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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國土層次之規劃長期以來未能法制化，也缺乏積極論述。國土開發及空間

秩序之建立，仰賴北中南東四個區域之區域計畫。惟長期以來，區域計畫僅重

視土地使用管理，缺乏願景式之策略規劃。「台灣國土及區域發展實施方案」

試圖透過願景、策略方案之研擬，與國土規劃相關機關及專家之討論，凝聚國

土規劃之願景共識，這些願景共識將可作為後續區域計畫之參考。 

本研究將台灣劃分為北中南東及離島區域，依據各區的自然與人文資源特性，

從永續觀點提出發展願景與構想。主要的工作方式有三：1.舉辦縣市政府座談

會，蒐集地方政府施政願景與方案，並進行深度訪談，瞭解地方之發展課題；

2.進行中央政府相關單位之訪談，並蒐集區域發展重要政策與方案資料；3.舉
辦專家工作會議，研討國土及區域發展之課題與政策。 

本研究因工作時間與經費預算之限制，無法作大規模之基礎調查與研究分析，

惟各部會與主辦機關歷年相關研究與實際工作成果已頗為豐富，因此本研究積

極蒐集 1.經建會國土規劃相關方案；2.行政院核定之各部會相關方案；3.營建

署之國土規劃相關方案；4.地方政府之願景方案等，作為重要之參考資料及策

略方案形成之基礎。 

本研究成果分成兩部份呈現。第一部分就國土發展整體觀之，呼應全球趨勢、

匯整國家既有相關政策，研提國土發展願景及各區域之發展定位，形成未來國

土發展重要策略。第二部份就各區域分別說明其空間結構、課題及願景。各區

域以生態網絡、國土保安與防災、景觀人文特色、都市/產業/交通為分析架構，

並研提短中長期發展策略方案。 

本研究定位北部區域為傳統產業及高科技產業發展龍頭區域、高階行政金融指

揮中樞、最具都會性的文化創意中心。本研究提出推動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保

育軸之確保、推動強化區域景觀特色、推動北宜直線鐵路、強化高科技產業科

學園區計畫整體檢討等實施方案。 

中部區域定位為具有國際海空港的經貿特區、優質生活、娛樂、休閒中心及國

家重要行政機能移入區。本研究提出推動中台灣河域生態廊道計畫、大甲溪上

游土石流整體治理計畫、八卦山地區整體規劃、台中縣市合併都會區整體規劃

等實施方案。 

南部區域定位為熱帶型發展的全球模範及面向東南亞的重要海空門戶。本研究

提出推動劃定中央山脈國土保育區、推動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推動六堆客家

文化景觀廊道、推動南、高雙子城整體空間規劃等實施方案。 

東部區域定位為國際級大區域休閒渡假基地、全球南島原民文化保存與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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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本研究提出推動依國土復育條例（草案）精神劃設山與海的保護區、推動

強化東部區域北入口花蓮市之機能、推動建設花東大城小鎮人本交通系統、推

動開發整合原住民文化與自然景觀之溫泉區等實施方案。 

離島區域定位為資源節用型文化生態觀光休閒島嶼及先進之生態復育與資源

利用的示範區域。本研究提出推動設置澎湖玄武岩地質公園計畫、推動保留傳

統聚落及文史風貌計畫、推動觀光產業發展計畫、推動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等實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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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it has been impossible to regulate land planning in Taiwan, and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active discussion on the subject. National land develop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patial order depend on the regional planning for the four 
regions of Taiwan: north, central, south and east. Regional planning has 
traditionally emphasized land use management and lacked visionary strategic 
planning. The National Land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Plan has 
attempted to bring about a consensus on the vision of national land planning by 
developing a vision and strategic plan, as well as by carrying out discussions with 
relevant national land planning administrations and experts. This vision consensus 
will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gional plans. 

This research has divided Taiwan into five regions: north, central, south, east and 
offshore islands. Based on each region’s particular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visions and ideas we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ility. The three 
main work methods were: 1. Organize meetings with county or municipal 
governments to collect local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ve vision and project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understand local development issues; 2. Interviews with 
departments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to collect data on policies and project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3. Organize work meetings with experts to discuss issues 
and policies pertaining to national land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Because of time and budget limitations, it was not possible to carry out large scale 
basic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nalysis. Since the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administrations have accumulated over the years considerable 
research and achieved work results, this research has collected the following data to 
serve as reference material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creation of a strategic plan: 1. 
Projects from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elated to 
national land planning; 2. Related projects from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pprov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3. National land planning projects from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4. Vision projects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results are presented in two parts. First part,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land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has echoed global trends and organized 
related national policies to propose a vision for national land development and a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for every region, thus elaborating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future national land development.Second part, the spatial structure, issu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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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for every region are explained respectively. The analysis structure is based on 
each region’s ecological network, national land protection and disaster preparedness, 
human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urban/industry/transport, and proposes short, mid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s. 

This research positions Northern Taiwan as the leading reg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and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the pivot of high-level administrative 
and financial commands, as well as the most urbanized cultural center. This 
research proposes implementing projects that will ensure that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and the Shueh Shan Mountain Range rema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enters, as well as strengthen region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promote the 
Taipei-ILan express railway, and consolidate the overall review of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science parks projects. 

Central Taiwan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 special economic trade zone with its 
international port and airport. Furthermore, it is a region in which high quality 
living, entertainment center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functions can be integrated.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s such as the 
creation of river ecological corridors in central Taiwan, the Da-Chia river upstream 
landslide overall improvement project, Bagua mountain area comprehensive project, 
as well as a project for the fusion of Taichung county and city into a megalopolis. 

Southern Taiwan can be positioned as a global model for a developed tropical area 
and an entry port for Southeast Asia.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o delimit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as a national protected area, to promote flood control projects for 
flood-prone areas, to promote the Liu-Dui Hakka cultural landscape corridor,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spatial planning for the cities of Tainan and Kaohsiung.  

Eastern Taiwan can be designated as a large scale recreational and tourism area and 
a global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ustronesia aboriginal 
culture.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hat in the spirit of the Land Restoration Act (Draft), 
mountains and sea be designated as protected areas.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recommends to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Hualian City, to build human-oriented 
transport systems in cities and townships of Hualian and Taitung, as well as to 
integrate aboriginal culture and natural landscapes of hot spring areas. 

The offshore island area can be positioned as a resource efficient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tourism island, an advanced model area for ecosystem restoration. This 
research proposes projects to establish a basalt geology park in Penghu, to preserve 
traditional villages along with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features, to develop the 
tourism industry, as well as to improve water supply in offshore island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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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緣起與目標 

台灣自納入國際分工體系，歷經過去數十年發展，北部區域獨大的區域發展失

衡已經是一個明顯的空間現象。區域不均發展並非台灣獨有，而是世界各國普

遍的現象，因此區域政策係各國皆重視的政策領域。傳統區域政策著重區域產

業發展與創造就業，以緩解發展不均的空間現象。以台灣之國情而言，經濟產

業政策非屬政府空間部門之職掌，故本案雖名為「台灣國土及區域發展實施方

案」，內容實為區域空間發展策略方案之研擬。 

本案之計畫目標為將我國依適當地理位置劃分為數個區域，使每個區域都能具

有一定規模的人力資源與產業發展，並搭配區域的自然及人文特色以強化其全

球競爭力，同時提出各區域依其發展特色應重點投入之策略方案，以強化政府

資源投入提昇區域發展之效益。 

2.工作範圍與辦理內容 

本案工作範圍包含台灣本島 22 縣市及其離島金門縣、澎湖縣與連江縣，其辦

理內容如下： 
(1) 研提台灣各個區域之發展願景與構想。 
(2) 從永續觀點提出區域所面臨之經濟發展、社會公益與環境保育瓶頸議題。 
(3) 研提各區域對應之可能發展模式與短中長期發展策略方案。 
(4) 建立地方參與國土及區域發展的機制。 

3.規劃目標與理念 

本團隊針對本案擬定之規劃目標為： 
(1) 以永續發展作為本案規劃之核心價值。 
(2) 規劃區域成為具有特色且能自主發展的空間單元 
(3) 整合中央與地方政府方案，研提區域發展策略方案。 

由於區域之土地、自然資源、人口、就業、產業、交通、能源、環境、社會、

文化…等等各部門發展均有相關，因此本案之進行以 1.生態網絡；2.國土防災；

3.人文景觀及 4.都市/交通/產業四個重要觀點之下，進行部門計畫之檢討、回

應與配套，而非拼盤式的彙整資料，造成邏輯之不連貫。 

由於本案工作時間、經費預算之限制，無法作大規模之基礎調查與研究分析，

惟各部會與主辦機關歷年相關研究與實際工作成果已頗為豐富，因此本案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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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行政院核定之各部會方案；2.經建會的國土方案；3.營建署之國土相關方

案；4.地方政府之願景方案；5.專家座談及訪談意見，為本案重要之參考資料

及策略方案來源。 

本案重要工作方式有三：1.舉辦縣市政府座談會，蒐集地方政府施政願景與方

案，凝聚本案共識；2.進行地方政府官員及專家學者之深度訪談，蒐集區域發

展重要課題與願景資料；3.舉辦專家工作會議，研討國土及區域重要發展課題

與政策。本案雖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限制下，仍希望藉由團隊人員深耕地方與

深諳政府運作機制之優勢，創造凝聚共識之工作平台。 

4.預期效益及成果交付 

本案之預期效益如下： 
(1) 可供推動中之「國土規劃實施計畫」之參考。 
(2) 可供研提「Taiwan 2030 空間策略規劃」之參考。 
(3) 可供研擬及審議各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之參考。 
(4) 可供各縣市研擬或調整發展計畫、策略或願景之參考。 
 
本案交付成果說明如下： 
(1) 台灣國土及區域發展實施方案成果報告（含中英文摘要）。 
(2) 全國及各區域工作會議與訪談實錄。 
(3) 前述兩份報告之成果檔案光碟。 
(4) 委託期間建置之數值圖檔及相關電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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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灣國土及區域計畫研擬機制建議 

依國土計畫法（草案）精神，台灣國土計畫之流程應包括「計畫研擬」、「計畫

審議」、「計畫核定」與「計畫實施」四個階段，各權責單位分別為：內政部、

經建會、行政院及行政院各部會，圖示如下。本案進行之工作屬於「計畫研擬」

階段。 

 

 
圖壹-1 國土計畫之流程圖 

 

有關「計畫研擬」尚可細分為「草案研擬」、「公開研討」與「部會協商」三階

段工作。本案「台灣國土及區域發展實施方案」，可以視為「計畫研擬」之「草

案研擬」階段，其產出則為台灣全國國土計畫部分草案之內容。本案研擬過程

中，深感台灣政府部門委託規劃成果累積與應用之重要性，惟受限於本案係為

ㄧ短時程之委辦專案，為完整運用本案成果，建議於本案完成履約後，委託單

位及上級單位之營建署與內政部能進一步進行後續之公開研討與部會協調程

序。 

「草案公開研討」作業，建議由內政部召開「全國縣市首長會議」，針對全國

及區域願景進行研討獲取共識；建議營建署規劃舉辦數次「全國城鄉局長論

壇」，針對區域目標及策略方案進行研討、補充或修訂；同時建議營建署成立

「國土規劃諮詢委員會」，其分組及名單建議如後。 

「草案部會協調」作業建議由行政院指定政務委員主持組成工作小組，各相關

部會司署處長為工作小組成員，草案部會協調事項於本工作小組完成。 

 

內政部

各相關部會

計畫研擬

計畫執行

經建會

計畫審議

行政院

計畫核定
內政部

交通部

財政部

經濟部

文建會

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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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壹-2 國土計畫研擬機制建議圖

國土計畫研擬機制建議

市鄉局 委外專案

規劃公司

專業機構

地方政府座談會

各部會政策方案
文件蒐集分析整理

專家訪談座談會

內政部 營建署

各縣市城鄉局長論壇

各專業諮詢小組

各縣市首長會議

草案研擬

草案公開研討 草案部會協調

指定政務委員

各部會司署處長層
級工作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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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壹-1 國土規劃諮詢委員建議名單-生態與防災 

議題 單位 姓名 

中原大學建築系 黃承令 

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郭城孟 

文化大學景觀系 郭瓊瑩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王鑫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黃金山 

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 黃書禮 

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龐元勳 

台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邱文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 劉益昌 

中原大學建築系 喻肇青 

環境生態地景 

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曾旭正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陳亮全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黃金山 

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 黃書禮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林峰田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柳中明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許晃雄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洪鴻智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詹士樑 

國土保安防災 

前臺灣大學地理系教授 張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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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壹-2 國土規劃諮詢委員建議名單-產業與景觀 

議題 單位 姓名 

前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 郭年雄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何美玥 

前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王鴻楷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黃德瑞 

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 孔憲法 

台灣經濟研究院 黃崇哲 

中華電信公司 賀陳旦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周素卿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徐進鈺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陳東升 

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 周志龍 

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 姜渝生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陳春益 

都市產業交通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林旺根 

第三工作室 陳板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劉維公 

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曾旭正 

中原大學景觀系 喻肇青 

文化大學景觀系 郭瓊瑩 

東海大學景觀系 侯錦雄 

景觀人文資源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劉可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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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灣國土發展相關課題及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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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趨勢 

1.1 永續發展與生態保育 

1987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提出「永續發展」的

觀念後，1992 年聯合國在里約熱內盧的地球高峰會通過《21 世紀議程》，成

為世界各國、政府、社區及企業實踐「永續發展」的指導方針。1997 年有關溫

室氣體減量的「京都議定書」於日本締約至其於 2005 年正式生效，全球暖化

及氣候變遷議題已經成為未來百年人類社會如何繼續「永續發展」的嚴苛挑戰。 

1.1.1 聯合國永續發展重要政策文件 

(1) 我們共同的未來 

1987 年挪威首相布朗特蘭(Brundtland)所籌組的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於聯合國

大會中提出《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認為有限的地球資源，要養活越來越多

的人口，人類所面臨的挑戰是空前的。委員會針對接踵而來的問題就人口、食

物、物種生態、能源、科技及都市結構等提出因應之道。 

 人口與人力資源 

人口問題的第一要務是抑制人口的高度成長，目標是在 21 世紀將人口控制在

60 億。因此，各國政府應加強社會、文化及經濟的誘因，制定長程的家庭計畫

政策，提供必要的教育、避孕及各種服務，讓人們有能力決定家庭的人口數。 

 食物的供應 

糧食生產的速度超過人口的成長速度，但是全球飢餓的人口數卻越來越多，原

因是糧食政策的失衡。已開發國家對農業訂有保護、補貼的措施，以保持國際

競爭的優勢。開發中國家則除了少數地區能因生產技術的改良與政府的支持，

農業生產有突破外，大多數地區的農民皆無法得到有效的支援，以致生產力

差。讓糧食生產於需要糧食的地方是最好的農業政策。 

 物種與生態 

生物多樣化是生態健康重要的一環。野生物種的基因在改良作物品種、製造新

藥與工業原料方面，已為人類創造無限的商機與福祉；基於道德、倫理、文化、

美觀與科學的理由，人類都應保護野生的物種。各國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應

避免破壞熱帶森林及物種棲息地；將不同的地區，劃分為各種保護區，加以不

同程度的保護；大幅提高預算投入於保護措施。 

 能源 

安全、乾淨的可再生能源是永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積極尋求、發展乾淨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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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的過程中，先提高用能效率是永續發展最直接、有效的策略。大部分

