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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ory A story 
aboutabout PlannersPlanners’’

Passion, Sensation and RationPassion, Sensation and Ration

熱情 感性 理性的故事

關於規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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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戀愛的對象～北臺談戀愛的對象～北臺

北臺是指一群有共同理想的

空間相關部門規劃師，懷抱

的夢是關於建設更好的北臺

（分署規劃師和北臺區域發

展推動委員會幕僚）

北臺是北部都會區的代名詞

是北部區域計畫範圍內的七

個縣市扣除原住民鄉加上苗

栗縣的竹南頭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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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感性與理性序～感性與理性

第1幕 規劃師情誼建立篇 規劃過程中培養感情，
會使推動更為順遂

第2幕 北臺空間規劃願景篇

第3幕 規劃方法與邏輯篇

瞭解使用者需求與期
待，並為其編織夢想

認清政策現實面與可突
破面，避免流於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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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臺規劃師情誼建立篇

Sce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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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這樣開始的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全球化

永續發展

經濟與區域整合

人口快速移動及結構變遷

（空間規劃的挑戰，2008，聯合國歐洲經濟會）

北臺縣市都各自擁有什麼

但那些單獨的能量似乎都不足以因應這時代 快速變化 的需求

所以合作是期望

能將有限的資源效益發揮到最大 來提升競爭力

我們面臨的區域發展問題，日益錯綜複雜，已非單一個學
科領域可釐清與解決。區域外部及內部的挑戰來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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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全球化

民主及市場導向的經濟發展

貿易和國際資金流動的自由化

跨國企業成長

資訊和通訊科技創新發展

• 依據聯合國報
告，台灣是屬於
國外直接投資低
表現、高潛力的
地區

• 2005年FDI流入
表現指數119
名；流入潛在指
數20名；流出表
現指數26名

全球跨國資金大量流入東亞、
南亞與東南亞，並持續成長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發布的最新全
球經濟展望報告，2006 至2010年
亞洲(不含日本)地區將是全球經濟
成長最快速的區域

資料來源：經濟部（2006年7月），國內外

經濟情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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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永續發展

永續建築設計

降低能源消耗與再生能源發展

資源回收利用

因應氣候變遷

注重民眾參與

水資源利用

新店市

大溪鎮

礁溪鄉

楊梅鎮

龍潭鄉

蘆竹鄉
汐止市

淡水鎮

龜山鄉

萬里鄉

石門鄉

頭城鎮

三芝鄉
金山鄉

暖暖區

0 105 km

三峽鎮 石碇鄉

空屋率

山坡地

0 - 10

10 - 20

20 - 30

30 - 60

>60

• 空屋率高

• 產業用地閒置

• 汽機車使用高

• 能源效率低

• 民眾參與低

海平面上升1公尺影響地區

60年後海平面上升與西部沿海地層下陷
相對達1公尺

北部區域生活及工業用水供需比較

經濟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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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區域整合經濟與區域整合

全球許多工業、農業和服務部
門等產業部門正大規模地再結
構發展
許多地方為了發展服務業犧牲
掉農業和工業發展，導致就業
人口區位的改變（從鄉村移動
到都市）
City-Region的形成與競爭

1920 1956 1986 2004

在區域整合的發展潮流之下

世界地圖裡只剩下城市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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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變遷人口變遷

都市地區人口總數未明顯增加，增加的人口多遷移到鄰
近都市的郊區。都市蔓延造成基盤設施的額外需求，包
括交通運輸、廢棄物處理等。而鄉村地區人口較少，卻
要負擔較高的公共設施成本

住宅需求仍持續上升，但住宅空間需求呈現下降趨勢
（快速開發中地區）

人口老化，產生額外的地方財政與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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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師角色扮演規劃師角色扮演

空間規劃是「透過地域基礎(territorially-based)的策略來
協調或整合各部門有關空間面向的問題」

遠比土地使用管制複雜得多，著重在解決部門政策間的
衝突，以達成經濟發展、環境及社會和諧

空間規劃會界定長期或中期的發展目標與策略、處理土
地使用及實質發展的問題、並協調交通、農業和環境間
相互衝突的政策 （什麼是空間規劃，2008，聯合國歐洲經濟會）

本計畫試圖讓北臺縣市凝聚下列共識

•提升競爭力與世界城市位階

•資源共享及設施效率的提升

•達成特定目的

強化競爭力的行動
區域共同願景的宣示：確保各縣市
朝相同方向前進

就整體發展而言非做不可的行動
重要方案指認：方案實施地點位於
單一縣市範圍內，但對都會整體發
展影響重大

須跨縣市整合的行動
跨縣市整合：重要資源（如機場、
港口、區域型道路）使用效率的促
進、跨縣市空間品質水準的規範、
共同環境資源的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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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紀事交往紀事

2007-08   參加北臺區域合作發展推動委員會各議題組會議計15場

2007.10  召開「北臺都會區域計畫縣市意見交流座談會」

2007-08  赴縣市政府說明「北臺都會區域計畫」內容

2008.10  召開「北臺都會區域計畫」草案研商會議計4場

相識、相知的過程：規劃網絡建立

彼此間的資訊及專業交流因為私人情誼的建立而成長

政務官更迭交替對發展方向的影響也許變小了

Network Cluster:許多珍貴的發展觸媒是來自於人際網路的
建立，有助順利推動事情、意見交流、心得分析及政策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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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萬元共同辦
理研討會暨成
果展

