落實都會區域計畫之功能。 

財政收支劃分法在民國 88 年後久未修訂，建議未來應配合都會區域計畫及地方發

展儘快啟動修訂。在這個前提下，建議中央將權力、預算下放予地方政府，地方政府

才有充分預算、人力，由下而上主動提出跨域議題處理需求。 

表42 區域合作或建設推動組織相關規範 

法令 條項 條文規範 

區 域

計 畫

法 

第 18 條 中央、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為推動區域計畫之實施及區域公共設施之興

修，得邀同有關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學術機構、人民團體、公私企業等組成

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 

第 19 條 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之任務如左： 

一、有關區域計畫之建議事項。 

二、有關區域開發建設事業計畫之建議事項。 

三、有關個別開發建設事業之協調事項。 

四、有關籌措區域公共設施建設經費之協助事項。 

五、有關實施區域開發建設計畫之促進事項。 

六、其他有關區域建設推行事項。 

第 20 條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區域內個別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區域計畫及區域建設

推行委員會之建議，分別訂定開發或建設進度及編列年度預算，依期辦理之。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21 條 地方自治事項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域時，由各該地方自

治團體協商辦理；必要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

共同辦理或指定其中一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理。 

第 24 條 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與其他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合辦之

事業，經有關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鄉 (鎮、市) 民代表會通過後，得設

組織經營之。 

前項合辦事業涉及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鄉 (鎮、市) 民代表會職權事項

者，得由有關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鄉 (鎮、市) 民代表會約定之議會或

代表會決定之。 

第24-1條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處理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源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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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 條項 條文規範 

用或增進區域居民之福祉，得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成立區

域合作組織、訂定協議、行政契約或以其他方式合作，並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

機關備查。 

前項情形涉及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職權者，應

經各該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同意。 

第一項情形涉及管轄權限之移轉或調整者，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應制（訂）定、修正各該自治法規。 

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對於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所提跨區域之建

設計畫或第一項跨區域合作事項，應優先給予補助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第24-2條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依前

條第一項規定訂定行政契約時，應視事務之性質，載明下列事項： 

一、訂定行政契約之團體或機關。 

二、合作之事項及方法。 

三、費用之分攤原則。 

四、合作之期間。 

五、契約之生效要件及時點。 

六、違約之處理方式。 

七、其他涉及相互間權利義務之事項。 

第24-3條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依約定履行其義務；遇有爭議時，得報請

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或依司法程序處理。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第二節 「執行計畫」、「檢討及控管機制」之共通性建議 

本計畫藉由整體專案執行的過程，彙整相關內容，以對未來都會區的執行計畫、檢討

及控管、整合協商等機制、運作財源、分期執行、預期效益等提出相關建議，作為後續政

策或制度改善之參考。 

一、 執行計畫 

都會區域計畫宜明訂其公告實施後應執行事項、負責執行機關、執行期限，以利

後續辦理檢討及控管作業，說明如下。 

(一) 執行事項 

於都會區域計畫中，應明訂內政部、縣市政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理或配

合事項，如有關措施、方案、計畫、法令之擬訂、檢討、變更、修訂、實施等作業，

以使有關機關明確知悉後續應辦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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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機關 

都會區域計畫指定之各應辦理事項，應載明主辦機關、協辦機關，俾利有關機關

統籌辦理、協調分工。 

(三) 執行期限 

各應辦事項繁多，應指定執行完成期限，以便有關機關安排分期辦理相關事宜。 

二、 運作機制 

以下分為檢討及控管機制、整合協商機制說明，示意如下圖。 

(一) 檢討及控管機制 

檢討及控管機制，建議可有以下 4 種操作方式： 

1. 工作會議 

議題小組、幕僚小組每月進行各自小組內部工作會議，持續計畫事務之協調、分

工、執行、追蹤、控管。如有爭議或問題而有必要時隨時得提報上級單位，請上級單

位召開會議處置。 

2. 定期彙報 

由委辦規劃團隊每月彙整執行情形，向議題小組、幕僚小組會報，而議題小組則

每季向幕僚小組進行小會報，幕僚小組則每半年向推動專案小組進行大會報。 

3. 績效評估 

建議由推動專案小組每年辦理一次各議題小組之績效評鑑，每 5 年辦理一次計畫

執行情形及成效檢討，據以評估是否須辦理計畫檢討變更。 

4. 計畫檢討 

建議由推動專案小組於績效評鑑或成效檢討時，評估計畫檢討變更之必要性，如

具必要性，得依法適時檢討變更計畫，或每 10 年通盤檢討計畫，此時得啟動組成規劃

平台，辦理變更草案內容規劃作業，辦理相關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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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區域計畫協調推動組織之進度管考機制建議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二) 整合協商機制 