的可再生能源目前仍有發展的瓶頸，但在科技日益精進的發展下，只要政府或

大企業能編列研究經費，必能獲得快速的進展。開發中國家亦需要國際社會的

幫忙，朝能源效率的方向邁進。 

 技術發展 

根據已開發國家的經驗，低污染的科技往往較節省社會成本，因為它減少健

康、財產與環境的危害；同時，也因它的資源效率高，而使企業獲利率提高。

如何幫助開發中國家發展合宜的科技，需要透過國際的合作。 

 都市化的挑戰 

21 世紀將是一個高度都市化的世界。發展超大型的都市，潛藏的危機往往不易

克服，所以發展小規模的城、鎮，應該是較適合的選擇。好的城市管理需要多

方面的配合，如稅收、交通與醫療服務等；將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讓地方事

務由當地居民同意、解決；妥善照顧城市的窮人，提供他們居所及基本的居家

服務。 

(2) 21 世紀議程 

1992 年聯合國提出其《21 世紀議程》之後要求各國政府跟進制定，提出各國

永續發展的願景及實踐方針。2002 年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的《地球高峰會》

延續里約會議的理念，達成的重要成就，就是落實對於地球保護的承諾，大會

總共通過了 152 項行動計畫，並訂定達成的期程，其重要的計畫內容分五個領

域，簡介如下： 

 水資源與公共衛生 

2015 年之前，使無公共衛生設備的人口減少一半、使無安全衛生飲用水的人口

減少一半。 

 能源 

提高能源效率，適當時機取消能源補貼；提高現代能源科技商業化的機會；提

高再生能源使用率；2022 年之前，使得非洲 35%的人口能夠取得能源。 

 增進健康福祉與污染控制 

2010 年之前，改善開發中國家對臭氧層破壞物質的使用；2020 年之前，訂定

化學品產製與使用不得危及健康與環境規範；提高區域性空氣污染的防制；發

展及改善因應自然災害的研究活動。 

 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管理 

2010 年之前，降低生物多樣性的損失；2012 年之前，建立海洋保護區的聯盟；

2015 年之前，恢復漁獲量至最大永續產能的水準；加強森林保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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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農業 

全球環境機構籌募 30 億美元以資助永續環境計畫；建立「反對去森林化公約」；

有效逆轉目前自然資源耗竭的趨勢；發展非洲的食品安全策略。 

1.1.2 氣候變遷科學研究與調適策略 

1990 年代永續發展持續關切二氧化碳及臭氧等溫室氣體造成的暖化議題，聯合

國相關的研究機構 IPCC至2006年發表報告指出全球暖化可能主要是人類活動

所造成，其總結氣候變遷之科學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1) 全球暖化 

百年來全球平均氣溫上升 0.74°C，而近 50 年，平均溫度增加速度約為平均值

的二倍，過去 100 年北極的平均溫度上升顯著，幅度為全球平均的二倍。都市

的熱島效應可能對增溫有貢獻。預測未來陸地在北半球高緯度增溫最多，南太

平洋和部份北大西洋增溫最少。 

(2) 海平面上昇 

海溫上升導致海水體積膨脹與海水位升高；南北半球山地冰川和積雪覆蓋面積

有下降趨勢，冰川、積雪融解也造成海平面升高。預期未來積雪覆蓋減少，永

凍層融解層加深。南、北極冰蓋縮小，北極海在 21 世紀末的夏末可能完全無

冰。 

(3) 極端天氣 

許多大陸區域或大洋盆尺度的氣候變遷已被觀測到，各地區極端天氣包括乾旱

或豪雨的頻率增加、熱浪和熱帶氣旋增強等。過去 50 年，各地熱浪發生的頻

次增加，低溫和霜日的頻次減少。預測未來熱浪、豪大雨發生頻率極可能增加。 

 

有關氣候變化所導致的後果，IPCC 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六個領域來分析： 

(1) 水資源及其管理 

熱帶地區的水量可能會增加 10 至 40％而造成淹水災難，其他地區的水量反而

會減少 10 至 30%而帶來乾旱等問題。幾乎所有區域在水資源管理方面會逐漸

遭到困難。 

(2) 生態環境 

全球暖化所帶來的大部分現象對生態環境有負面的作用。鑒於氣候變遷的嚴重

性及其迅速發展，很有可能會超出生態環境的恢復能力範圍，因此大約二至三

成的植物以及動物種類將面臨絕種，此現象一旦發生便會造成生態的更多負面

變化，也使得適應能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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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糧食、纖維以及森林 

由於暖化的關係，許多地方的農產品產量會下降而造成營養不良、飢荒等問

題；雖然溫帶地區可能會發生糧食、纖維物以及樹木生產量的上升，不過暖化

一旦超過三度，此趨勢也會逆轉。 

(4) 海岸以及臨海區域 

海岸地區將因為海平面的上升、土地侵蝕以及人為因素而會面臨嚴重危險，另

外珊瑚的白化事件會增加，可能導致珊瑚族群的大量消失。對人類來講，淹水

可能會成為普遍現象而造成嚴重的後果，颱風等地區性的氣候極端現象也會使

得該情況惡化。 

(5) 經濟、居住和社會 

全球暖化在經濟方面所導致的損失會超越其所帶來的利益，隨著變化的嚴重

性，損失也就跟著上升。尤其是貧窮地區的社會將會遭遇暖化的衝擊，一方面

最大的變化很有可能在第三世界地區發生，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社會將因資源和

科學專業經驗的不足而缺乏適應能力。 

(6) 健康 

全球氣候變化將很有可能造成許多人口健康危害，尤其是未發展國家會因為缺

乏適應能力而無法解決惡化的健康問題。在溫帶地區暖化也許會使得低溫所造

成的死亡率下降，但是由於高溫以及近地面臭氧污染量的增加，夏天時死亡率

卻會上升。 

各國政府對於如何因應氣候變遷的影響，進而提出適當的調適(adaptation)政策

相當重視。2006 年 11 月 UNFCCC 第 12 次締約國大會為了氣候變遷調適，啟

動為期五年的「奈洛比綱要計畫 Nairobi Framework」，希望各國採取共同的行動

以緩和變遷帶來的直接衝擊。 

1.1.3 保存與復育自然生態網絡 
全世界生物種類估計在一千萬種以上，目前已知且命名者僅有 160 多萬種，估

計目前生物滅絕速度約為每年一千種，若將棲息地破壞因素一併考量，估計至

2050 年三分之一物種將滅絕或瀕危，其中包括對人類生存有重大意義的物種，

例如：1949 到 1970 年中國大陸一萬種麥類，其中 90％已經消失。健康的生態

系與物種多樣性對人類的生存、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無法想像的重要性，對此

重要性之體認，劃設保護區形成網絡環境以保育物種生態，為世界各國採行之

重要政策。 

有感於生態環境因人為開發造成破碎，自然紋理地景風貌因而消失，荷蘭在國

家空間策略將重要的國家級及國際級地景保存並創造其空間價值，視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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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標，其發展策略是「投資自然品質」，由各級政府攜手合作建構國家生

態網絡，其中國家最重要的投資就是建立 18 個國家公園，以維持重要的生態

聯結、保護自然保留地以及保護生物多樣性。 

荷蘭中央政府主管三個主要自然保護區：1.歐盟劃設之鳥類及生物棲息地管理

保護區；2.自然保護法令特區；3.國家生態網絡系統區。其政策的宗旨是保護

重要資源與生態多樣性、維護並開發有高生態價值地區，積極創造新的生態區

域，彌補自然保護區之不足，其補救辦法是針對一些具有生態潛力的地區，以

人工方法提升其生態價值作為「自然復育區」。在此區內，對生態有不良影響

的建設，如住宅、道路、工業區等以及農地的過度耕作，均受到某種程度的規

範。 

荷蘭在歐洲國家中是土地使用與交通建設密度最高的國家，也因此造成很多生

物因棲地破壞而滅絕。1990 年荷蘭政府正式啟動了國家生態網絡（NEN）的

政策，以補救動物棲地環境被切割的問題，該政策有四項重要實施原則：1.擴
大棲地面積；2.增加棲地數量；3.減少生物移動障礙；4.改善生物棲息環境品質。

NEN 計畫的特點為：土地一方面可維持其農林生產、水陸交通、休閒、國防

之機能，一方面可發揮其作為生態綠網的功能。 

NEN 計畫以 1990 年為基準年，以 2020 年為達成目標年。NEN 計畫由「主要

自然保護區」、「自然復育區」、「生態廊道」三種組成。該計畫將全國依地形、

土壤、水環境分成九個分區。再選出各分區的代表性生態系作為「主要自然保

護區」。為了維持動植物的族群，「主要自然保護區」的最小面積須在 500 公頃

以上。「自然復育區」內限制土地開發，除非開發之主要建設以符合大眾利益

為主，土地之開發如能克服負面之環境影響，政府將會提供實體及財務上的補

助。「生態走廊」內的土地開發行為須受到控制，以保護哺乳類、爬蟲類、兩

棲類動物的棲息環境，並補救動物棲息環境被切割的問題。 

1.1.4 推動整合性流域規劃與管理 

人口成長及都市化是造成用水量激增及環境破壞的最主要原因，未來水資源危

機將是最主要的環境問題，水資源維護治本性的作法是以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

來維護河川水質，如果土地使用管理能納入土地、水與土地使用間之關係，則

可根本解決水與土地的環境問題。荷蘭即是一個在國土規劃中將水土管理作妥

善整合的國家。 

荷蘭中央政府提出國家水資源管理協議（National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on 
Water），旨在提供一個河川流域的願景。在此協議裡面涵蓋都會區水資源管理

計畫、區域計畫及地方土地使用計畫，並深入探討河川流域的管理。為因應洪

氾溢淹，中央政府也提出淹水區防災系統的規劃，在防災系統的規劃裡，河床

的管理與監測為計畫中最優先考量之課題。 

荷蘭的河川空間政策強烈限制開發，旨在提升河川的負載量，在防洪的同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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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保留更多的空間。河川政策的主要規劃決策係針對河川流域特性量身訂做

整體規劃，提供安全、生態多樣性及良好地景空間。同時非常注重與上游各政

府之間的協調。在水管理、空間規劃與環境管理領域中，中央政府的全國性政

策文件與省政府層級的政策文件，其共同目標都在於相關各方利益的整合考量

以達成自然環境的最佳管理。 

1.2 產業經濟與國際競爭力 

1960 年代中期以後國際經濟因全球化發生巨大變化，即商品、服務、資本和技

術在世界性生產、消費和投資領域中的擴散，能聚集跨國公司管理功能的地區

即是有競爭力的區域。1980 年代之後，由通訊技術創新所帶動的全球化，產生

了跨國聯盟的超國家區域以及次國家區域，使區域的界定與發展有了更結構性

的轉變。東亞新興工業地域的崛起，使區域逐漸成為全球化經濟競爭的空間單

元，也轉變了區域經濟和區域規劃的發展方向與切入角度。 

1.2.1 國際區域經濟聯盟逐步形成 

當前人類社會面對的全球化趨勢是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空間跨國連

結的發展，資訊科技等技術創新、各國的自由化政策、國際浮動匯率機制的發

展、產業體系的彈性化發展都推助了全球化的進程。從全球經濟的角度來看，

全球空間因全球化深化其功能分化，各空間互相交換有無的經濟行為亦越加發

達。 

由於多邊主義、已開發與未開發國家對自由貿易的強大歧見，在 WTO 架構下

推展的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進程緩慢，雙邊貿易協定、跨區貿易協定等成為次佳

選擇，造成區域主義的興起，產生的空間現象即是區域經濟合作聯盟的形成。

近年來，自由貿易區在全球大量湧現，迄今向世界貿易組織通報、仍然生效的

自由貿易區有 197 個，其中約八成是近 10 年締結的。據估計，全球貿易中有

50％以上是在各區域內部，以比世貿組織更優惠的條件進行的，其中歐盟內部

貿易高達 67．6％，北美自由貿易區為 55．7％。 

歐洲聯盟已經整合成為一個經濟共同體並逐漸邁向政治整合，歐盟已統一了貨

幣，是目前唯一可以在經濟領域與美國相抗衡的力量；北美自由貿易區則在尋

求往拉丁美洲擴大；東亞亦以東協為主體，逐步擴大其自由貿易區的範圍，中

國大陸與東盟已確定在 2010 年建立自由貿易區，日本與東盟自由貿易區也將

在 2012 年建成，在此基礎上，以東協加 3（中日韓）組成的東亞自由貿易區，

可望於 2015 年左右建成，並逐步走向建立「東亞經濟共同體」的目標。 

1.2.2 世界城市網絡功能分工 

因全球化深化的空間功能分工，大城市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因而顯得更為

重要，因應企業全球佈局的趨勢，進一步推動了管理、金融和服務業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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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能較健全的「城市」逐漸成為主要的國際商務中心，少數控制機能強大

的城市更成為主宰世界經濟的核心。 

資訊社會突顯了「城市」這種「知識密集」的空間在全球經濟體系內的重要性：

處於資訊節點的城市可能成為協調和控制全球經濟活動的樞紐，遠離資訊的城

市可能趨於衰敗，而透過「網絡」分享知識和技術的模式逐漸形成了多層次多

核心的世界城市網絡體系。 

世界城市的形成使全球城市體系出現了新的階層結構，即世界級城市、跨國級

城市、國家級城市、區域級城市和地方級城市，而個別城市在全球城市網絡中

的重要性則以該城市與其他城市聯繫的廣泛度與密集度而有所差異。 

1.2.3 國際運輸軸心化發展 

越洋載具大型化的發展趨勢，影響所及，包括機場跑道、停機坪及港口相關設

備的「接待」能力，考驗著具有海空港埠區域的國際競爭力。未來大型航機及

貨櫃輪船在經濟規模的考量下所選擇停留的港埠必屬各大區域之空運/海運中

心，此即海空港之軸心化（Hub），故各國莫不卯足全力積極投資建設國際海空

門戶之軟硬體相關設備，以期爭取自身的國際港埠能納入航商航點規劃之列。

隨著中國大陸「世界工廠」之形成，遠洋航線僅繞行於鄰近港口即可集貨滿載，

加上中國大陸亦因應而積極投資建設與營運貨櫃港埠，改變了亞太地區主要港

口的發展結構，鄰近港口間建立起既競爭又合作的港群關係。預期航商在貨櫃

航線之規劃與經營上將配合港群式發展特性而因應調整，亞太地區主要港口將

逐漸由據點式轉變為港群式發展。 

1.2.4 全球低碳經濟之形成 

繼工業革命、資訊革命後，被視為第五波改變世界經濟的「低碳經濟」正在興

起。低碳科技之創新發展，應用於能源、運輸、營建、生活、商貿等各面向之

低石油消耗，將成為未來生活主流模式。日本政府結合企業界，預計要在未來

50 年減少八成的碳排放，將結合環保省能科技和循環型社會的法律社會制度，

做為日本產業界再度襲捲世界的祕密武器。 

瑞典斯德哥爾摩市宣布，2050 年將達到二氧化碳零排放目標。該市已進行多項

大眾運輸改善、新設停車場及加徵塞車時段通勤費等措施，成功降低 10%至

15%的交通量。推動大眾運輸工具使用替代性能源，約有 50%到 60%車輛使用

如生質燃料及乙醇燃料等替代能源。 

碳成為新型態的交易商品。英國政府 2002 年正式啟動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機制。