署長專訪與北
臺規劃成果將
編入北臺成果
專書

20092009國土及區域發展推動研討會國土及區域發展推動研討會

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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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29  2009.3.29  中國時報平面報導中國時報平面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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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臺空間規劃願景篇

Sce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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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這樣的未來想要這樣的未來

北臺都會區域計畫= Greater Taipei Plan

期望其發展能媲美一級世界城市，如大倫敦、大東京

本案規劃內容受經建會肯本案規劃內容受經建會肯
定，為經建會推動定，為經建會推動20302030國土國土
空間策略規劃北部區域重要空間策略規劃北部區域重要
的基礎文件的基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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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是誰，想要做什麼？！

你都可以在北臺找到，你要去的地方，

並且享受都會空間的豐富性。

角色模擬角色模擬--使用者夢想描繪使用者夢想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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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發展構想空間發展構想

先思考我們要怎樣的未來，再依目標描繪出達陣的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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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未來與現在的力量連結未來與現在的力量--11
八項計畫主軸目標年發展示意圖 現況與願景間的Gap就是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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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會

成
員

中央主管機關召集

中央部會 地方政府 民意機關 學術團體 人民團體 公司企業

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
建議、協調、

促進

提出專業建議

視為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內政部）的團隊夥伴

連結未來與現在的力量連結未來與現在的力量--22

8.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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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實施區位策略實施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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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方法與邏輯篇

Sce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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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的二種層次
•設定發展目標
•描繪達陣路徑

1
策略規劃理論

2
國家競爭優勢
世界城市發展

3
都會區規劃案例

4
目標管理制度

5
區域合作組織

主要規劃方法主要規劃方法

ABAG, Mr.李登榜演
講美國MPO制度啟發

Mr.姜熙淋演講美國土地使
用規劃績效評估的啟發

Robert S. Kaplan
David P. Norton

Michael E. Porter
Saskia Sassen

London, Sydney, 
Melbourne, Tokyo, 
中國京津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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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管理與策略規劃目標管理與策略規劃

發展
議題

策略
目標

衡量
項目

目標
值

行動
方案

預算

先有目標設定，後有因應策略

策略是為達特定目標所擬定的執行方針

策略規劃是『定義目標與設定達成目標的方法與途徑』

行動方案是依據策略規劃的成果所做的執行作為

有限的資源與複雜的發展議題，使目標管理及策略規劃格外重要

本計畫希望能達到---縣市及部會研擬行動方案及預算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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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流程規劃流程

設定明確規劃願景

採用「由上而下」、「由
下而上」的目標設定過程

整合地方發展期待

親赴縣市政府說明

舉辦四場議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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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署規劃同仁交流平台分署規劃同仁交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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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一項現行方案或計畫可達成(A→1)

•如「步道、自行車道及綠帶塑造計畫」-

「既有市區道路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

2.由兩項以上現行方案或計畫可達成(B+C→2)

•如「基隆車站周邊都市更新與建設」-「加

速推動都市更新方案」、「城鄉風貌計

畫」、…

3.修改現行方案或計畫可達成(D→D+ →4)

•如「產業園區周邊居住環境都市更新」-

「加速推動都市更新方案」

4.擬定新方案或計畫可達成(E→5)

•如「城際客運服務改善」

認清現實與理想的差距認清現實與理想的差距

【目前20項】 【相關計畫需完
成部會研商後方

能確認】

策略項目與現行計畫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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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策略目標途徑及方案組成分析

認清現實與理想的差距認清現實與理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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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招商

完成
計畫

3.辦理蘇澳港及周邊土地
使用、觀光計畫及招商/
港務局、宜縣府

完成
招商

2.辦理基隆港都市更新及
開發招商執行/港務局、
基市府

持續招商開發
完成
計畫

1.辦理台北港港埠設施建
設及特定區計畫/港務
局、北縣府

20152014201320122011201020092008工作內容策略項目

持續招商開發
4.執行招商及開發/交通
部、內政部、桃縣府

2.規劃交通運輸計畫/交
通部、內政部

完成
3.研擬綱要及特定區計畫
/交通部、內政部

完成

完成

2015目標：台北港特定區土地利用率達20％、基隆港更新地區土地利用率達50％、蘇澳
港區土地利用率達50％

1.2台北、基隆、蘇澳三
港分工定位

1.辦理整體發展規劃/桃
縣府

1.1桃園航空城發展

2015目標：土地利用率達20％、完善的人流及物流動線規劃

國際交流中心（案例）

經建會97.8

實施計畫表實施計畫表（（20082008--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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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強化都會區域的競爭力面向，關於照顧弱勢及社

會福利面需另外考慮—不同的計畫目標，該有不同的規劃重點

強調與現有中央各項政策的檢討，將想做的與現在已經

在做的具體釐清，才能知道不足的部分有哪些

後續還要再與各部會溝通，讓我們想實現的理想成為共

識，同時努力讓這些策略也能變成各部會想推動的政

策，進而與預算機制結合

這個計畫是以北臺利益的最大化為考量，至於與中臺、

南臺的衝突協調，不在規劃考慮範圍—依循國土空間策略規

劃的指導

規劃變項因素掌握與釐清規劃變項因素掌握與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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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區域發展推動組織的想像。

如何能快速有效率的回應民眾的需求？使用者的期待如

何透過規劃的願景、機制、參與而實現？

要怎麼樣讓我們規劃的願景打動執政者及使用者的心，

使他們願意成為實現夢想的一員？

需要您的高見需要您的高見

規劃幕僚可以決定政治以外的專業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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