整合協商機制，在以下 2 種情形，建議可有不同之操作方式，示意如下圖： 

1. 計畫執行及檢討 

各議題小組可各組內工作會議時協商組內機關、統整意見，或召開機關研商會議，

協調組外有關機關、凝聚共識。如議題小組協調不成而需幕僚小組協助時，得由幕僚

小組召開跨機關協商會，協調、整合意見，形成共識。如幕僚小組協調不成而仍有爭

議時，則提請推動專案小組召開跨機關協商會議，再協調不成而有需機關首長協商時，

則提請召集人（行政院）召開機關首長協商會議，確立執行方向及處理原則或方式。 

2. 重要計畫或議題意見發布 

當有重要計畫、新聞或議題須發布時，先由議題小組邀集相關機關統整立場，確

立計畫主軸及方向，再由幕僚小組或召集人統一發言或發布。後續如有突發新聞事件，

先由議題小組邀集相關機關，共擬澄清或回應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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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區域計畫協調推動組織之整合協商機制建議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三) 執行人力 

推動協調組織之執行人力須負責組織行政運作、計畫執行等兩方面，其人力聘任

建議採以下方式： 

1. 召集機關聘任專責人力 

協調推動組織之行政運作、計畫執行及控管事宜繁重，為利長期落實、有效執行，

建議有專責人力處理此些事務，可由召集機關自外部聘任 1 位至數位不等，依據執行

人力需求而定。 

2. 參與機關指派專責人力 

組織運作及計畫執行，需有關機關積極參與、分工執行計畫，故建議參與機關指

派 1 位至數位專責人力，處理計畫執行、機關協調事宜，依據執行人力需求而定。 

3. 參與機關派員兼任 

如參與機關無法指派專責人力，建議至少自機關內部指派數名人員兼任處理計畫

執行、機關協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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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運作財源 

推動協調組織之運作經費主要需用於支應組織行政運作、計畫執行等兩方面，其

財源建議來自以下途徑： 

1. 協調推動組織之行政運作財源 

協調推動組織之運作係為都會區域計畫之執行及管理，得以下列方式籌措行政運

作財源： 

(1) 機關編列預算 

建議由召集機關（行政院）編列預算，委辦專業規劃團隊，協助組織運作及辦理

相關工作、業務，可作為短期、立即可行之財務來源。 

(2)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依據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4 條規定，該基金得用於國土計畫

之管理及總務支出，故得由該基金支應計畫之規劃、審議作業、組織之行政、整合協

商作業等支出。 

2. 都會區域計畫之執行財源 

都會區域計畫之執行，涉及產業、交通、住宅、水資源、能源、公共設施、防災

等相關部門空間發展計畫，資金需求龐大，長期而言應尋求更穩定的執行財源。建議

可依以下方式支應所需經費： 

(1) 機關編列預算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0 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3 條規定，

中央為謀全國之經濟平衡發展，就跨越直轄市、縣（市）或二以上縣（市）等跨區域

之建設計畫或合作事項，得優先予以補助地方政府。故區域性公共建設或跨域合作計

畫，建議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優先提供經費補助，而縣市政府編列配合預算。 

(2) 引入民間資源 

利用不動產證券化、向銀行聯合借貸融資、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民間捐助、

課徵地方稅費、標租、設定地上權、招標委外、區域性公共設施及服務的使用收費、

受益者付費等方式，促進公私協力合作，共同建設、開發利用土地。 

(3) 國土保育費 

按國土計畫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案件，中央主管機關

應向申請人收取國土保育費作為辦理國土保育有關事項之用。故建議如符合都會區域

計畫所定之國土保育相關策略或應辦理或配合事項，或由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提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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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國土保育相關事項，得由國土保育費支應。 

(4) 影響費 

按國土計畫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向申請人收取影

響費，作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影響費得以使用許可範圍內可建築土地抵

充之。故建議如符合都會區域計畫所定之公共設施改善或設置相關策略或應辦理或配

合事項，或由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提案之區域性公共設施興辦或維護相關事項，得由

影響費支應。 

(5)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按國土計畫法第 44 條第 1、3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其用途如：依本法規定辦理之補償所需支出、國土之規劃研究、調查及土地利用之監

測、辦理違規查處及支應民眾檢舉獎勵、其他國土保育事項。故建議如符合都會區域

計畫所定之國土規劃研究、調查監測、國土保育相關策略或應辦理或配合事項，或由

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提案之區域規劃研究、調查監測、國土保育相關事項，得由國土

永續發展基金支應。 

(6)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成立之基金 

以住宅部門空間發展計畫為例，興辦公共住宅時得使用住宅基金、原住民族綜合

發展基金等財源，如住宅基金，依住宅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得用於住宅貸款、改（遷）

建眷村、興辦社會住宅、提升居住品質及住宅市場資訊等有關支出；或如原住民族綜

合發展基金，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8 條規定，得用於天然災害原住民住宅重建專案貸

款、住宅之興辦、租售、建購及修繕、原住民族地區溫泉資源開發、經營、利用之規

劃、輔導及獎勵等支出。故建議如都會區域計畫所定應辦理事項符合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所成立基金之法定用途，亦得協調該基金管理機關，由該基金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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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區域計畫協調推動組織之運作財源建議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三、 短、中、長程執行建議 