英國的排放交易運作方式屬於配額交易市場模式，是將所有志願參加的企業作

為一個整體，擬定一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總目標，然後規定每個企業的排放

配額。當企業採取有效措施，把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到限定的最高排放量以

下，則可將未用完的排放配額出售給參與此機制的其他企業，也可以儲存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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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額作為未來的備用。 

2005 年 1 月，歐盟排放交易計畫（ETS）啟動，形成歐盟所有成員國碳排放交

易的共同市場。歐盟的排放交易計畫實施的期間為 2005 年至 2012 年，涵蓋歐

洲約六千家工廠，這些工廠目前每年加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 5 億公噸，每

一間工廠將被該國政府分配到可交易的排放配額，在每一個承諾年終止前，每

一間工廠將必須持有等於或大於其排放量的配額，或面對金錢上的處罰，同時

在整年之中各工廠的排放量如少於其排放目標時，將能夠出售其配額，以供排

放量多於該公司排放目標之公司購買。 

芝加哥排放交易市場(CCX®)為全球首度由企業發起，橫跨北美的企業及都市

自願性參與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組織。CCX 成立於 2003 年，由十多家美國大

公司達成協定，同意作為創始成員，透過買賣溫室氣體排放指標來達到減少排

放量的目的。 

1.2.5 發展區域創新系統 

歐盟國家中，芬蘭是國際競爭力與環境永續指標同時排名第一的國家。在國家

競爭力評比項目中，技術精純、企業吸收技術的能力、產學研究合作、學校上

網程度，芬蘭都是世界第一。在里斯本評比中，資訊社會、創新研發、自由化

及永續發展，芬蘭也是歐盟第一。芬蘭的技術發展政策是國家產業經濟政策的

核心，芬蘭採用發展區域創新系統的策略來推動技術創新發展。包括下列方案： 

(1)  專業中心方案（Centre of Expertise Programme）：1994 年開始執行，作法

是結合區域專業與大學設置科學園區，強化地區產業技術發展，目前該方

案仍在執行中。 
(2)  區域中心方案（Regional Centre Programme）：2000 年由中央政府推動，目

標是達成多中心的都市結構，強化都市區域的競爭力。這個方案包括了 34
個都市區域，作法是鼓勵都市區域中的技術創新單位一起合作。 

(3)  設計赫爾辛基大都會區的創新策略成為國家創新政策的一環。評估都市區

域競爭力包括三個面向：1.都市區域的創新能力，包括主要參與者之間的

互動；2.都市福祉和社會融合是一廣泛的前提，包括生活品質、吸引力和

安全；3.網絡管理和都市發展政策的治理，注重夥伴關係和運作良好的網

絡。 

1.3 國土美學與地域特色 

鮮明的文化與民俗風情豐富一個地域的特色，而文化亦常隨當地的地景特色而

演繹，區域性重要的文化與自然遺產的保存與保全，是永續地方發展上不可或

缺的一環。藉由釐清區域歷史發展的脈絡紋理，進行人文生活地景特色保存，

展現地方性的文化內涵，是目前許多先進國家在區域發展政策上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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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保護生活地景展現地方文化自明性 

目前廣受世人稱許的荷蘭地景特色多數是人為創造出來的。為了保存重要的國

家級及國際級地景並創造其空間價值，荷蘭採取「開發有品質的特色地景」做

為發展策略。維持人文地景品質是荷蘭地方政府的責任，中央政府的責任則是

6 個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核定的世界遺址區域或建築物及國家級地景；此外，

鄉村地區的地景品質保存與發展機會並重、永續且有生機的農業發展及其地景

保存，也是政府在地景保存上的重要策略。 

德國的規劃思潮近年多所轉變，認為空間規劃應該更加注意文化地景的保護，

甚至更積極主動地進行文化地景的形塑，因為文化地景是人類及與其共生之動

植物共同發展出來的生態體系。文化地景的保存可以節約土地資源，使未來的

土地使用型態能夠因應新的社會多樣性的需求，例如包括生產生質能源所需的

植物及風力發電。 

德國在其最新版的國家空間發展展望上將「保育資源，形塑文化地景」列為其

國土空間發展三大展望之一。這個概念包括三個面向：1.國家土地資源有限，

必須衡量各種需求的優先順序，並平衡其權重；2.保護開放空間及自然資源，

目的是維護生態系統的功能及確保自然資源的永續使用；3.形塑文化地景，包

括鄉村地區及都市地區人文歷史地景。 

1.3.2 活化鄉村提昇生活品質 

最近數十年，經濟發展先進國家都市和鄉村生活型態的差異越來越不明顯，原

因之一是都市居民移居鄉村。鄉村區有多元的經濟結構與發展潛力、基礎建設

的水準不一、農業與觀光的適宜性亦不相同。鄰近都市的鄉村區因為郊區化、

城市住民與企業外移、近便都市提供的各種服務，而與城市有類似的經濟結

構。遠離經濟中心的鄉村區則因低度投資、低人口密度和勞動力外移而面臨發

展困難，這些地區通常也無法快速獲得公共服務。 

接近城市的鄉村區持續成長。改變經濟結構、土地使用和開發聚落的壓力持續

增加，發展的壓力導致農地與開放空間減損。道路建設改善大量鄉村區的可及

性，成為密集發展都市擴張的備用地，擁有魅力地景的鄉村區成為住宅及退休

屋的恰當區位。 

農業從邊際農地上退縮，集中到生產條件優良的地區。隨著農業專精化、農產

加工、特殊作物、集約農業都繼續增加，導致更多農業工作流失，產生交通和

環境問題。某些區域產生大規模休耕，回復成自然區域、或引進有機農業、或

創造觀光業發展。 

休閒遊憩產業的成長也創造了經濟發展的機會，甚至非常偏遠的落後地區如果

有特殊迷人的景觀，也會有發展的機會，例如：海岸地區、淺山與高山地區、

河川湖泊景觀地區。觀光業對這些地區很重要，衍生創造的渡假屋、第二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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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的穩定極有助益。這些情況當然也產生一些問題：地景改變、住宅用

地價格昂貴，當地居民無法負擔。 

1.3.3 發展地域風土文化特色產業 

地域特色資源涵蓋的不僅是自然的地景風貌、自然的物質資源，也包括人類生

活的有形無形文化，亦即地方特有的風土民情、節慶、傳統建築與傳統工藝等。

地域特色資源的保存與再發展，一方面被視為地方對文化全球化的對抗，另一

方面它也是創造差異地點的重要策略，因為突顯地域風土文化特色的觀光旅遊

已經是高度國際化的重要產業，也是目前所謂「體驗經濟」中的一個重要部門。 

「體驗經濟」強調生產者、販賣者和消費者間的互動關係，體驗所帶來的經濟

效益遠高於傳統的商品交易或服務，體驗經濟藉由消費與生產模式的交互影

響，改變了傳統的市場規則，對於地方產業發展影響尤其深遠。從觀光消費的

角度切入思考，消費者對於觀光旅遊產品的偏好改變，亦成為驅動地域特色保

存的動力，引入市場機制的地域特色保存因此創發出許多新商品，地域特色保

存的同時也是地方文化創新再發展的契機。 

1.3.4 發展緊湊城市節用土地資源 

緊湊城市（compact city）指的是居住、休憩、零售等等相關都市機能密集且有

效率的產生在城市當中。過去集中土地使用分區單一的功能，隨著小汽車的發

展造成了都市化與郊區化，形成的都市擴張負面問題，近年來遭到許多反省思

考。歐洲許多城市發展重新定訂其目標為緊湊化，讓住民在生活當中接觸到設

施所花費的時間能縮短。在區域架構中，則是讓城市之間的時間距離能夠縮短。 

柏林採用區域公園的策略來達成緊湊化目標。兩德統一後的柏林整體規劃，希

望保留輕軌運輸的網絡，減少城市間旅運時間及交通量，並維持既有城市結

構，節用土地，提供更多的開放空間。區域公園政策將柏林住宅開發區分為三

類，第一類及第二類為規劃聚落發展集中處，第三類則是鄉村地區，規劃的目

標是減少聚落發展落於第三類區域。區域公園政策成功地引導聚落於第一及第

二類區域發展，維持了柏林郊區重要的開放空間。 

1.4 有效治理與實施機制 
1960 年代以來，區域政策在許多國家都是重要的政策領域，歐盟更是此政策領

域翹楚，其觀念與作法廣受模仿與學習。1980 年代，其機構與制度改革的重要

策略是「區域政策區域化」，以地方自治管理替代中央集權，支持制度創新和

集中力量發展「制度性的基礎建設」。1990 年代，工業區位競爭政策被視為區

域競爭力的核心，區域政策被視為地方政府合作的基礎，目標是提高地區經濟

實力、形成持續而獨特的地方競爭力、促進地區新企業的建立、提供新的就業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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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強調協調的多層網絡治理 

歐洲聯盟目前有 27 個會員國，在貿易、農業及金融方面趨近於統一的邦聯國

家，然而，區域不均發展的空間現象一直是歐盟強調內聚團結的重大挑戰，因

此，區域政策之一直是歐盟第二大政策領域，為了落實執行其區域政策，歐盟

構建了多層次網絡狀的區域政策協調體系（multi-layer governance）。 

歐盟第一層的協調機制發生在歐盟委員會、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三個重要

機構都為區域的發展協調設置了專責機構和顧問機構。歐盟委員會內設區域政

策事務部，專門負責區域政策與歐盟會員國間聚合方面的事務。歐盟理事會內

設有區域政策委員會。歐洲議會共有 20 個常設委員會，其中區域政策委員會、

交通與旅遊委員會、環境和公共衛生與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等三個委員會與區域

政策密切相關。 

會員國政府是第二個層次。各會員國一般都有自己的區域政策，同時接受歐盟

共同區域政策的協調和整合。歐盟會員國多是內閣制國家因此國會是最高決策

單位，國會負責決定所有有關區域政策的法律，即批准或否決補助措施、獎勵

程度、區域劃分，也包括批准成立或取消特定區域管理機構等事項。 

第三個層次在各會員國的地方或區域政府。其主要作法包括：在地方層次相應

設立區域政策機構﹔多數會員國地方政府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都設有某種形

式的辦事處和代表，直接和歐盟機構遊說與爭取預算補助﹔另外，比利時和德

國則特別規定，如果部長理事會討論的問題屬於其地方政府管轄範疇，則由地

方政府相關官員出席會議。 

從歐洲共同體到歐洲聯盟，其區域政策經歷了發軔、改革、配套、完善的漸進

過程，某些國家如愛爾蘭確實見到其效益，許多地區則仍需持續依賴歐盟資源

之投注，無法有其自立之成長。然而歐盟的區域政策及其協調機制仍有其許多

優點值得借鏡學習： 

(1) 建立明確的區域政策 

區域政策是政府干預經濟發展與協調區域經濟關係的主要工具，要實現其目

標，必須非常明確區域政策的適用對象和領域。歐洲共同體區域委員會明確界

定「問題區域」，由於概念明晰，避免決策的盲目和隨意，使得資源的使用具

有效益。 

(2) 充分的預算支持 

歐盟為執行其區域政策建立了結構基金、聚合基金、團結基金等區域政策基

金。原則上歐盟年度預算的三分之ㄧ即是用在區域政策上。僅統計 1975 到 1984
年間，歐洲區域政策基金累計支出 117 億歐洲貨幣單位，補助各區域提出的 2
萬 5 千個發展計畫。 

(3) 完善的制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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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其區域政策的制定、實施、監督、評估等各個環節上，都充分吸收各會

員國的經驗，區域政策一開始就建立在嚴格的制度基礎上。各會員國都願意遵

守遊戲規則，使得其區域政策具有規範性與可行性，政策工具具有其法制基礎。 

1.4.2 注重共識形成的區域合作 

1928 年漢堡市即開始與其鄰近縣市共同探討區域發展規劃，主要針對發展減緩

課題討論相關解決策略；1950 年代，主要探討區域散亂發展課題，同時進一步

討論到發展經費要如何在區域內部及其附近地區公平分配，使其平衡發展；

1980 年代主要探討區域交通運輸問題；2000 年主要探討區域擴張問題，直到

2005 年，探討課題則觸及區域國際競爭力問題。 

漢堡都會區域合作係透過區域間所有政府自願性的合作機制來推動。合作重點

包括產業、住宅、國際行銷等面向。透過非正式討論，凝聚區域發展目標之共

識，在符合區域空間規劃目標前提下，繼而研擬區域空間發展策略。執行中的

方案係接受區域中各縣市政府及其他團體組織提案，透過遴選方式，符合區域

發展目標及整合多元參與者的提案才會獲選。合作執行之方案經費來自參與此

合作機制之三個邦政府，漢堡邦因財政狀況較佳，出資比例較高；某些方案亦

申請獲得歐盟區域政策結構基金之補助。 

漢堡都會區域合作治理機制包括區域委員會、區域會議、常設委員會、秘書處、

工作小組，相關參與人員及工作程序，都以區域裡所有地方政府共同意願下所

形成。漢堡都會區域合作係透過區域間所有政府自願性的合作機制來推動，所

需的經費也都由地方自行籌措，綜觀漢堡都會區域合作之案例，有以下數點值

得借鏡： 

(1) 長期醞釀合作基礎堅實 

從共同商討區域發展議題到合作機制建立，歷經長時間的發展，建立出普遍的

共識和比較堅實而可以長期運作的協商合作機制。 

(2) 建立專職幕僚及自有財源 

為了合作事務的執行，經過長時間的運作後，由各邦出資建立專職幕僚。針對

區域合作所需的財源，則由合作各邦政府出資或共同合作爭取歐盟結構基金補

助。 

(3) 建立平等的輪值合作關係 

漢堡市是漢堡都會區域的核心都會，在合作事務中出錢出力最多，但在合作機

制設計上，漢堡願意以輪值的方式，與區域中其他層級政府建立較平等的關

係，促進合作的合諧度，並提昇參與其中各地方政府的能力。 

(4) 在合作機制中納入民間參與的空間 

漢堡都會區域合作的機制包括開放民間團體提案、區域會議和工作小組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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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都給與民間參與的機會，引入民間力量協助區域合作發展。 

(5) 整合且務實的策略方案 

執行方案需經審核且經費需由區域自籌，因此方案大都具有相當高的整合性，

且執行都相當務實。 

1.4.3 擴大行政區域精簡行政層級 

為了促進地方分權、因應高齡少子人口減少、因應國家及地方財政日趨惡化，

擴大行政規模以使公共服務之提供具有效率，日本「地方分權推進委員會」在

2000 年提出推進市町村合併的意見。日本在近代一百多年間先後進行了三次大

規模的市町村合併，從 1889 年至 2005 年，基本自治體從 71,314 個合併減少成

1820 個。 

1973 年石油危機爆發，日本經濟發展進入低成長階段，日本政府與民間逐漸出

現「小政府」的思想，影響所及，遂有地方分權與「廣域行政」相結合的討論，

亦即所謂的「市町村合併」以及「大都市制度」的設計，主要目的是透過行政

與財政手段，強化地方自治體的行政與財政能力，適應大都市特殊的行政管理

需求。 

日本行政區劃調整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是減少行政層級，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

自治權限，提高行政效率；第二種是透過市町村合併，提供少子與高齡社會所

需之福利服務，減緩政府整體的財政負擔。因此，平成大合併有三個目的：1.
強化地方分權，增加地方財政儲備；2.調整行政區劃，讓生活圈區域化；3.建
構大都市制度。日本以明確的政策、健全的法制與計畫做為行政改革與行政區