都會區域計畫涉及不同機關及公私部門間的整合與運作，非一蹴可及。故建議以短、

中、長期規劃逐步推動，確保都會區域相關議題均能得到完善的分析及妥當的處置。 

短期內建議優先推動單一、單純議題的都會區域計畫規劃作業，作為跨區整合的示範

計畫。如交通部、經濟部工業局、水利署等重大建設如有跨域協調必要者，可透過都會區

域計畫進行，研擬跨域議題因應策略。同時亦應著手建立國土大數據資料庫，蒐集都會區

域資料、議題，並培育規劃及政策分析人力，以支持都會區域計畫的後續發展。 

中期當都會區域問題漸趨複雜化且合作面向更為普及化，可採取綜合性都會區域計畫，

配合產業發展、人口配置、區域發展等情形，研議區域整體發展方向。 

長期待都會區域各面向合作機制發展成熟，可進一步思考行政轄區是否有調整、合併

的需要，以完整解決跨域議題。 

四、 預期效益 

都會區域計畫協調推動組織之成立，預期效益如下： 

1. 透過組織參與成員涵蓋民間部門代表，納入參與式規劃作法，有助於實現共同願景及

目標，落實優先治理議題及實施策略。 

2. 都會區域計畫得因應議題性質，採取合宜的跨域治理型態，以議題導向發展、推行解

決方案，有助於提供跨域合作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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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藉由組織定期進度追蹤、績效評估，得變更及順利執行都會區域計畫，有助於強化中

央指導、地方自治機能。 

4. 於組織整合協調機制下，鼓勵地方運用合辦事業、訂定協議、行政契約等方式，推動

合作事項，有助於加速議題處理程序並提高執行率。 

5. 針對全國國土計畫指定之重點策略，配合都會區域計畫擬定、組織成立，擬定中央部

會優先補助跨域治理經費等機制，有助於確保穩定、長期之財務來源。 

6. 都會區域計畫落實所需經費龐大，未來須開發多元化財務來源，如不動產證券化、銀

行融資、促進民間參與、課徵稅費、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補助等，有助於籌措資金，

擴展計畫執行成效。 

7. 經組織定期檢討執行情形、評量計畫實施成效，建立治理評估機制，有助於因應社經

環境變遷調整計畫，增進運作成效。 

8. 在組織運作及計畫執行過程，得檢討、修訂相關法規命令，強化制度支持性，有助於

提高執行效率，減少推動阻礙。 

 

 都會區域計畫協調推動組織成立之預期效益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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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示範性都會區域計畫 

為模擬「議題導向式(issue-oriented)」的都會區域計畫提案操作方式，本案藉由第二、

三章所述之議題盤點及篩選原則，結合第四章之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等通案性做法，選

定基隆河谷廊帶地區作為示範計畫區域。本案考量該區域既有議題在「可同步規劃」、「可

操作性」、「解決既有問題」、「具後續發展效益」等面向上，為北中南各區域議題中綜合評

估之優先性最高者，其詳細評估原因、計畫架構說明如下。 

一、 選定原因 

(一) 同步規劃可行性：涉及多項北部區域關鍵議題，可同步規劃 

本計畫經過篩選，將都會區域議題之共通性面向分類為產業、水環境、交通等後，據

此三面向彙整相關計畫，後透過區域性、全國性議題指認會議，邀請中央部會、在地縣市

政府與專家學者共同對談，以全國、在地觀點檢視北、中、南區域關鍵議題，會後本計畫

將部分相似議題進行整併，並綜合考量議題可同步規劃、議題具可操作性、議題可解決既

有問題、議題具後續發展效益等要素，最終建議優先處理如下關鍵議題，而此些議題同時

涉及基隆河谷廊帶地區，尤其是下述第 1、4 項，經本計畫綜合評估建議為最優先處理議

題，此為選擇此地區作為都會區域示範計畫之探討個案緣由之一。 

1. 北台都會區產業廊帶缺乏整合。 

2. 基隆河流域規劃與土地使用管制。 

3. 缺乏跨域整體容受力總量管制。 

4. 善用海空聯運或國際海港運輸模式跨域發展產業廊帶。 

5. 首都圈都會區域。 

6. 既有閒置產業用地。 

7. 跨區域規劃防災區。 

8. 縣市處理鄰避設施。 

(二) 議題可操作性：既有發展地區多為都市計畫地區，議題可操作性高 

基隆河谷廊帶地區以基隆市七堵區、暖暖區；新北市瑞芳區、汐止區；台北市南

港區、內湖區為主。其既有發展地區多為基隆河兩側之都市計畫地區，本都會區域計

畫所研擬之行動計畫，未來可透過指導相關縣市國土計畫，間接要求所涉都市計畫之

調整，如土地使用分區及土地使用管制調整，議題可操作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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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解決既有問題：基隆河谷廊帶涉及水環境、交通、產業發展等部門

之空間競合，應儘速整合規劃以降低發展外部性衝擊 

依據本計畫期中階段辦理之北部分區會議，指認「臺北都會區域東部軸帶（基隆

河谷廊帶）資源串聯與發展規劃」為北部區域優先議題。本優先議題涉及北台都會區

產業廊帶整合、基隆河流域規劃與土地使用管制、缺乏跨域整體城鄉發展總量管制、

因基隆港貨運量減少致產業及倉儲用地閒置、評估投入基隆輕軌建設、捷運民生汐止

線等水、產業、交通子議題之整體規劃。然而不論是基隆輕軌建設、各市產業發展建

設構想，皆未充分考量各該部門建設對其他空間發展的影響。其次，基隆河流域為因

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刻正研擬逕流分擔計畫，然經查《水利法》逕流分擔及出流管制

相關作為，未能納入未來國土計畫（或都市計畫）、產業投資、交通建設對流域衝擊

之預估及行動方案，需藉由都會區域計畫補強土地使用策略等管理面之軟性措施，始

能克竟全功。 

加上，過去因應 99 年象神颱風致災問題，內政部研擬「基隆河流域水患土地開

發建築相關因應措施」，禁止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可建築用地，暫停受理

基隆河流域 10 公頃以上之民間投資開發案，後經過 20 年整治，主要防洪工程將 10

年的防洪頻率提高為 200 年，且於 108 年 4 月 30 日解除禁令。然而，未來基隆河

谷廊帶之產業發展區位、交通建設區位，無以避免與此原則衝突，則在先天環境條件

限制下，其城鄉、產業、交通發展空間，需仰賴都會區域計畫引導其適當區位、順序。 

涉及此範圍之基隆市、新北市刻正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或國土功能分

區圖繪製)研擬作業，而臺北市亦正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各市政府對於基隆河谷

廊帶的空間結構與產業發展皆有新的定位與期待，惟各市的國土空間相關計畫皆係以

本市發展需求為主要考量，彼此各自表述，缺乏從首都圈或北部都會區域的角度思考

都會區域競爭力提升之空間發展需求。在欠缺彼此對話、溝通之下，使得都會區域的

資源難以整合。面對特殊河谷環境，須以安全的水環境空間為基礎，未來產業發展空

間發展構想不再以單一縣市為主，而是朝跨區域整合，且發展方向應涉及土地使用、

交通、產業等用地需求資源分配問題，需透過都會區域計畫進行整合與規劃。 

(四) 後續發展效益：基隆河谷廊帶為首都圈東翼重點區域，妥善規劃可加

強北臺都會區域整體競爭力，提升我整體國力 

北臺都會區域作為我國人口、產業最為集中區域，其空間結構實以雙北核心區向西之

桃園、新竹，以及向東之基隆、宜蘭為兩側延伸，構成「一核雙翼」之形貌。其中，因西

側現有中山高、北二高，高速鐵路等運輸系統，且地勢相對平坦，發展腹地之串連較為容

易。然而東側—即基隆河谷廊帶區域，串聯了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等行政區，卻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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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河經過且南北皆為陡峭山坡地，連帶除高速公路以外缺乏較大運量之工具，使整體區域

發展受限，亦未充分整合、連結區內資源。 

又北台區域涉及縣市推動區域合作已有多年經驗，且成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定期召開首長會議，討論每年合作面向、事項，逐步取得具體成果，然而，台北市、新北

市、基隆市，對於基隆河谷廊帶的發展定位、方向，缺乏充分溝通、協調，尚待凝聚共識。

而在基隆港尚扮演首都圈國門之東角色情況下，基隆河谷廊帶若能妥善處理「與水共生」

之課題，並進行整體規劃，將可提升首都圈、北台都會區域，以及我國之整體競爭力，故

此議題具高度後續發展效益。 

(五) 小結：基隆河谷廊帶作為都會區域計畫的試點 

綜上，考量基隆河谷廊帶位處首都圈東翼，且現有計畫包括基隆港區再生規劃、基隆

河谷廊帶計畫、基隆輕軌計畫、基隆河流域逕流分擔計畫等，若可進行整體規劃將有利促

進跨域整合，並提升區域競爭力，符合《國土計畫法》第六條所述之都會區域計畫規劃基

本原則，具有相當之規劃急迫性。且考量如以北部都會區域（如北北基宜桃竹苗等縣市）

為計畫範圍，所涉範圍過於廣大，及前開現有計畫之成熟度及可能衍生之部門競合議題太

過複雜，恐非單一主管機關所能處理。綜上考量，爰建議以基隆河谷廊帶地區作為示範計

畫操作地區。 

二、 章節架構 

依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範之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參酌《全國國土計畫》、

《103 年度「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總結報告書、《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

─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落》，並考量示範計畫關鍵議題主要為產業、交通、水安全等

面向，研提基隆河谷廊帶示範計畫之章節架構如下表。詳細計畫內容請見附件。 

表43 基隆河谷廊帶示範計畫章節架構 

項次 章節名稱 
建議敘明 

相關內容 
說明 

第
一
章 

緒論 1.1 計畫緣起 

1)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之內容，係以跨域之協調與

整合為主要考量，以提升該區域之競爭力，使其

能持續成長，故除基本之計畫議題及現況分析

外，應強調其計畫目標、推動與執行，以及計畫

控管之重要性(國施§5 說明欄)。 

2) 本計畫建議以基隆河谷廊帶為示範地區，並以因

應「基隆河土地開發解禁後，基隆輕軌帶來之土

地開發及逕流分擔需求」等政策背景下，研擬「確

保基隆河谷廊帶水安全之成長管理策略」為目標

之示範地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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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章節名稱 
建議敘明 