劃調整的基礎，並輔以財政補貼為誘因，推動市町村主動合併，值得參考借鏡。 

1.4.4 創新實施機制落實有效治理 

德國最大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自 1980 年代以來，遵循歐盟及德國的區域

政策，實施了數種創新治理機制設計，成功推動地方經濟轉型，受到世界各國

廣泛的推崇與學習。 

(1) 恩舍國際建築展組織（IBA） 

魯爾區是以煤炭鋼鐵等產業為基礎的重要工業區，隨著資源枯竭與環境惡化，

從 1960 年代即積極尋求結構轉型。在其轉型的過程中，歐盟的區域政策及德

國地方政府創新治理機制設計，推動了魯爾區成功的更新再造。魯爾區建立國

際建築展組織及執行競爭性的區域政策，是兩個關鍵的創新。 

國際建築展組織其實是一個長期程的區域政策專案，實施於 1988 到 1999 年，

共處理 120 件規劃案。它的目標是治理恩舍河與其周圍的生態環境。國際建築

展組織使用了新的組織方式與融資原則，它主要的功能是：形塑未來發展願景

與討論的平台、願景相關促進措施執行之協調、以及執行品質的檢核。 

得到歐盟支援項目的城市，可以申請加入國際建築展組織，由該組織成立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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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顧問委員會給與技術諮詢之支援。該組織管理階層的任務只重結果，不重過

程，因此，該組織本身的運作是以專家為主，很少參與分權，只對專案做成果

評估。國際建築展組織完成了生態環境保護的任務，明顯地提升了魯爾區的形

象，但對該區域經濟發展與就業提供產生之效果有限。 

(2) 多特蒙德推廣微型技術聯合會 

多特蒙德推廣微型技術聯合會是由私人企業聯合建立的。這些私人企業的領導

人認識到微型技術的發展潛力，同時也認知到這種可以整合不同領域的技術應

用，對傳統的知識與資訊傳播是一種挑戰，同時，這種新技術需要信貸機構和

風險資本的支援。推廣微型技術聯合會因為具有重大的經濟效果，很快就得到

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政府五成資金的支援。 

雖然有政府資金的支持，但推廣微型技術聯合會保持著純私營的性質。參與該

聯合會的企業，其營運範圍遍及全世界，因此它同時與其他國家的相關組織建

立聯繫。經由此組織的努力，多特蒙德地區的新工業迅速發展，同時吸引了許

多外國企業到這個工業區來創業。此外，推廣微型技術聯合會開發了新型職業

教育，為此，該會把多特蒙德市的發展規劃納入到該組織本身的發展規劃中，

目標是把多特蒙德建成一個資訊與微型技術的中心。 

從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的兩個創新治理案例：魯爾工業區的國際建築展

組織與多特蒙德市的推廣微型技術聯合會，關於區域政策與有效治理有以下幾

點值得借鏡： 

(1) 量身訂作的治理機制 

上述兩案例之區域政策目標都是要改變產業結構。為實現目標，其採用新舊結

構脫離策略，建立特殊的公私法人組織、遵循市場競爭規則且財務獨立核算的

專案，分階段實現區域政策。 

(2) 實施對外開放型的區域政策 

上述兩案例皆是對外開放型的區域政策。政策目標是創造當地就業，而非只讓

當地企業受益，因此要從國際市場上把外部動力引入本地區。 

(3) 區域政策是平衡各團體利益的平台 

由於區域政策的首要任務是產業結構轉型，因此，區域政策不是利益團體的工

具，而是平衡各利益團體之間的最大利益，創造出可以讓所有地方政府支援、

參與並積極推動產業結構轉型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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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既有政策之因應 

2.1 永續發展與生態保育 

2.1.1 台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 

台灣因地狹人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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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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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1
月，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 18 次委員會議核定了經建會提出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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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21 世紀議程」分析台灣環境特性後，提出「永續海島台灣」做為未來

發展願景，並以環境、經濟及社會三面向進行闡述。同時指出台灣永續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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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案後續國土發展願景及原則之論述，將主要擷取自「台灣 21 世紀議程」中有

關國土空間面向之內容。 

2.1.2 台灣國土改造新願景—國土計畫法（草案） 

鑑於台灣國土發展面臨規劃、開發以及管理等面向的種種問題，內政部目前已

完成「國土計畫法（草案）」，草案的重要原則說明如下： 
(1)  台灣國土範圍包括陸域及海域，維護海域主權。 
(2)  全國、都會區域及縣（市）國土計畫應加強景觀及防災規劃。 
(3)  城鄉發展地區應以永續發展、成長管理為原則。 
(4)  加強規劃特定區域，解決跨行政區域或一定地區範圍內特殊課題。 
(5)  國土保育地區以保育及保安為最高指導，環境敏感地應限制開發，國土保

育地區應整合水、土、林業務，土地應以維持公有為原則。 
(6)  農業發展地區確保重要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 
(7)  國土開發應循開發者付費原則，兼顧公平及效率。 
(8)  應協調都會區域重大基礎建設，提升國家競爭力。 
(9)  重要部門計畫於先期規劃階段，應與國土主管機關協調。 

2.1.3 國土復育條例（草案）與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 

台灣因地理與地質因素，地震及颱風發生頻繁，人為活動常受天然災害影響，

921 大地震後，原本敏感的地質更加脆弱，每遇颱風豪雨，屢屢發生大規模的

洪水及土石流，再加上地狹人稠，長期與天爭地，濫墾濫伐，造成國土資源劣

化，工程防治成本日增，長年居住山區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更受威脅。行政院

經建會擬定「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並經行政院核定，為現階段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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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育工作的基本方針。 

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的目的為：1.復育過度開發山地地區、河川區域、

海岸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的生態環境，促進環境資源永續發展；2.限制山地地

區、河川區域、海岸、地層下陷地區及離島的開發行為，降低自然災害的發生，

減緩災害所造成的危害，減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3.保護山區原住民部落之

安全，促進高山之永續發展。 

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的策略為： 

(1)  限制國土開發利用行為，以維護健康的自然生態環境。 
(2)  檢討既有運輸對環境敏感地區之破壞，採取「道路減量」方式，發展永續

運輸系統。 
(3)  有限政府責任，重賞嚴罰速行。 
(4)  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推動復育計畫。 
(5)  寬籌財源，設置「國土復育基金」 
(6)  從優補償、協助遷居及生活照顧，既有合法權利受損者應給予十足保障，

原住民則再給予加成補償。 
(7)  振興高山地區生態旅遊產業，研擬推動高山地區永續旅遊計畫，以溫泉、

文化及生態旅遊為發展主軸，以兼顧生計與生態保育 
(8)  政府帶頭推動「廢耕復育」及「天然造林」。 
(9)  推動「十年復育計畫」，10 年內完成 25,000 公頃超限利用及嚴重盜墾山地

地區的復育工作。 
(10)  推動「海岸溼地復育計畫」，10 年內完成 2,000 公頃之滯洪溼地或人工湖

之復育工作。 
(11)  加強疏浚河川，加寬流路，取代堤防加高，以開闢滯洪池、溼地或人工湖

方式，利用大自然的涵容力量進行復育。 
(12)  設立國土警備線，以建構完整、有效之管理網。 
(13)  調整組織功能，強化國土復育與保安。 
(14)  透過委託管理方式，鼓勵民間保育團體及原住民保育團體參與敏感地區管

理及環境保育工作。 
(15)  擬具「國土復育條例」草案，實施範圍包括山坡地、河川區域、海岸地區、

離島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執行如土地使用管制、徵收、補償、生活照顧、

財源籌措等工作。 

2.1.4 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 

台灣海岸地區之保護，始自 73 年行政院核定實施「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隨後相關部會依法公告劃設「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國

有林自然保護區」及「漁業資源保育區」，並成立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等積

極推動相關保護措施。惟依內政部營建署統計，95 年台灣及澎湖之自然海岸線

比例僅剩約 50.9%，台灣一半左右的海岸線，已被人工設施所取代，政府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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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工設施主要的施作者，換言之，政府過去推動的保護政策成效不彰。 

為確保台灣自然海岸線不再損失，避免不當海岸工程衝擊自然環境平衡，同時

為順應國際趨勢，確保海岸永續發展，並回復海岸自然風貌，內政部研提「永

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已經行政院於 2007 年 7 月 30 日核定，其短期策略目標

是：1.宣告自然海岸線零損失之海岸保育基本政策；2.調查劃定自然海岸區位，

比照「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納入各審查機制之「敏感區位查詢

表」中提供審議之參考；3.嚴格審議海岸重大計畫；4. 建立地方巡守查報機制，

以促成台灣海岸「協力管理」和「夥伴關係」之目標。 

為保存台灣重要海洋環境以及海洋資源，根據台灣海岸現況，以及各類型海岸

保育準則，「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提出下列永續海岸行動方針的指導原則

及其對應之理念與策略： 

(1)  保護重要海岸資源：積極調查研究、分類分級，並優先保存與保護重要海

岸資源。 
(2)  合理利用海岸資源：尊重生態環境承載量，整體規劃，以合理利用海岸各

項資源。 
(3)  復育劣化生態資源：評選劣化之重要海岸，並採取近自然方式，回復海岸

生機。 
(4)  整建改善海岸景觀：充分納入專家與民眾意見，逐步帶動海岸景觀改善風

潮與新思維。 
(5)  加強海岸災害防護：關切海岸安全，整合思考海岸防護之必要設施與措

施。 
(6)  合理發展海洋產業：建立合理經營環境，兼顧環境保護之需求，均衡發展

海洋產業。 
(7)  建構海岸資訊系統：統合相關資訊，建構完善與公開使用之資訊系統。 
(8)  完備海岸管理體制：順應國際潮流和國家發展需要，整合改進海洋與海岸

管理體制。 
(9)  加強海洋教育訓練：採取有效之鼓勵措施，普及海洋教育和專業訓練。 
(10)  強化公私夥伴關係：積極鼓勵民眾參與和加強國際合作，建構海岸管理之

夥伴機制。 

2.1.5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行政院為解決易淹水地區的水患問題，責成經濟部研提「水患治理特別條例（草

案）」及「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畫」，其中綱要計畫於 94 年 7 月 5 日

奉行政院核定。惟立法院 95 年 1 月 13 日三讀通過「水患治理特別條例」，該

條例對綱要計畫之執行方式、計畫範圍及計畫經費有重大修正，故經濟部提報

修正計畫，並依照「水患治理特別條例」第二條第四項第二款規定，一併修改

計畫名稱為「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修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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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修正計畫）」原則為：1.考慮生態：應符合生態

保育理念，降低對生態環境之衝擊；2.綜合治水：在安全標準下，結合流域上、

中、下游整體治理；3.配合景觀：融合當地景觀、環境及構造物，避免造成視

覺障礙；4.結合地方特色：結合當地文化背景及觀光特色，營造具地方特性之

環境。 

2.1.6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97-100 年） 

配合國家公園納入「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水與綠建設計畫」項

下之生態復育項目，配合國土復育策略方案規定及落實國家公園資源總量管制

經營管理理念，提出國家公園未來整體發展願景、目標，系統化思考提高國家

公園管理效能，建立中程管理策略，內政部營建署於 2008 年 3 月研提「97-100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該計畫以跨域資源整合的角度，提出具突破性、開創

性的「健全國家公園保育體系」、「環境教育深化及生態知識平台建構」、「夥伴

關係建立及世界接軌」及「國家公園組織效能提升」四大焦點主軸計畫。 

台灣自 1982 年起即陸續推動墾丁等 6 座國家公園之規劃建設，總面積達台灣

面積之 8.5％，第 7 座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也於 2007 年 10 月 4 日成立管理處，

逐漸邁向建立完整國家公園系統，有效保存國家整體珍貴資源。為健全國家公

園體系及建立生態廊道，針對目前台灣中央山脈保育軸帶生態廊道（馬告、能

高至丹大、玉山至北大武山）及離島（綠島、蘭嶼、北方三島及基隆嶼、澎湖

南方）海域等重點區域進行先期資源調查分析研究後，擬逐年推動納入新籌設

國家公園或現有國家公園擴大管理範圍內。未來長期目標為劃設台灣 20％陸域

面積為國家公園；為配合海洋生態保育，擴增劃設海洋國家公園保護區，逐步

達成長期海洋保護區占領海面積達 8%之比例。 

2.1.7 國土計畫法（草案）之劃設國土保育區 

國土計畫法（草案）中將國土分為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與城鄉發展地

區等三大功能分區。2005 年營建署市鄉局委託辦理之「國土規劃前置作業辦理

計畫」之子計畫 10 即針對全國國土保育地區建立劃設標準作業程序，並彙整

國內各單位建置之環境資源空間資料庫與災害潛勢模擬成果，且輔以地理資訊

系統與環境敏感地分析進行國土保育地區分級分區之模擬劃設。 

該計畫以國土保育及保安為最高指導原則，將水、土、林管理業務整合規劃，

模擬劃設出國土保育地區。其劃設步驟為以生態資源保育區、景觀資源保育

區、水資源保育區及災害潛勢區等四類國土保育分區分別劃設完成後，依據「從

嚴管制」及「整合管理」兩項整合原則，整合成一級、二級國土保育地區；在

四種國土保育分區整合後，再針對河川中上游及中海拔地區之畸零、不連續分

布情形，配合近年來河川集水區及河川流域之整體治理概念，研擬出空間整併

之準則，利用緩衝區之概念增劃為三級國土保育地區。該模擬劃設結果，國土

保育地區之劃設範圍比現行法定保護區之劃設範圍多出約 66 萬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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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配合子計畫 13 以新竹縣市地區作縣市國土計畫示範，該計畫同樣選取

新竹縣市地區作模擬，提出地方國土保育推動與落實之建議。經由新竹縣市之

國土保育地區與土地使用現況及都市計畫的分析結果，產生二項議題：1.部分

國土保育地區落在現行都市計畫地區內；2.河岸兩側之國土保育地區為主要聚

落分布地區。因此，地方推動國土保育工作，除了先將全國劃設之國土保育地

區範圍界定外，亦需在更高精度之圖資建立基礎下，納入地方特有資源後，再

與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劃設成果作協調，並且配合實際地形及地籍

界線作微調，才能確定地方層級之國土保育地區範圍。 

2.1.8 國土計畫法（草案）之國土防災綱要計畫 

國土計畫法（草案）第 4 條明訂國土計畫中應訂定國土防災綱要計畫，依據該

法草案第 8 條第 8 款，國土防災綱要計畫為一整體性評估災害與風險分佈的空

間計畫，目的是作為災害防治空間發展計畫的基礎，並且主動達到空間減災效

果，有效提供救災的空間需求，協助防災、減災進行。 

根據 2006 年營建署市鄉局委託辦理之「95 國土規劃總顧問案」，其國土空間

防災策略規劃之作法，首先分析研究三類共九種國土天然災害的現況與課題，

了解台灣地區環境及空間災害特性：1.地質災害：土石流、崩塌地、地層下陷、

活動斷層；2.洪澇災害：洪災、澇災；3.海岸災害：海岸侵蝕、洪氾溢淹、暴

潮溢淹。其次再參考國外災害規劃報告研究，瞭解其組織架構與其實際減災規

劃之內容，藉由參考國外災害規劃報告之實際案例，根據台灣各災害種類特

性，建議災害潛勢分級準則以及受害脆弱度分析機制，以供後續劃設災害風險

圖資之用。 

該案亦根據災害風險概念嘗試繪製災害風險圖資，其劃設程序可供後續主管機

關實際劃設時參考；並建議在全國層級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健全災害資料

庫、研擬災害風險劃設相關準則後劃設災害風險圖；在縣市層級，建議參考全

國劃設災害風險圖資相關準則，實際界定地區內災害風險範圍，提供相關重大

建設計畫選址區位及縣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計畫之擬定，以達國土災害防治與

減免之效。 

該案藉由「減災」概念，研擬國土減災策略，建議全國層級應研擬國土減災土

地使用政策方針，以供縣市層級制訂土地使用政策準則參考之用；縣市層級應

制訂地方減災工具架構，但礙於現階段劃設災害風險圖資尚因災害資料精度或

內容不足而無法明確界定，以致於在國土減災策略上無法以災害風險來研擬相

關政策。因此，該案運用災害可能性（災害潛勢）與土地使用強度（土地使用

分區）資料，研擬建議國土減災土地使用政策，以作為國土防災綱要計畫執行

基礎。 

2.1.9 國土計畫法（草案）之全國地景生態綱要計畫 

臺灣橫跨亞熱帶與熱帶，地勢起伏，高山林立，孕育出各式各樣的生態系，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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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熱帶生態系、溫帶生態系以至於寒帶生態系不一而足，極為多樣。不過，臺