相關內容 
說明 

3) 說明計畫性質為「全國國土計畫之附冊」。 

4) 說明計畫定位為「以議題為導向的策略性計畫」，

及功能為「為補全國區域計畫對都會區域發展議

題的指導原則及策略內容之不足」。 

1.2 全國國土計畫指

示事項 

說明全國國土計畫有關都會區域之指導事項。 

1.3 法令依據 

1) 國土計畫法第 6 條第 7 項、第 6 條第 2 項、第 9

條第 2 項、第 15 條第 3 項。 

2) 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5 條。 

1.4 計畫定位 

指出目前都會區域計畫尚無具體操作規範與指導，本

計畫具重要示範意義，操作經驗可回饋至未來其他都

會區域計畫。 

1.5 計畫機關 

指定本計畫計畫擬定機關為內政部營建署；所設有關

機關包含：經濟部、科技部、交通部、農委會等中央

部會，以及基隆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 

1.6 計畫年期 同全國國土計畫。 

1.7 計畫範圍 

1) 本示範計畫延續都會區域計畫範圍應以議題空間

為導向之原則，並參酌基隆河谷廊帶整體規劃、

基隆河流域逕流分擔計畫、基隆輕軌計畫，與考

量後續行政分工與資料蒐集可行性，初步以基隆

市七堵區、暖暖區；新北市汐止區；台北市南港

區、內湖區為計畫範圍。 

2) 計畫範圍得視實際需要，參考其他議題相關計畫

範圍、天然界線(如山稜線、水道)、道路或其他

法定計畫界線等微調之。 

1.8 規劃程序及計畫

重點 

1) 說明該計畫之規劃程序、操作流程。 

2) 說明本計畫重點包括：結合「水利法」體系進行

總合治水，研擬水安全土地利用策略、以整體規

劃引導基隆河谷廊帶各區域發展定位、提出成長

管理優先發展地區及其土地使用原則、提出產業

發展及交通配套策略、提出分工計畫與執行檢討

機制。 

第
二
章 

發 展 現況

及課題 

 

2.1 上位及相關計畫 
說明全國性、區域性、地方性之空間規劃、部門建設

相關計畫。 

2.2 土地使用 

2.3 氣候變遷與災害 

2.4 自然環境與資源 

1) 說明各面向議題現況分析、課題歸納。 

2) 視需要納入發展需求推估或發展預測。 

3) 其餘部分視該都會區域計畫之重點議題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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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章節名稱 
建議敘明 

相關內容 
說明 

2.5 人口、住宅概況 

2.6 交通運輸 

2.7 產業發展 

2.8 本計畫優先課題 
1) 經綜整上開發現況，指認本計畫應處理之優先課

題。 

第
三
章 

區 域 發展

目標 

3.1 計畫願景 

3.2 計畫目標 

2) 依據本都會區域計畫關鍵課題，研提計畫願景與

目標。 

3) 依《國土計畫法》及《全國國土計畫》，都會區域

計畫係以「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化

區域機能」為主要目標，又考量該計畫關鍵優先

議題之一為水安全，以「智慧生產、首都支援；

綠色交通、示範廊帶；與水共生、韌性都會」為

計畫總目標，並指認水環境、產業、交通等部門

之發展目標，作為後續發展策略及行動計畫指導。 

第
四
章 

區 域 空間

發展策略 

4.1 整體空間發展及

成長管理策略構

想 

1) 整合水安全防災、產業、交通部門策略，研提整

體空間發展構想，提出功能性策略分區之定位、

分布區位。 

2) 在基隆土地開發解禁及逕流分擔計畫背景、首重

水安全防災之規劃理念下，指認適宜之未來發展

區位或避免發展區位，並嘗試劃設成長管理界

線，研提發展區位順序建議。 

4.2 產業部門空間發

展策略構想 

盤點中央部會部門計畫、縣市國土計畫及其他綜合發

展計畫於基隆河谷廊帶之產業發展構想，並指認其未

來發展區位可能與水安全產生競合之區位，據以提出

策略構想。 

4.3 交通部門空間發

展策略構想 

以基隆輕軌計畫為主軸，初步評估該計畫未來發展區

位(如新設場站)可能與水安全產生競合之區位，及針

對軌道沿線交通運輸相關課題，提出策略構想。 

4.4 水安全防災策略

構想 

為因應氣候變遷所生之水災風險，參考氣候變遷、災

害防救相關計畫，指認易受影響地區，提出水安全之

災害管理策略建議。 

4.5 土地使用指導事

項 

1) 考量都會區域計畫屬全國國土計畫附冊，本質上

為協調跨域事務之土地利用計畫，故宜提出土地

利用管理原則建議，指導其他空間計畫或部門計

畫配合檢討。 

2) 針對都市計畫地區，研提都市更新、市地重劃、

區段徵收等整體開發地區之回饋原則、土地使用

管制規範調整，或其他應配合檢討事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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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章節名稱 
建議敘明 

相關內容 
說明 

第
五
章 

執行計畫 

5.1 內政部應辦及配

合事項 

5.2 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辦及配合

事項 

5.3 各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辦及

配合事項 

1) 執行計畫範疇，包含法規命令檢討修正建議、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

畫及部門計畫應配合辦理事項，如有納入建設計

畫必要時，並以經行政院或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法定權責核定者為限(國 施§5 說明欄)。 