灣也因為地狹人稠與高度的經濟開發，使得自然環境加速惡化，對物種、生態

系造成巨大衝擊，因此國土計畫法（草案）中特別明定全國國土計畫中應包括

全國地景生態綱要計畫，希望積極落實生物多樣性的保育、生態保育及復育、

營造生活、生產及生態共生的優質環境品質。 

依據營建署市鄉規劃局委託之「95 年度國土規劃總顧問案」對全國地景生態綱

要計畫之研究，認為國土地景生態規劃強調的是一個以生態為基盤，人文為輔

的國土永續利用空間規劃。針對區域整體性的地景資源、國家意象重要自然地

景風貌資源，提出合理的、動態的利用與保護策略。地景生態綱要計畫之整體

願景設定為：保存現有國土地景生態資源，加強現有生態系統之網絡連結，藉

由資源與永續利用管理為手段，達到國土地景生態質與量的提升及自然地景風

貌之保全。 

參考國外生物區域（Bioregion）、流域集水區(Catchments)等生態地景規劃作

法，界定國土生態地景管理範圍，整合生態地景區域內之權益關係，設計管理

制度，避免重蹈過去受限於行政疆界區劃，反造成管理模糊與管理重疊，更甚

而導致零碎的區劃所產生的整體生態區域管理的不協調性。 

全國地景生態綱要計畫之目標設定如下： 

(1)  維護多元的生態棲地以保存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重視地景生態之保育及修

復，並串連重要地景之軸線。 
(2)  加強維護特殊地景資源，並整合、改善重點地景區周邊環境，呈現台灣國

土地景之意象。 
(3)  以生態及人文系統整體考量，依地景特色價值劃設國土之重要保護區，作

為指導地方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來土地之開發及保育之依據。 
(4)  以整合性流域管理為單元重新界定土地管理制度，建構國家層級之空間整

體保育框架，協調區域內相關權益關係人。 
(5)  改善現行土地管理制度及環境保育制度（如環評）之落差，建立公平、公

開及效率的國土利用、管理及發展制度。 

2.1.10 農地資源合理管理與永續利用 

依據第 5 次全國農業會議有關農地管理議題之決議，「農地資源之合理管理與

永續利用」為未來農地管理之總體願景目標，並建議在農地管理方面採行下列

措施： 

(1)  考量糧食安全與農業經營需要，未來農牧生產土地應維持一定面積。對於

可釋出農地，建立制度性的協調轉用機制。同時，農地違規應有整體性之

輔導計畫，不宜循就地合法化方式處理；對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但仍

繼續作為農業使用者，應依法加強開發利用與管制。 
(2)  配合未來國土計畫法之制定，政府各部門應協調建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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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作為農業發展地區劃設之依據。藉由農地轉用制度之調整，農地變更

應有彈性之配套管理方式，實施分級分區管理。 
(3)  為平衡農地與非農地發展權益之差異，對擬加強保護之農地，考慮給予適

當維持農用誘因。 

2.2 產業經濟與國際競爭力 

2.2.1 強化中南部地區經濟建設 

為了促進區域均衡發展，行政院在政策上已決定強化中南部地區經濟建設。政

策構想主要為「鼓勵民間投資，強化中南部經濟動能」及「政府帶頭建設，促

進中南部建設發展」，其具體作法如下： 

(1)  增強農業活力：除落實「新農業運動」，發展安全、安心農業外，另由農

業發展基金提撥 50 億元，設置農業創業投資基金，由政府參與投資，鼓

勵青年農民創業。 
(2)  農政機構南遷：南部為漁業重鎮，為強化漁業發展，將農委會漁業署搬遷

至高雄。 
(3)  活絡農村經濟：推動鄉村住宅發展計畫，辦理鄉村區居住品質提升計畫。 
(4)  提供土地租金優惠：台中縣市以南非都會型廠商租用工業區土地之

「006688」租金，可扣抵購買土地價款比率由現行 60%提高為 100%。 
(5)  放寬外勞進用限制：放寬中南部 3K 產業外營進用，研究解除外勞進用率

15%之限制。 
(6)  特許開放項目：優先開放雲林以南地區經營運動競技產業、海上遊艇活動

相關產業、大型綜合觀光休閒產業等特許產業。 
(7)  新設重大建設中南部優先：國家重大建設無特定區位限制、且須大量典藏

空間的文化設施，其總館之設置以中南部優先，包括：國立中央圖書總館、

國家檔案局總館、國立故宮南院等。 
(8)  行政與國營機構南遷：中南部地方事務或居民攸關業務為主、且沒有特定

區位限制之行政機構，優先檢討規劃、分期搬遷至中南部地區。 
(9)  積極推動廠商進駐中部科學園區、南科臺南園區及高雄園區，以帶動區域

科技及關聯產業發展。 
(10)  選擇適當區位，設置金屬加工業、機械工業及軌道工業專區，振興中南部

傳統產業。 
(11)  推動再生能源及節約能源等產業發展，使中南部成為綠色產業重鎮。 
(12)  設置生態城市示範計畫。 
(13)  加速推動高雄會展中心及高雄軟體園區建設計畫。 
(14)  辦理台南科技工業園區與臺南安平工業區之聯合發展計畫。 
(15)  推動聯合影城及製片廠計畫，發展影視製片等文化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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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高鐵特定區定位與開發 

高速鐵路於 2007 年通車，其行車之高速率衝擊國內運輸系統。西部空運航線

已陸續停航。後高鐵時代台灣各區域時間距離大幅縮短，其對國土發展及區域

經濟之衝擊亦將逐步浮現。歸納日本與法國的高鐵經驗發現：高鐵設站都市相

對於未設站都市的發展潛力會增強；高鐵設站都市中，都市規模越大其影響力

及範圍也越大；日本新幹線造就了東京及大阪兩大都市人口更集中，法國與德

國高鐵反而造就了人口及經濟從大都市向外分散的現象。因此，高鐵通車會促

進區域發展，但不一定會使人口集中於大都市。 

台灣高速鐵路全長約 345 公里，串聯西部的主要都市，從台北至高雄最快 90
分鐘即可到達，西部走廊形成一日生活圈。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配合高鐵車

站之整體發展，規劃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五個車站特定區，總計面

積約 1507.53 公頃；五個車站特定區內之產業專用區，規劃面積達 132.78 公頃。

惟這些土地徵收已超過十年，多數站區仍呈現未開發的景象。 

為了積極開發高鐵沿線五個車站特定區，行政院經建會於 2007 年底公開說明

各站區之發展定位：高鐵桃園站將引入國內外企業營運總部及展覽館，發展成

「國際商務城」；高鐵新竹站將建設生醫園區及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發展成「生

醫科技城」；高鐵台中站規劃為中部中央行政中心、娛樂商務區及產業研發區，

發展成「娛樂購物城」；高鐵嘉義站透過長庚醫療園區、故宮南部分院及旅遊

規劃，發展成「休閒遊憩城」；高鐵台南站規劃國家級文史研究及綠色科技研

發機構、生態城市與綠建築永續示範教育基地，發展成「學研生態城」。 

觀察高鐵通車以來的空間現象，台中地區已以蛙跳方式納入了台北的通勤圈。

未來台北－台中在空間結構上可能逐漸發展形成一個大都會帶區域，可紓解北

部區域過度發展之壓力；而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區亦可能形成另一個大都會

帶區域。西部走廊區域發展之前景可能由現有之北、中、南三大都會區域，趨

向北、南兩大區域之雙核心發展型態。若是沒有積極的干預政策，南北差距可

能更加擴大。 

2.2.3 國際海空港之再定位 

由於國際海空運的軸心化發展及亞太地區在全球經濟的快速增長，為強化台灣

的國際競爭力，台灣海空港面臨再定位的重大課題。 

就海運而言，台灣的高雄港、台北港、基隆港、台中港以及中國大陸的廈門港、

福州港等屬同一港群，目前該港群中尚以高雄港為主要轉運港，但隨著中國大

陸近年積極引進外資參與港口基礎建設，利用民間活絡的資金以及有效的管理

機制強化港口的國際競爭力，未來廈門港勢必逐漸取代高雄港成為此一港群中

之主要轉運港。 

就空港的國際競爭力而言，台灣桃園機場似乎已失去發展先機。香港、新加坡、

曼谷、仁川、上海、北京、東京、雅加達及雪梨等國際機場之客運量自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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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即超越桃園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之貨運量則尚能維持在亞太機場的前十

名。在外交空間受中國打壓，國際航線擴展不易；航空器大型化，洲際航線可

免去中轉而點對點直航，兩岸通航是台灣空運競爭力提昇的關鍵議題。 

就國內空運市場而言，台灣目前使用的民航場站有 18 處，高鐵通車後，西部

城際空運需求大幅萎縮，多數機場僅剩離島及花東航線；跑道長度等設施較佳

之機場，如花蓮及清泉崗則尋求以商務及觀光定位發展國際包機業務。 

行政院經建會於 2007 年底對台灣主要對外聯繫機場給與明確定位：以一主二

輔的概念，定位桃園機場為台灣對外全球洲際機場，清泉崗及高雄為亞太區域

機場，未來空運建設的重點為改善桃園機場航廈、跑道等設施，提升國際客運

服務水準，並興建清泉崗國際航廈，穩定中部地區國際航空客源市場。依據民

航局 2005 年資料，台灣民航未來發展方向重點則包括：桃園國際機場主計畫

修訂、跑道及第三航站整建；中部國際機場中長期綜合規劃；南部新國際機場

評估規劃。 

2.2.4 發展自由貿易港區 

資本市場擴張、經濟自由化、資訊及通訊技術不斷進步，使得經濟全球化趨勢

快速發展，企業突破國界限制發展全球運籌管理模式，企業將最終產品的上游

零組件、半成品或周邊商品，分配在提供最有利生產條件的國家或地區生產。

因此，原料、半成品、零組件的採購、生產以及配銷等專業物流服務，已經成

為國際企業建立全球供應鏈管理的重要環節，利用航空運輸快速供應為其競爭

力之核心。 

目前全球有超過六百個自由貿易港，自由貿易港最大的特色是著重貿易程序的

簡化，提供區內貨物自由流通、免除關務行政及通關申報，港區內免徵進口稅

捐、貨物稅及營業稅，以及在區內從事商務活動之外籍商業人士落地簽證等優

惠，是全世界開放度最高的經濟區。為了避免台灣被邊陲化，參考其他國家作

法，行政院經建會針對我國產業特性制訂「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並於

2003 年 7 月 23 日由總統公布，希望提升國家競爭力及加速經濟發展。 

桃園國際機場貨運園區面積 45 公頃是台灣第一個自由貿易港區，以 BOT 方式

由民間投資新台幣 268 億元開發，已於 2006 年正式營運。至 2008 年台灣共有

「四海一空」共五個自由貿易港區，未來必須思考港區定位、空間擴大、更強

化服務效能及營運自由的課題。 

2.2.5 2015 年產業發展套案 

2006 年行政院核定 2015 年經濟發展願景，其中有關產業發展的部份提出 2015
產業發展套案，套案中規劃「營造優良投資環境」及「開創產業發展新局」兩

大旗艦計畫，其中與國土規劃密切相關者為「營造優良投資環境」中包括：國

有土地四免六減半、釋出台糖公司土地、延長並擴大 006688 措施、利用毗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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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擴大投資、協助未登記業者聚集地區土地使用變更、強化工業區及

產業支援基礎設施等「提供土地優惠」之相關措施。 

006688 措施是經濟部於 2001 年推出，以刺激工業區投資意願為目標，實施第

1、2 年免租金，第 3、4 年租金 6 折，第 5、6 年租金 8 折的工業區土地優惠租

用計畫。此計畫實施至今對去化工業局已開發之閒置工業區土地具有顯著效

果。 

2.2.6 擴大科學園區 

隨著產業轉型，為因應高科技產業需求，台灣在 1980 年設立了新竹科學工業

園區，由於竹科的成功經驗，1990 年起從中央到地方提出許多開發科學園區之

建議，至 2007 年國科會共開發了三個核心園區及 11 個基地。 

新竹科學園區設立於 1980 年，至 2007 年北台灣除了台北縣市及基隆市外，均

布設有竹科的衛星園區，竹科核心園區及龍潭園區開發及進駐率最高，銅鑼園

區於 2007 年動工、生醫園區預定於 2008 年完成建設、宜蘭園區於 2007 年完

成土地徵收。南部科學園區至 2007 年台南園區土地出租率約達七成，惟南部

科學園區於 1996 年開始規劃，超過十年的發展情形差強人意是其區位因素使

然。中部科學園區於 2001 年展開勘選與開發，除虎尾園區進駐率較低，台中

園區及后里園區已供不應求，國科會預計於中部區域再勘選一千公頃土地供中

科擴大使用，預計將在一定時期內排擠南科的發展。 

2.2.7 數位台灣計畫 

「數位台灣計畫」於 2002 年經行政院核定為「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十大建設之一，其計畫內容包括：透過「寬頻到家」建構多元網路環境；「電

子化政府」提供便利的政府服務；「縮減數位落差」塑造公平數位機會；「e 化

生活」帶來便利的數位生活；以及「e 化商務」帶動產業升級與創新發展等五

大重點工作、59 項子計畫，達成「六年 600 萬戶寬頻到家，成為亞洲最 e 化的

國家之一」的總目標。 

依據數位台灣計畫辦公室資料顯示，「數位台灣計畫」的重大成果包括：已有

245 萬納稅義務人透過網路申報所得稅；透過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每年節

省刊登招標費用高達 30 億元；全國已建置 296 個數位機會中心或資訊站，提

供偏鄉居民學習使用電腦及上網；另外，補助偏鄉中低收入 53,000 戶裝設衛星

接收器，讓全國民眾皆能清楚收看無線電視節目；並輔導了 53,000 家中小企業

運用電子商務，使營收增加 3 到 4 成。 

2.3 國土美學與地域特色 

2.3.1 觀光客倍增計畫之套裝旅遊路線 

「觀光客倍增計畫」是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十大重點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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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計畫之一，是著眼於台灣優質的觀光資源，所研訂的觀光產業振興構想。由