2) 考量現行區域發展平臺較為較為人詬病之處，即

為其作成之決議無法定效力，難以明確分工，不

易推動相關策略或計畫。爰此，都會區域計畫既

具有法定計畫之效力，即應明確相關機關單位之

分工計畫，並至少包含內政部、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以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3) 執行計畫(應辦及配合事項)內容註明主協辦機

關、計畫期程（短期 1 年、中期 2-5 年及長期 5

年以上）等。 

4) 視需要提出跨部門整合的新增政策或計畫建議，

以具共識性、已獲得相關部門認可的新方案(或政

策措施)為原則。 

第
六
章 

檢 討 及控

管機制 

6.1 有關單位應辦及

配合事項列管機

制 

1) 參酌《全國國土計畫》、《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

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落》等計畫，研提檢

討及控管機制。 

2) 就有關單位（內政部、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

縣市主管機關等中央部會、縣市局處）應辦及配

合事項，規劃期程控管機制及管考會議。 

6.2 計畫檢討機制 

1) 建議計畫檢討之時機或程序、應辦理事項、相關

機關單位分工，作為後續都會區域計畫通盤檢討

重要依據。 

2) 建議與其他部門計畫或空間計畫衝突協調機制。 

第
七
章 

規劃平台及協調推動組織運作機制 

說明本計畫籌組之規劃平台及建議之協調推動組織

運作方式，作為未來實際運作的制度基礎。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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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都會區域係以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連結其周邊具高度關聯之城鄉市鎮，共同

組成之跨域範圍；而都會區域計畫則針對該範圍內相關議題及事項，於土地使用或空間區

位等功能性面向，進行資源整合、策略研究及推動實施。本研究基於現行國土計畫法及全

國國土計畫背景脈絡，針對以下三大工作項目進行研究及建議： 

一、 都會區域跨縣市議題盤點：針對全國各都會區域議題進行盤點，分析各該議題指涉之

行政機關、各部門相關空間政策、資源投入，及目前遭遇之協調整合與治理困境。 

二、 都會區域跨縣市議題篩選：篩選宜優先處理之都會區域議題，提供後續主管機關研擬

都會區域計畫時之建議。 

三、 都會區域跨域整合機制建立：為利未來都會區域型公共建設計畫能有效整合於都會區

域計畫，具有一致性、互補性、協調性，對於都會區域協調推動組織整合運作制度提

出建議，以符合都會區域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之規劃原則。 

執行團隊廣泛蒐集並分析國內外都會區域相關資料、先選取交通、水環境、產業三大

共通性面向，利用北、中、南及全國共 5 場會議進行議題彙整與歸納，針對各區域指認議

題優先性。後透過 2 場規劃平臺會議，邀集專家學者就示範計畫關鍵議題及推動組織提出

檢討及建議。最後利用「基隆河谷廊帶都會區域示範計畫」進行實例操作，作為有關機關

研擬都會區域計畫之參考。 

本計畫作為國土計畫法架構下都會區域計畫之前置作業研究，基於本計畫歸納之成果

與示範計畫，提出以下議題面、執行面等建議，以供未來都會區域計畫規劃及實施推動之

參考。 

一、 議題面 

(一) 以議題空間範圍，彈性調整都會區域計畫範圍 

過去區域計畫法時期，都會區域計畫係採綜合性規劃，所涉議題內容龐雜，跨縣

市、跨部門整合協調十分不易，推動困難度高，難以落實執行。考量現代都會區域發

展議題面向更為廣泛、複雜性甚高，議題所涉空間範圍難以依據行政界線界定，又會

因時代、國情或環境等變遷，而有不同的見解，為使都會區域計畫更貼近政策需求，

及基於解決區域實際問題之需要，建議採議題式導向推動都會區域計畫，以計畫欲解

決之關鍵議題為核心，依據議題所涉空間範圍彈性調整計畫範圍，未必需依據行政區

為界，如此較易指認議題、目標，及擬訂具體策略，亦有助於未來計畫整合協調、執

行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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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雙向提案機制，加速共識凝聚 

本計畫經由不同分析方法，歸納交通、水環境、產業三大議題主軸，並透過議題

指認論壇會議進一步綜整並深化各項議題內容，是為理想性的「由上而下」議題指認

方式。然而地方行政運作中，由於各地體制、民情的差異，指派式的議題不見得符合

各地方政府實際需求。因此議題共識形塑亦可能出現「由下而上」的方式，搭配「由

上而下」的指導及協助，加速凝聚都會區域及各權益關係人共識，甚至是立基在既有

的合作組織基礎上，尋求國土計畫所能給予的空間配置、土地使用引導，較具成功推

動之可行性。 

因此，未來執行時宜加強雙向提案機制之制度化。例如，在本案已初步形塑之基

隆河谷廊帶都會區域計畫構想基礎下，後續由基隆市提出基隆河谷廊帶辦理都會區域

計畫規劃之期待，並由基隆市、新北市、臺北市等三市先行凝聚議題共識，共同提案

至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再共同研商是否需要啟動都會區域計畫規劃作業，及由中央

或地方主管機關組成規劃平台辦理。 

(三) 因地制宜盤點多元化跨域議題 

如第二章第一節所述，本計畫透過文獻蒐整、輿論焦點分析方式，篩選全國都會

區域議題的共通性面向，包含交通、產業、水環境等三面向，進而盤點此三面向的區

域性議題，然而，此種方式是從全國觀點篩選議題面向，有部分區域性特殊議題面向

未能納入。因此，建議未來各都會區域如研擬計畫時，可因地制宜地盤點更多議題面

向，如社會公平、能源、廢棄物、農業、觀光、高齡化、城鄉整合、產業用地、水資

源、社會包容性、環境保全、韌性城市等面向，挑選具跨縣市、區域空間特有問題、

輿論焦點、重要性、急迫性等特質之面向，作為議題盤點時之基礎架構。 

至於議題的發展，亦可納入自全國國土計畫衍生之跨縣市整合或合作、空間或用

地配置議題。如全國國土計畫載明經濟部推估至 125 年新增產業用地需求為 3,311

公頃、科學工業園區新增用地需求為 1,000 公頃，則未來於各都會區域之產業部門空

間發展策略如何兼顧地方特色產業，設定各區產業發展定位，並進行跨縣市的空間或

用地配置，甚至涉及跨都會區域間的連結、分工、合作。或如，太陽光電能源發展，

地面型目標為 17GW，需規劃光電設備及併連線路土地約 2.5 萬公頃，則各都會區域

如何整合、供給跨縣市可供太陽光電能源發展之土地，以達規劃目標規模。 

抑或，議題可能因跨縣市之重大公共建設或部門計畫影響空間發展趨勢而產生，

例如，國家刻正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涉及多項跨縣市之重大軌道交通建設規劃，

如台北捷運環狀線、基隆輕軌捷運、台中捷運綠線延伸彰化、高鐵延伸屏東等，若未

來實現建設計畫將影響都會區域空間發展甚鉅，宜預先探討如何透過都會區域計畫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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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重大公共建設計畫，提出城鄉、產業、交通、住宅等因應策略，共同促進都會區域

發展。 

以本計畫基隆河谷廊帶示範案例而言，未來建議可由區域運輸規劃角度規劃，配

合基隆輕軌捷運建設的實現，北北基三市得整合、調配產業用地，推動在地就業、在

地生活，研擬新興產業發展及既有產業轉型之配套措施，及以基隆輕軌場站為重要節

點，發展區域大眾運輸系統整合網路，因應通勤、就學、就業、生活、消費、旅遊等

旅次需求，另為配合基隆河流域逕流分擔計畫後續實施，因應氣候變遷及防洪需求，

可研商調整產業發展區位、輕軌及台鐵沿線之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容積移轉及土地

使用管制相關規範，以提高產業區位、交通設施防洪之韌性能力，降低洪災可能導致

的損失。 

(四) 納入公民參與議題篩選過程 

以往空間發展或土地使用相關計畫，於議題盤點、篩選過程，著重於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意見的蒐集，多採文獻分析、機關代表深度訪談、專家學者座談會等方式，

惟此種方式可能忽略在地公民意見，故而，建議於議題篩選過程中可納入更多的公民

參與機制，如透過網路媒體輿論分析、關鍵字搜尋等大數據分析方式了解公民高度關

注的議題，如辦理在地區域議題指認論壇，邀請在地居民、民間團體代表、地方組織

代表、法人企業代表等公民指認區域性的重要議題，又或依國土計畫法第 12 條規定，

於計畫擬訂階段，以各種方式廣詢意見，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及公開資訊。 

(五) 議題篩選原則通案性建議 

考量都會區域議題多元與廣泛，為提升規劃整合一體性，本案建議應有通案性之

議題篩選原則如下。 

1. 步驟一：確認共通性面向 

因都會區域議題多元性，為加速聚焦，應參酌國土法設定選定原則，包含 1.是否

為都會區域空間特有問題；2.是否為輿論焦點；3.是否具有重要性與急迫性；4.空間發

展計畫涉及跨縣市問題等。後續再將此共通性面向所蒐整之相關議題，透過北、中、

南等五場議題指認論壇進行議題的確認，並提出具在地特性之區域性議題。 

2. 步驟二：確認各面向議題 

本計畫透過現有計畫未能解決之議題、中央部會與縣市政府的訪談資訊等進行資

料彙整，以蒐集並分析共通性面向之議題。為確保議題符合都會區域計畫之特性，所

有議題均需依照下述篩選原則進行確認。包括： 

(1) 原則一(國土計畫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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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1 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 