於世界各國普遍將無煙囪的「觀光產業」視為 21 世紀的明星產業，在創造就

業機會及賺取外匯的功能上具有明顯效益；台灣的地理環境特殊，擁有豐富的

自然資源及多樣化的人文景觀，加上人民熱情友善，社會治安良好等條件，造

就了我國發展觀光事業的雄厚潛力。 

「套裝旅遊路線」是「觀光客倍增計畫」重要的執行策略，由交通部動員包括

民航局、台鐵、公路總局、觀光局及其十一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配合國家公

園及具國際魅力的風景區、森林遊樂區與民營遊憩景點建構整套旅遊路線，以

為統合發展觀光資源的骨幹，延展至周邊的旅遊資源；整頓沿線地區周邊環

境，包裝主要旅遊點周邊之人文觀光資源，改善我國觀光旅遊環境使臻於國際

水準。 

「套裝旅遊線」包括整備現有北部海岸旅遊線、日月潭旅遊線、阿里山旅遊線、

恆春半島旅遊線及花東旅遊線。開發新興套裝旅遊線包括蘭陽北橫旅遊線、桃

竹苗旅遊線、雲嘉南濱海旅遊線、高屏山麓旅遊線、脊樑山脈旅遊線、離島旅

遊線、環島鐵路觀光旅遊線、國家花卉園區、雲嘉南濱海風景區、安平港國家

歷史風景區、國家軍事遊樂區、故宮分院、全國自行車道系統及國家自然步道

系統。 

2.3.2 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 

1999 年營建署開始推動「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後來則納入「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成為「創造台灣城鄉風貌計畫」。「創造城鄉新風貌計

畫」是以「小地方，好場所」的「小而美」訴求，引導地方對於城鄉環境的營

造，以一種小件而多元、全方位而漸進的態度或模式來進行，強調減量、去水

泥化及追求生態化、修補式的環境改造。 

為避免政府主導之公共建設與民眾的情感產生疏離，城鄉風貌計畫強調規劃及

設計過程的民眾參與，乃至社區自力參與營建過程，以媒合民眾與公共環境改

造的緊密關係，並賦予公共工程人性化的質感。開放並引導地方自行提案，以

凸顯地方特色為訴求，肯定不同生活場景的價值，強調因地制宜的設計及表現

手法，而非一味向城市看齊，賦予老空間或建築新生命的詮釋或運用，以展現

地方自明性。 

「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支持社區規劃師制度，使更多在地人才投入環境改

造；競爭型補助亦強調地方團隊組成及地方集體創意之呈現；鼓勵參與式設計

及雇工購料，更企圖在新風貌形塑過程中真實創造地區特色及創發文化與社會

效益。而鼓勵運用在地工班及傳統工法技藝，也為地方智慧的開發、傳承與積

累，打開一條新路。 

透過講習、訓練、輔導、觀摩及競爭，積極鼓舞參與計畫之相關公務部門士氣，

變革以往照本宣科、因循錯誤建設觀念的操作思維。這種追求以建立新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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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的行政品質提升，其實就在推動一種「內化的行政革新」，可為地方轉

型發展累積重要資本。 

2.3.3 景觀法（草案）及縣級景觀綱要計畫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創造台灣城鄉風貌計畫」其政策引導型

提案優先補助縣市的景觀總顧問或縣級的景觀綱要計畫，對台灣地域特色的保

存與自明性的展現具有重要作用。 

台灣在「城鄉新風貌」運動開始之前，景觀專業並不十分被重視，對景觀的認

知在不同專業領域中有著各自的看法與期待，行政院在 2003 年 7 月 9 日通過

了延宕多年的「景觀法」草案，並送立法院待審，草案中明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擬訂景觀綱要計畫，做為充實景觀建設之準則。惟景觀綱要計畫內

容中的「層級、尺度」，定位並不明確。在草案第三條，對於景觀的定義指的

是「人類視覺所及之自然及人文地景」，也易使景觀計畫被侷限於環境設施美

化與植栽綠化的範疇中，無法凸顯景觀計畫原有的本質。 

台灣的景觀綱要計畫係從 2003 年由高雄市首先發軔，隔年苗栗縣亦也開始研

擬，利用「城鄉新風貌」提供的經費支援，至 2007 年台灣各縣市政府已陸續

完成其縣級景觀綱要計畫。經由這個過程，產官學界皆認同台灣「景觀計畫」

的推動需要有具學理性和工具性的新體制來支持，並推動都市計畫、細部計

畫、建築管制、生態系統、環境影響評估等相關法系能協助落實。 

2.3.4 農村改建方案--提昇鄉村地區整體居住環境品質 

鑑於臺灣地區都市化之快速發展，農村人口大量外流與老化，造成鄉村地區住

宅窳陋衰頹、閒置或棄置情形普遍；農村社區公共設施之維護資源缺乏，使地

方既有文化特色、自然生態與景觀風貌日漸喪失；多數嚮往鄉村生活者，利用

農地新建農舍，造成農業生產資源之破壞及農地零星發展。 

為使鄉村地區之整體居住環境品質獲得改善，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擬訂「農

村改建條例」草案，提行政院於 96 年 6 月 13 日第 3045 次院會通過，送請立

法院審議。為加速推動農村改建工作，行政院經建會研擬「農村改建方案」並

於 96 年 10 月 24 日經行政院核定，作為「農村改建條例」完成立法前相關工

作之執行準據。該方案之目標如下： 

(1)  強化公共設施機能，美化景觀：辦理農村社區公共設施整建改善及環境景

觀營造，改善農村社區公共生活環境 
(2)  改善居民生活環境：獎助推動老舊住宅更新修繕及改建，提升住宅品質，

美化市容。 
(3)  提供田園社區之優質住宅：將都會區鄰近之非都市農業區土地，透過地方

政府主動規劃，提供開發者完整的開發基地，並透過土地整體規劃、建築

設計及景觀整體塑造，開發為田園住宅，以低密度、高品質的方式，提供

民眾新的住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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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帶動鄉村地區消費並活絡鄉村經濟發展：配合高鐵的通車，高鐵特定區鄰

近的土地可部分規劃為完善住宅社區，將可吸引都會區菁英人口進駐，帶

動鄉村地區消費並活絡鄉村經濟發展。 
(5)  有效利用國土資源，促進國家永續發展：採集村化投資方式，改善既有聚

落環境，並有計劃地整體規劃開發田園社區，避免鄉村地區凌亂無序發

展，引導國土資源有效利用，促進國家永續發展。 

2.3.5 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 

臺灣城市發展已逾百年，依據行政院主計處公布「89 年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30 年以上住宅 98 萬 4,736 戶，占總住宅之 14.1％，其中 40 年以上住宅更達 41
萬 1,102 戶。臺灣整體環境品質亟待提升，有必要積極推動國土美學運動，提

供必要公共設施，改善住宅與居住環境品質，加速推動都市更新。 

為求都市之永續發展，避免破壞都市範圍外之鄉村地區與綠地，將都市內原低

度利用之土地，重新開發，賦予新的生命與活力，即將舊市區再發展為機能更

密實的地區，相關公共設施可充分使用，避免資源的浪費，達到永續利用與發

展的目標，大幅提昇居住環境品質，行政院於 2006 年 1 月 25 日核定「加速推

動都市更新方案」。 

方案的目標設定為加快更新腳步、改善都市環境、提振經濟景氣。透過積極輔

導具開發潛力地區之規劃及相關事物的協助，建立單一窗口服務制度及對更新

事業之推動以達成目標。相關的策略與措施，藉由公部門成立行政院政策小組

及經建會與內政部成立推動小組，並協調公有土地主管機關及縣市政府協辦機

關共同推動。2006 及 2007 年，全台包括離島地區共有 80 個政府為主都市更新

案，現正積極推動中。 

2.4 有效治理與實施機制 

2.4.1 地方政府自發的區域合作模式 

由於經濟的發展、交通路網建設完備與科技的進步，民眾生活圈不斷的擴展，

已大幅超出傳統行政區域的服務範圍，地方政府為回應各類民生需求與地方發

展之問題、因應當前的全球化潮流及台灣空間發展的巨變，台灣各地方縣市某

種程度上主動或被動的採取策略聯盟的方式，試圖整合各自縣市的資源，使其

能更有效與靈活反應縣市內及跨縣市的議題，府際合作與區域合作成為必然的

發展趨勢。 

早在 1995 年台北縣市即進行「縣市合作共同解決問題幕僚會議」，成立「淡水

河兩岸整治計畫市縣聯合工作小組」；2000 年臺北市都市發展局辦理「臺北都

會區重大都市發展課題縣市合作之規劃研究」，北台各縣市合作之進程逐步展

開。 



台灣國土及區域發展實施方案成果報告書 

 37

2005 年底北臺八縣市首長共同簽署「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之組織章程，

並舉辦兩場「北臺區域合作發展論壇」，廣邀專家學者與關心區域整合之人士

參與；2006 年於新竹縣政府召開第一次「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八縣市副

首長會議，會中針對八大合作議題，提出短中長期共 70 項發展計畫，由參與

縣市局處單位各別負責整合其中一項議題，例如：基隆市－休閒遊憩；桃園縣

－交通運輸。 

大台中區域目前並無一常態性組織發展中部之區域發展願景規劃，停留在各縣

市不定期聚會的代表會談階段。台中二縣市合併升格之呼聲已久，然而，其是

否將周圍其他縣市(如：彰化、南投)納入整體的區域發展考量，則尚未有一明

確目標顯現。 

高雄市、高雄縣與屏東縣之間發展的縣市聯盟，主要係透過定期召開「高高屏

首長暨主管會報」採議題式討論，解決跨區域的相關議題，施行以來具有初步

成效，在合作過程中形成「高高屏三縣市地方永續發展策略規劃」成為區域合

作中重要的規劃文件。此外，2002 年由高雄市發起辦理「南部七縣市首長論壇」

並發表共同聲明，強調共同建構區域發展願景，提昇南部區域競爭優勢與活力。 

台灣各區域地方政府由下而上自發性的合作聯盟類似於德國漢堡都會區域政

府間合作的發展情況，但目前仍停留在特定議題導向的地方利益結合，較無法

達成對議題全面性的關注，例如：北台都會區域軌道大眾運輸整體規劃、南部

國際機場選址的地方競逐。跨縣市的區域治理應以區域可以認可的實質發展計

畫作為願景平台來強化整合。 

另外，由於台灣各地方政府財政情形普遍不佳，多數必須依賴中央政府的補

助，要發展出具有地方自主能力的區域治理有其先天結構上的困難。台北市及

高雄市因具直轄市地位，在區域合作上亦常顯示出其優越地位，形成合作障

礙。在由下而上合作組織建立時可以參考德國漢堡都會區域作法以平等席次和

輪值的方式來運作。 

2.4.2 行政院派駐區域服務窗口 

行政院為加強服務南部地區民眾、促進區域均衡發展及協調地方重要建設，院

長指示於高雄設置「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並於 1998 年 6 月 1 日正式

運作。其設立宗旨為：提供有效率的單一窗口，服務南部地方民眾，協調地方

重大建設事項之推動，以促進南北均衡發展。從組織架構而言，由各合署辦公

之各部會建制單位、相關部會派員組成之任務編組單位及經依法授與公權力之

民間團體共同組成。其人事與預算經費分由行政院與合署辦公單位支應。運作

後對加強民眾服務等貢獻頗多。 

精省後，原省屬各級機關多已依職掌範圍，歸併至各中央部會，成為各部會之

中部辦公室。行政院參考南部成功經驗，為促進區域均衡發展，加強服務中部

地區民眾，整合行政院各相關部會在中部地區現有資源，以單一窗口之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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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便捷之服務，於台中市設置「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行政院中部聯合

服務中心相關組織架構與運作體制，幾與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相同，惟由於聯合

服務中心整合原各中部辦公室功能，使得「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組織功

能更為完備。 

行政院院長於2007年6月16日於花蓮主持玉長公路通車典禮同時宣布成立「行

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指示在組織及員額精簡前提下，整合行政院相關部

會現有資源，以單一窗口方式加強服務東部地區民眾，就近提供便捷之服務並

促進區域均衡發展。「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於 2007 年 9 月 29 日由總統

揭牌成立運作。 

在業務運作模式上，除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事務大隊花蓮縣服務站、外

交部領事事務局花蓮辦事處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東區辦事處等3個合署

辦公單位由東部聯合服務中心扮演溝通、協調及整合角色外，依該中心設置要

點規定，任務編組設有企劃組、國防服務組、教育組、工商組、交通觀光組、

數位機會組、農業組、文化組、勞工服務組、原住民服務組、客家組等 11 組，

分組辦事，積極推動花蓮及台東跨域治理，發揮溝通、協調與整合者之角色與

任務。 

行政院目前於中部、南部及東部設置之聯合服務中心，其設立宗旨要言之為服

務地方民眾、協調政府重大建設、於地方協調各部會之施政具整體性。惟礙於

各區之中心皆為任務編組而非法制架構下的正式機關，其服務民眾之功能尚能

發揮，但協調地方重大建設及協調部會的功能則有其限制。目前是同一位政務

委員兼任三處中心主任的方式來進行協調，由於政務委員之功能設計即為協調

部會，尚能發揮部份作用。 

2.4.3 離島辦公室 

2001 行政院發佈施行「離島建設條例」，台灣離島地區發展因此具有建設專法

之指導，並有專屬之財源可資運用。惟前階段以基礎民生硬體建設為主的補

助，雖改善了部份離島民生基本建設品質，也產生了離島生態環境發展失衡的

情況，2005 年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通過「離島建設業務檢討及改進方案」，針

對離島發展的組織、計畫審查、基金運用方式等三項制定改進政策。 

離島相關業務組織之改進方面，為加強整合離島相關業務，建議中央應配合組

織再造，設置部會以下署級機關統籌辦理離島建設協調整合之事務，並設各離

島發展之執行機關，以提高離島建設品質。短期則在經建會下設離島辦公室，

以綜理並統籌離島建設與發展業務，並委託相關機關協助辦理業務。 

離島建設補助計畫審查之改進方面，進行審議流程建立與相關計畫彙整，使離

島建設發展有整體性之統籌規劃，並以「促進離島永續發展方針」做為研修訂

及審議離島各縣綜合發展計畫、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及各項建設計畫審議之最高

指導原則。 

離島建設基金運用方式之改進方面，明確劃分預算編列原則，確認離島一般性



台灣國土及區域發展實施方案成果報告書 

 39

建設計畫均應由各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具離島特殊性之計畫，才得由

離島建設基金補足。同時加強規劃投資及融資等收益性運用項目，俾使離島建

設基金可循環應用。 

為執行地方政府補助計畫申請之審查，經建會透過長期專案委辦的方式，委請

專業單位成為離島建設計畫辦公室幕僚，其任務包括研究規劃、計畫及方案審

議、預算分配建議、投融資計畫相關幕僚作業。目前離島建設計畫辦公室幕僚

設有專職人員 6 名，常年邀請超過 60 名各領域專家學者協助相關專題之研究

與審查之進行，具有類似德國漢堡都會區域合作祕書處及工作小組之功能。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40