B. 1-2 加強跨域整合 

C. 1-3 達成資源互補 

D. 1-4 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 

(2) 原則二 

A. 2-1 是否無法以既有空間計畫或部門計畫處理 

B. 2-2 是否需透過都會區域計畫執行之必要性 

3. 步驟三：進行區域性議題指認 

本計畫彙整共通性面向之議題，並依照北、中、南區域進行分類，後續透過區域

性議題指認論壇的辦理，邀請中央部會、地方政府代表、專家學者等共同與會，以確

認共通性議題的合適性，並確認是否需另外提出具在地特色之議題。相關議題的討論

均需符合步驟二之篩選原則方可提出。 

區域性議題指認論壇透過不同單位的對話、討論與分享，到最後針對議題進行共

識投票，以得出與會者對各項議題未來優先推動順序之建議結果。 

4. 步驟四：綜合評估 

考量政府能量、資金、執行人力等問題，應審慎評估都會區域議題規劃研究的優

先順序。本計畫建議以下綜合評估原則，包括： 

(1) 議題可同步規劃：考量部分議題內容具有關聯性，合併探討可獲更大效益。因

此，建議具可同步規劃之議題，可先行推動。 

(2) 議題具可操作性：為後續實際推動考量，建議以具都市計畫方式可處理之相關

議題，即現階段可行性高之議題優先推動。 

(3) 議題可解決既有問題：鑒於國土法第六條提及都會區域計畫應具有特性，若所

提議題具整合或資源互補之功能，可解決跨域問題者建議優先推動。 

(4) 議題具後續發展效益：鑒於國土法第六條提及都會區域計畫應具有特性，若所

提議題具考量整體區域未來發展思維，建議可優先推動。 

5. 步驟五：提出各區域優先議題 

依據上述各步驟的評估程序與結果，提出各區域建議可作為未來優先推動之都會

區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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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面 

目前法制上，國土計畫法僅賦予都會區域計畫之法定任務，但如其啟動時機、提案程

序、後續推動組織機制等執行作法未有確切規範，故提出建議如下。本計畫雖提出各項執

行建議，但實質運作仍有賴中央及地方的支持與配合，才能以計畫引導跨區合作，進而達

到各項短、中、長期目標。 

(一) 適時啟動都會區域計畫 

目前全國國土計畫已經公告，縣市國土計畫預計明年核定公告，此外，國家發展

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等多項重大公共建設刻正推動，故建議當有下列情形時得啟

動都會區域計畫之規劃作業： 

1. 多個縣市政府已凝聚議題及共識，共同提案請求啟動都會區域計畫規劃作業。 

2. 縣市國土計畫核定公告後，多個縣市國土計畫內容提出未來擬訂都會區域計畫構

想，希冀辦理規劃作業。 

3. 經核定之跨縣市重大公共建設、重大部門計畫，影響空間發展及土地使用型態、

結構及趨勢甚鉅。 

4.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部門計畫，涉及需進行跨部門、跨縣市空間或用地配置之協

調事項，但其部門計畫難以處理。 

5. 為提升都會區域競爭力，推動區域性綜合規劃及建設，需整合跨部門、跨縣市空

間及土地資源。 

6. 跨縣市之都會區域發展議題複雜性高，涉及多個部門需協力合作，無法透過縣市

國土計畫、都市計畫、部門計畫予以解決。 

(二) 研議地方提案機制 

現行國土計畫法第 8 條，僅規定縣市政府得研擬都會區域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

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惟報請中央審議前之程序規範不明確，本計畫

建議由事涉縣市政府共同提出議題及其因應對策等計畫草案內容初步構想，先行提案

至事涉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召開聯席會議討論是否具擬訂都會區域計畫之必要性，

倘經綜合評估後確定成案，接續成立規劃平台、草擬計畫內容、辦理法定程序等作業。 

(三) 評估成立常設性推動組織 

當都會區域計畫啟動規劃作業時，建議成立規劃平台，協調事涉機關權責分工，

解決跨部門間、跨縣市間的衝突，並作為未來計畫實施時組成推動專案小組之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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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計畫經公告實施後，建立協調推動組織，考量國土計畫法、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未能授權成立常設性組織，建議短期內可採臨時編制的推動專案小組方式組成。 

惟在本計畫相關會議中，專家學者尤其建議成立常設組織，作為都會區域各項課

題及推動的整合平台；對上進行政策接軌及研討，對下綜整各事涉單位意見並協助推

動執行。目前部分跨域合作組織已略具雛形，未來應在既有成果上逐步形成都會區域

合作的典範。此外，考量都區域計畫之推動往往需歷時多年，係屬長程計畫，故長期

而言，建議都會區域計畫於規劃作業階段即進行成立常設性組織（如行政法人、委員

會等）之可行性評估、規劃或試辦，聘任專責人力，及籌措運作經費，長期支持其行

政運作。 

因此，建議由有關機關（事涉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機關）派員代表，及遴聘專家

學者代表、民間組織或企業代表等，共同組成常設性組織，決策計畫規劃或執行事務，

審核、建議預算分配，追蹤、管考執行情形，及都會區域計畫擬變更時決定草案內容

及調整方向。 

其次，其幕僚小組、議題小組，除由事涉機關派員兼任之外，宜聘任專職人力，

辦理組織運作相關行政作業，彙整各議題小組資料、定期會報，研提、落實每年度執

行事項、機關協商溝通，及都會區域計畫擬變更時彙整、研擬草案內容。 

於執行財源部分，建議由召集機關、參與機關每年編列預算支應組織行政運作，

而計畫執行及建設經費，可透過協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引入民間資源、國

土保育費、影響費、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成立之基金等方式籌措

支應，以維持計畫長期的推動執行。 

(四) 探討後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如何配合都會區域計畫辦理檢討 

本研究係以探討都會區域計畫之形成及推動機制為主；有關各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究竟如何配合都會區域計畫(以及是否需分為中央主導或地方提案)辦理通盤

檢討，其相關法定程序、指導性及推動方式等，建議可列為未來重要研究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