3.台灣未來重要國土相關政策 

3.1 確保維生基盤 

因應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的長期挑戰，水、能源及糧食是支持生命系統重要的

維生基盤，也是國土規劃必須優先確保的重要政策項目。 

3.1.1 水資源 

台灣是水資源時空分布極不平均國家，又因特殊的地理環境條件無法蓄存豐沛

的降雨，目前可資利用的河川水資源利用率已達極限。水源缺乏可能會因此左

右糧食供應量而威脅到民生與社會安定，都市與鄉村之間的水源紛爭亦會隨之

加劇；水資源的供給能力亦限制未來產業種類的選擇與區位的配置。 

以價制量促使節約用水，是短期必須執行的重要水資源政策；中長程則必須建

全法制，執行多元化水資源利用的政策，包括：改造現有的水庫成為永續型的

水庫、增加大型海水淡化廠的興建配置以及再生水的利用。此外，世界各國對

於水資源管理已轉變以範疇界定清楚的河川流域或集水區來整合水土資源之

管理。台灣未來亦應以河川流域集水區方式來發展水土資源之整合性管理架

構。 

3.1.2 能源 

台灣 98％的能源仰賴進口。因應化石能源枯竭及其造成的高價化危機，未來是

否繼續發展石化產業，以及如何強化發展替代能源及節能與減碳技術，都是重

要議題。台灣中部以北有發展風能的潛力；南部可以發展太陽能，另外，生質

能與海洋相關能源產業的發展亦在開發之中。與生質能開發相關的農地利用問

題必須特別關注，因其牽涉糧食生產的維生問題。 

3.1.3 糧食安全 

台灣近十年糧食自給率節節下降。榖物自給率由近 54%降至 44.5%，且主要是

稻米的 96%自給率拉高，小麥、玉米的自給率則不到 10%；肉類的自給率雖達

72%，但也集中於豬肉，牛肉的自給率不到一成。此均顯示台灣的糧食供應仍

高度依賴進口，不只價格受制於國際，數量上的自主性亦難謂高枕無憂。因應

氣候變遷，確保糧食安全的未來政策及農地利用政策，有待農政單位思索。 

3.2 有效利用農地 

依據現行「農業發展條例」定義，台灣農業用地面積約有 214 萬公頃，作為生

產使用之耕地則有 76 萬公頃。農業用地涵蓋有農業生產、森林、保育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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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地。 

3.2.1 檢討休耕政策 

為達成確保國內糧食安全，穩定糧食供需與糧價；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範，兼

顧農民福祉；加強農田生態保育，維護農地永續利用等三項政策目標，農委會

自 87 年度開始實施「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主要係以補貼方式進行農

地休耕。台灣農地休耕面積從 86 年約 6.3 萬公頃逐年增加到 89 年約 13 萬

公頃，從 90 年至 95 年平均每年休耕面積約為 16 萬公頃，95 年之休耕面積高

達 22 萬公頃。 

休耕政策雖達成降低稻米產量的目標，休耕面積卻超出原設定目標，其對生態

維護、農民福祉、農村經濟、鄉村地景產生諸多負面效果，政府每年且需編列

數百億預算進行休耕補貼。農地休耕政策應進行通盤檢討，如要長期休耕，就

該考慮有計畫釋出農地，才能維護農地有效利用。 

3.2.2 遏止農地破碎 

1999 年立法院修訂農業發展條例，開放自由買賣農地與興建農舍，使農地長期

農用的政策瓦解，造成農地零星發展，嚴重影響農業生產資源及自然生態保

育。農地零碎化的惡果已經顯現，包括：灌溉系統解體、耕地無法順利擴大、

農地污染日趨嚴重、農地及農村景觀徹底劣化。 

為了扼止農地零碎化，保護重要農地資源，台灣未來必須提出完整的農業土地

政策，並檢討修改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有關鄉村區擴大之相關規定，仿

效德國推動集村建設。 

3.2.3 檢討工廠違規使用農地 

2002 年 4 月經濟部查估之違章工廠高達 5918 家。經濟部擬將非都市土地上未

登記工廠合法化，惟暫為經建會否決，理由是未免造成破壞國土規劃及土壤、

生態、水源等環境汙染問題。違章工廠之全面就地合法化，將嚴重衝擊土地使

用管制體制，也直接挑戰「農業發展條例」修正通過後所確立的「放寬農地農

有、落實農地農用」政策。 

經濟部應依相關規定，將零星分佈之違章工廠輔導其遷入工業區裡辦理工廠登

記；對大規模之違章工廠群聚區，則應加速完成「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草

案）之立法，並提供誘因鼓勵地方政府依法申設產業園區。 

3.3 節用土地資源 

3.3.1 發展緊湊低碳城鎮 

過去台灣都市化之快速發展，吸引了農村及中小城鎮人口大量外流，造成鄉村

地區住宅窳陋衰頹、閒置或棄置情形普遍。中小城鎮地區因缺乏規模經濟，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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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交通、娛樂、商業等生活機能普遍不佳，缺乏居住吸引力，不僅限制了發展，

甚至經濟衰敗，每下愈況。 

台灣聚居人口達五萬、十萬至數十萬的中小城鎮眾多。但過去發展資源的分配

集中在大都市及交通運輸，投入中小城鎮的資源太過零碎，沒有重點。未來應

以緊湊的概念，有計畫地將鄰接都市計畫地區之鄉村區擴大，集中資源提供綠

地、步行及腳踏車道系統及必要的公共設施；並以生態概念，減少輸入及輸出、

增加內部循環的方式，創新思考水資源循環利用、節能減碳之能源利用、開發

方式以及廢棄物處理等課題，來強化其生活機能與改善品質。 

3.3.2 工業區更新利用 

目前全台灣共有 60 處公辦工業區，年產值達台幣一兆以上，其中八成的工業

區已營運超過 20 年，涵蓋一萬家以上的廠商。這些高齡工業區普遍面臨生活

機能不足、廠房老舊及公共設施嚴重缺乏的問題。另外，其廠房規劃也多不合

時宜。尤其，許多廠商生產線移往海外，國內廠房僅用於研發與設計工作，閒

置情形嚴重，無助於產業轉型與升級。 

為改善生產環境品質，活化產業園區土地利用，健全產業園區經營管理，提升

產業競爭優勢，經濟部已完成「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草案），引進都市更

新的概念，以放寬容積率、專案融資、減免房屋稅與地價稅等誘因，吸引業者

投入工業區的全面更新，來提高工業區機能。 

3.3.3 改善環境汙染 

台灣以往過度工業化與都市化造成空氣及水土嚴重污染。南部區域因為重化工

業及污染性產業的發展，情況尤其嚴重。近年來重化工業有往中部區域沿海集

中的趨勢，中部的污染情況可能因而擴大。台灣內部控制物化環境品質污染必

須從產業著手。產業轉型、改善製程、改善控制技術都是重要策略。另外，河

川的整體治理及污水下水道建設都是必須積極推動的工作。 

3.4 推動國土三法立法 

國土三法（國土計畫法、國土復育條例及海岸法）之立法雖歷經多年推動尚未

完成，行政院永續會「永續發展行動計畫－B4201 案」要求「重新檢視並修正

國土計畫法及海岸法草案，並於 2007 年底前完成立法」，因該三法條文存在

衝突與競合，需再檢討修訂，其立法策略亦需加以探討，以利相關立法時程之

推動。 

3.4.1 國土復育條例（草案） 

「國土復育條例（草案）」實施範圍包括山坡地、河川區域、海岸地區、嚴重

地層下陷區以及離島地區，並規定於上述範圍中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國土復育條例」（草案第 11、12、13 條）與「海岸法」（草案第 8、9 條）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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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規範之海岸地區範圍之劃定、名稱、管理計畫內涵、主管機關及核定程序等

相關內容需再釐清，免有職權不明及管轄重疊問題發生。 

「國土復育條例（草案）」公告後，社會輿論多數認為立意良好，但對山區住

民，如：原住民、民宿業者、高山農業經營者的生活與生計可能造成相當衝擊。

為因應此等衝擊，「條例」於第四章對廢耕、遷居及安置訂有補償辦法；第五

章另訂有特別保障原住民權益。 

行政院於 2005 年 5 月第 2941 次院會通過「國土復育條例（草案）」並送請立

法院審議，後因立法院屆期現正退回行政院審議中。因該法之社會共識較高，

無法預測之天災亦是其立法助力，建議將「國土復育條例」定位為具特定功能

之特別法，優先推動立法。 

3.4.2 海岸法（草案） 

「海岸法（草案）」與「國土復育條例（草案）」在海岸地區保護上出現法律

創設的諸多問題，譬如何法優先及保護強度之間的落差等。「海岸法（草案）」

與現存「商港法」亦存有競合問題。均需儘速透過行政協調予以釐清。 

目前國際潮流傾向海岸地區與海域（海洋環境）納入同一海洋管理體制規範。

建議以高潮線作分隔，以上為陸域，為「國土計畫法」（草案）實施範圍，以

下為海域，為「海岸法（草案）」實施範圍，將可有效解決目前存在「海岸法

（草案）」與「國土計畫法（草案）」之各項混淆課題。 

「海岸法（草案）」提出已超過十年，2004 年立法院雖已數次審查，但因漁業

相關利益團體強烈反彈，未能完成立法，現正退回行政院審議中。由於此法目

的並非全面限制漁業活動，而是以分級分區概念進行海岸海洋資源管理，相關

權責主管單位（如漁業署）應強化與民眾溝通，儘速推動立法。 

3.4.3 國土計畫法（草案） 

根據 2008 年 2 月間「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 23 次工作會議」紀錄，該

次會議對「國土計畫法」（草案）第 2、3、4、5、10、13、21、47、48 等條文

之內容提出檢討，並分析其與「海岸法（草案）」、「國土復育條例（草案）」

之法律競合。目前「國土計畫法」（草案）已由行政院退回內政部研擬，內政

部勢必針對相關意見提出修正版本 

本法內容牽涉法規較多，立法期程較難預期。例如，依據本法第 10、48 條所

建構之法律體制，有關特定區域計畫，如有另外之法律規範存在，應尊重之。

此特定區域計畫相關法律，例如「國家公園法」、「原住民族基本法」皆已施行，

「國土復育條例」及「海岸法」未來也可能先通過立法，此均會影響本法之內

容進而影響其立法進程。 

本法雖未完成立法，惟其精神與內容已廣為國土規劃機關參採，並落實於各區

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規劃內容之中。建議內政部除應加速本法草案內容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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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與溝通；並可考慮以本法草案重要內容修訂「區域計畫法」，作為推動台灣

國土永續發展之備案策略。 

3.5 推動制度改革 

學習歐盟在區域發展中引入「制度性的基礎建設」概念，推動來解決台灣國土

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此雖困難仍值得提出供社會各界探討。 

3.5.1 設置自由貿易區 

自由貿易區是世界貿易組織最惠國待遇的一種例外，係指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多

邊承諾基礎上，進一步相互開放市場、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就國際趨勢來看，

自由貿易區已經超越了經濟範疇，兼有外交、政治方面的戰略意義，成為美中

日歐等大國重要的戰略合作與競爭手段，正在加速改變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局

勢。 

為了避免台灣被邊陲化，參考其他國家作法，2003 年行政院已制訂「自由貿易

港區設置管理條例」，至 2008 年已設置「四海一空」共五個自由貿易港區。

目前的港區是以劃定 30 公頃以上面積的土地範圍，貨物進出免通關、免關稅，

在區內可自由流動的方式運作，惟勞工與資金的自由化尚不含括在內，且土地

昂貴，使港區內經濟活動有限。 

台灣過往的經濟成就係以高度國際化的作法獲致，因應未來更加深化的全球貿

易與經濟的自由化，台灣應以順應潮流的先見眼光，致力於更加開放的經濟制

度設計，參考目前全世界經濟最自由開放之香港作法，將人、貨、資本與勞動

力的自由化制度妥善加以規劃，階段性擴大各自由貿易港區空間範圍，終極目

標應是將台灣發展成為一個自由貿易島國。 

3.5.2 行政區劃調整 

台灣的行政區劃在 1950 年代劃定以來，基本上 50 年未曾調整，但是，直轄市

位居南北兩端，中部地區發展一直欠缺足夠資源，升格倡議未曾稍歇；縣市劃

分過細，跨行政區域的環境保護、污染防治、水資源開發運用、交通運輸與土

地使用規劃等缺乏整體規劃，造成建設失調，除影響地方發展，也弱化台灣各

區域之國際競爭力，反應出行政區劃欠佳的事實。近年來，時有學者及政治人

物倡議，台灣應進行行政區劃調整。 

比較上海、紐約、舊金山灣區等國際大都會地區，從國際競爭力的觀點來看台

灣行政區重劃，台灣北中南東四大區域之土地面積才約略可稱為具國際競爭力

的區域規模，然就人口觀之，僅北中南區域人口規模具有競爭力，可以作為行

政區劃調整之參考。另外，若從自然生態資源保育利用的角度來看，根據流域

管理的觀念，以河川流域劃分縣市方能有效建立統一的土水管理體系。 

台灣目前提出之關於行政區劃調整之具體方案，包括：縣市合併升格、三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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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縣、四省兩特區雙首都、台灣劃分為六區塊等等。多數的議題都包含擴大台

北市、台中市、高雄市行政區、台中市升格及省轄市與鄰縣合併等訴求。學界

則提出以自然生態資源保育及弱勢族群文化傳承等生態圈的觀念，進行行政重

劃。行政區調整涉及行政區重劃、預算分配、地方性選舉選區調整等議題，影

響層面極大，倡議雖多但執行之共識亦極難達成。 

大規模調整行政區劃有現實與政治上的高度困難，惟近年各地方政府亦體認到

其行政區劃欠佳，時有合併之議題成為地方關注之焦點，例如：台中縣市合併、

台南縣市合併；台北縣目前雖已具準直轄市資格，但空間結構與治理架構合理

性仍有待探討。建議修訂財政收支劃分法、地方制度法及行政區劃法，以行政

及財政資源為誘因，短期以鼓勵地方政府自主合併的方法，先進行縣市合併（省

轄市與鄰縣），長期則可以政治人物提出之各方案進行台灣合理行政區劃之研

究，供社會各界研討形成後續推動之共識後，據以執行。 

3.5.3 土地稅制改革 

台灣現行土地稅制既無關經效益，也違反社會正義原則，違背平均地權之憲法

旨意，造成台灣土地與住宅的諸多問題。例如根據普查資料顯示，台灣有百萬

戶空屋，亦即房地產過度供給，但房價仍只漲不跌，現行土地稅制鼓勵房地產

投機及購買囤積土地，引導資源誤用。 

證諸國外經驗，以地價稅作為地方主要稅源，是最具經濟效益的作法。當地價

稅是用於地方建設，則在促進土地利用的同時也會提高地價與稅基，因此土地

價值與地方投資因地價稅的連動而平衡，在市場機能正常運作下，土地資源的

供給不致浪費或不足，促使土地充分發揮其區位優勢。 

建議未來應調整地價稅按公告現值（接近市價）課徵；並逐步降低土地增值稅；

土地增值稅採取單一比例稅制配合實價認定課徵。土地稅率下放由地方自行決

定，但配合以財政收支劃分之獎懲辦法，使地方財稅增加，加速地方建設，如

此將可降低土地投機，恢復土地之資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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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灣國土發展願景 

4.1 永續海島台灣 

台灣國土及區域發展願景，係依循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第 18 次會議核定之

《台灣廿一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擬定。 

台灣的自然環境，屬於脆弱且具高度隔離性的海島生態系，海島型國家土地資

源的有限性會對於發展產生先天上的限制，惟台灣島四周海域中的生物相特別

豐富，可以妥善保護與利用。 

台灣與國際之經濟網互動密切，對外貿易之依存度極高，但因日益複雜之國內

外局勢變動、國際環保意識、貿易自由化等趨勢，對我國產業調整及資源運用

上形成相對沈重之壓力。 

經過通盤檢討台灣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之調和課題，重視社會整體均衡發展

價值，永續海島台灣為台灣未來之發展願景。 

4.1.1 永續環境 

台灣幅員雖不大，但生物資源及種類卻相當豐富，在追求滿足基本生活物質需

求過程中，應充分體認與其他生物共存、共榮的倫理，使台灣能維持生物多樣

性，終能恢復「福爾摩沙-美麗之島」的面貌，人人皆可因而享受到大地生生

不息的哺育。 

4.1.2 永續經濟 

台灣的經濟發展追求產業之開放良性競爭；加強科技研發創新，建立綠色生產

技術，形成高科技產業體系，成為東亞的智慧型科技島。利用網際網路技術，

提昇效率，推動服務事業全面國際化，增進國家競爭力。建立公平的交易市場，

消費者權益受到充分保障。 

4.1.3 永續社會 

「安全無懼」、「生活無虞」、「福利無缺」、「健康無憂」、「文化無際」應是安全

和諧社會的寫照。建立就業安全制度；完備福利制度；健全醫療體系；豐富文

化措施，維護社會秩序與安寧。 

4.2 台灣國土發展原則 

依循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第 18 次會議核定之《台灣廿一世紀議程：國家永

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正積極推動之《Taiwan 2030
空間策略規劃》，擬定台灣國土發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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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永續環境發展原則 

(1) 保護大氣及水資源 

保護森林植被淨化空氣的功能，加強平地造林；勵行綠地政策，保留開放空間；

修訂能源政策，調整產業結構，以降低空氣污染；嚴格管理上游集水區，維護

森林，確保水質水量；積極並切實地管理全島之地下水抽取行為；普及污水下

水道，阻截污染水源；建立節流與開源並重的水資源政策。 

(2) 保護生物多樣性 

積極執行「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加強督導「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野

生動物保護區」之經營管理；建立保護區系統，將自然保育與永續利用，納入

國家經建與國土規劃；復育已遭破壞或劣化之既有自然環境資源；加強生態工

法之推廣，落實公共建設兼顧生態環境保護之目標，以確保並維護生物多樣性

的環境。 

(3) 保護海洋及海岸濕地 

整合海洋管理體制，建立海洋及海岸監測系統及資料庫；辨理海岸地區整體規

劃，研擬海岸保護與防護計畫；保護海岸地區河口、沙丘、紅樹林、珊瑚礁及

人文史蹟等資源；透過規劃海岸分區，依分區特性加以管理，並確立海岸發展

方針與管理原則；實施「保護海洋環境免於陸源活動污染全球行動綱領」，從

而有效減少、防止及控制廢棄物污染。 

(4) 保護土地資源 

辨理全國自然環境資源調查，充實及適時更新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國土復育

計畫，積極復育環境嚴重退化地區；加速研訂國土計畫，建立成長管理機制，

整體規劃土地使用；推動鄉村計畫，維護鄉村特質；推動河川流域整體規劃及

管制；實施國土城鄉防災綱要計畫；持續蒐集防災資料，建置防災資料庫；加

強山坡地保育與管理；檢討地層下陷區土地利用問題。 

(5) 保留適量自然綠地 

劃設完整的全國核心保護區系統，保護環境敏感地區；結合都市綠地、都市藍

帶，普設生態走廊，防止綠資源系統破碎化、生態廊道斷裂以及成為「生態孤

島」；考量綠地開發與既有綠地空間之更新或再利用；落實綠地政策。 

4.2.2 永續經濟發展原則 

(1) 適當利用農漁業生產地區 

保護優良農地，避免零星變更影響整體農業生產環境，落實農地發展政策及坡

地資源管理；建立農地資源空間資料庫，規劃農業經營空間；設置養殖漁業生

產區，輔導海水養殖發展，防止地層下陷；推動漁港功能多元化，發展休閒漁

業及觀光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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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有競爭力之生態城鄉 

依地方特色規劃建設，積極營造城鄉新風貌；檢討交通設施及工業用地計畫，

終止濫建不必要之交通網路及工業區；為因應新經濟時代產業發展特性，應合

理規劃高科技產業空間，並建立相關基礎設施、支援服務體系；避免公共建設

無限制膨脹，創造循環型生態城鄉，擴展區域市場機能。 

(3) 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綠色產業 

調整高耗水、高耗能、高污染的傳統產業，朝向低耗水、低耗能、低污染、高

知識、高技術、高服務為基礎的現代知識經濟密集的綠色產業；建立節約能源

及發展潔淨能源為核心的前瞻性能源政策，創造潔淨能源市場，以促進包括風

能、太陽能、生質能、地熱、海浪、潮汐、及海洋溫差等潔淨能源產業之發展。 

(4) 推動正確的生態旅遊服務業 

調查具發展生態旅遊潛力之地區，並建立生態旅遊目錄及資料庫；配合行政院

永續會之「生態旅遊白皮書」，積極推動有利於生態保育的生態旅遊活動；發

展農林漁牧休閒產業，宣傳及促銷生態旅遊市場。 

(5) 推動人本綠色運輸 

檢討全國交通建設計畫，合理配置鐵公路交通網；檢討相關政策以減少私人運

具之持有與使用，建立大眾運具、人行道及自行車之專用空間；提升大眾運輸

服務品質及安全，並健全營運環境。 

4.2.3 永續社會發展原則 

(1) 關注後代子孫福祉 

確保資源與能源的永續使用；鼓勵與補助可再生能源；計算並訂定長期性的「生

態足跡」減低目標；以零廢棄為願景，訂定各種廢棄物的長期性減廢目標；保

障原住民土地與資源之傳統使用及參與決策和管理權。 

(2) 保障環境人權，促進民眾參與 

落實污染防制與管制以確保所有人都享有乾淨、安全的空氣、陽光、水與土地；

促進環境資訊之公開與易得性，並落實住民、民間團體對於環境相關決策有暢

通的溝通與參與管道；建立公民參與機制；強化非政府組織合作，建立非政府

組織有效參與永續發展行動的機制。 

(3) 強化社區發展 

建立公私部門與社區間的伙伴關係，研擬社區參與環境改造機制；提高社區公

共設施水準，依地方特色規劃、設計、建設，建立生態社區；落實文化保存及

多樣性維護，創造發展與維護地方具有特色之人文景觀，並提供遊憩、文化、

藝術設施與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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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台灣國土空間結構與願景 

4.3.1 台灣脊樑山脈需強化保育 

台灣脊樑山脈包含雪山、中央山脈及玉山、阿里山等山系，構成台灣島嶼中央

之重要屏障。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為主要闊葉林及針葉林之分界，涵養珍貴的空

氣、水、野生動植物及森林等自然資源，現多為野生動物保護區或國家公園所

管轄範圍。自 1970 年代以來，台灣脊樑山脈海拔五百至一千五百公尺範圍因

政府「農業上山」政策所造成的山坡地開發，甚至沿著公路可以到海拔兩千公

尺以上，已嚴重改變台灣脊樑山脈之生態環境。 

未來應落實國土復育精神，強化海拔一千五百公尺以上高山地區之保育，整合

北、中、南、東各區內之各國家公園系統及各種動植物保護區，劃設出台灣脊

樑山脈之高強度保護區，確保台灣未來生存命脈。 

4.3.2 海洋國土與海岸需強化認識與保育 

台灣雖四面環海，但因過去長期對海洋採取閉鎖的政策，使得民眾對此「藍色

國土」甚少親近，認識不深。台灣四周之海岸特性各有不同，如：東部離岸遽

降之岩岸地形、南部珊瑚礁地形、西南沿海淤泥地形、北海岸則有特殊的海崖

地形；另外，西部沿海的河口濕地，如淡水河河口的紅樹林，更是全世界能見

到紅樹林分佈的最北界。 

海洋豐富而多樣的資源以及無窮的發展潛力，是舉世關注、積極獲取的新領

土。國際永續發展思維下，對海洋的態度已從控制、利用，逐步發展強調保育

為重。台灣未來對於海洋國土及海岸政策的總體目標應以妥善保護、永續利用

海洋和推動海洋之教育研究，並對海岸地區作有計畫之規劃經營，加以保護珍

貴稀有資源，以達永續利用為目標。 

4.3.3 發展三個都會區的西部產業軸帶 

台灣幅員狹小，放在國際競爭的格局以及高鐵通車後時空距離的縮小，整個台

灣可視為一個區域。雖然中部區域因高鐵的可及性，已成為北部區域更直接的

影響範圍，但就疏解北部的發展壓力及強化生活品質改善的角度，建議未來西

部走廊可發展成為一個具有三個都會區域的產業軸帶。 

從產業發展觀點，西部走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各產業群聚圈（cluster）因為資

訊基礎建設之完備，皆有直接與國際鏈結的機會與能力，因此台灣產業帶之空

間結構，應採取「一點多心」的發展策略，政府應提供政策協助地方能力自發

形成的產業群聚圈，發揮其優勢；或以資源創造產業群聚圈，強化台灣產業之

轉型。 

政府資源分配應兼顧效率與公平原則，惟公平性策略的運用仍應評估其有效

性。對於具有發展條件但區位居於相對弱勢之地區，可給予獎勵投資之地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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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措施；而對於不具發展條件之地區則宜考慮所得轉移的策略。 

4.3.4 保育東部及離島之地域特色 

東部區域土地狹長且多山，由於自然環境差異性及限制性大，可發展土地面積

有限，且颱風、地震等自然災害頻繁，然而卻因此孕育了本區具有高山、縱谷、

峭壁、大河、深海之得天獨厚國際級秀麗地景特色及豐富的生態資源。離島區

域受自然及地理環境的影響，產業發展條件及居民生活品質相較於台灣本島弱

勢，先天條件的限制面臨與本島不同之發展課題。因此，離島區域應有不同的

發展策略與方針。 

東部區域及離島區域長期以來二級產業發展落後，尚無足夠條件可參與產業全

球分工體系。且依據技術人力、土地資源、基礎設施、產業聚集效益等地區基

礎條件分析，成功複製西部產業發展經驗的機會極微。 

東部區域及離島區域具有豐富多元的人文特質、慢速的生活步調、優美的自然

景觀、乾淨的土地資源、近深的海岸地勢等地域優勢條件，應掌握樂活、慢活、

優質生活的全球休閒旅遊發展趨勢，發展利基型產業，不需要複製西部大量消

耗自然資源以換取經濟成長的發展模式。 

4.4 台灣各區域發展定位 

4.4.1 北部區域 

(1) 傳統產業及高科技產業發展龍頭區域 

台灣地區產業活動高度集中於北部區域。依據經濟部工業局的資料，2002 年與

2005 年間相較，全台 60 個編定工業區內各行業設廠家數增加了 923 家，成長

率為 10.08%；其中，北部區域是廠商家數最多及成長率最高的地區。新竹科

學園區群聚效應明顯，目前北部區域除了台北縣、市及基隆市外，均設有科學

園區。此外，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及南港軟體園區群聚高科技廠商之實力驚

人。台北縣則是從汐止、新店、中和、土城到樹林，在空間上已形成一個北二

高科技廊帶。 

(2) 高階行政金融指揮中樞 

北部區域之台北都會區自成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以來，即發展成為台灣在金融、

政府與資訊收集處理等指揮管理的中樞，超過 75％以上的高階生產者服務業從

業人員聚集。由於台灣國土面積小，此種控制中心的壟斷局面隨著高鐵通車已

更見其強化之趨勢，雖然目前政府正推動政府機關與機構遷移出北部區域的政

策，但因國際機場、捷運建設、高等教育機構等重要基礎建設之完備，北部區

域具備之高等指揮管理功能繼續仍具有台灣其他區域無可取代的優勢。 

(3) 最具都會性的文化創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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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區域為台灣最具都會性的區域，在文化生產基盤設施、旗艦發展計畫的執

行人才、都市公共空間的再生、吸引私人投資等面向都較其它區域具有優勢。

加上既有文化創意產業之群聚，包括：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工藝、文

化展演設施、電影、廣播電視、出版、建築設計、廣告、設計、數位休閒娛樂

等，未來仍是台灣最具都會性格的文化創意中心。 

4.4.2 中部區域 

(1) 具有國際海空港的經貿特區 

中部地區擁有台中港，中科及精密機械產業基礎，廣大之發展腹地可以建構光

電及精密機械業雙核心產業，以「大台中科技走廊」為基地，國際級設施水準

的清泉崗國際機場，適合發展作為境內關外的經貿特區。 

(2) 優質生活、娛樂、休閒中心 

中部區域氣候條件宜人，生活機能健全，具有廣大腹地，高鐵通車後將逐漸為

北部區域紓解其過度擁擠，如居住、娛樂、休閒等需求。未來因應此趨勢，利

用中部區域優勢的自然資源，如：風景秀麗之丘陵、高山地區及森林資源；以

及宗教文化、人文歷史資產，未來以低碳永續的模式，建構優質的生活、生產

及生態環境，發展為生活、娛樂及休閒中心，建構為全台最佳生活品質區域。 

(3) 國家重要行政機能移入區 

高鐵營運後，中部區域因區位居中至島內各區域的時間距離最短，交通成本較

低；另外，此區域因具有水湳機場、成功嶺營區及中興新村等大面積國有土地，

可降低土地取得成本，且國家重要公用機能具有足夠的發展腹地，為適當的國

家行政機構移入區，達成首都機能分散降低風險之目標。 

4.4.3 南部區域 

(1) 熱帶型發展的全球模範 

台灣是環熱帶圈少數發展最先進的國家之一，而南部區域為全國唯一全區位於

北迴歸線以南的熱帶區域：全年日照充足；且由於海洋對氣候的調節作用，相

對於其它熱帶區域，南部氣候相對溫暖而不暴烈。熱帶區域擁有的相對優勢包

括熱帶能源開發與運用、熱帶物種栽培與觀賞、熱帶特殊地景以及氣候差異發

展之季節性活動。南部區域未來發展應積極放大其位處熱帶的區域優勢，將其

熱帶型的能源、物種、地景、海洋結合相關之農業領先技術，發展為全球模範

地區。 

(2) 面向東南亞的重要海空門戶 

南部區域海空港區位毗鄰造就了擔任國際節點的區位優勢。海島臺灣屬於典型

的出口導向經濟型態，島內經濟必須仰賴進出口貿易，由於島內市場規模與物

產、原料皆不足，因此企業必須設法開發國際市場，積極參與全球供應鏈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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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角色；同時亦應更積極發展其海洋文化國際觀光。海空門戶地區為快速服務

國際市場的關鍵場域，南部區域定位為面向東南亞的重要海空門戶，進行區域

內重要基礎建設整備，包括自由貿易港區、自由觀光港區、產業基礎、資訊技

術、都市機能、觀光資源等，創造新局。 

4.4.4 東部區域 

(1) 國際級大區域休閒渡假基地 

東部具有豐富多元的人文特質、慢速的生活步調、優美的自然景觀、乾淨的土

地資源、近深的海岸地勢、沒有二級產業汙染等優勢條件，東部區域大面積之

國公有土地、花東縱谷鐵路慢遊、原住民文化、天然溫泉資源、有機之稻米蔬

果食材，具有發展成國際級渡假中心之潛力。 

(2) 全球南島原民文化保存與發展中心 

東部區域之南島原住民族為其重要之人口組成，佔台東縣總人口比例為

33.4%；佔花蓮縣總人口比例為 25.8%。東部區域原住民族群數亦為全台最多，

包括阿美、排灣、卑南、布農、魯凱、太魯閣及達悟等多族。有學者研究認為

台灣是南島語系民族發源地，其語言發展具有全球之重要意義，惟目前亦有快

速消失之危機。此外，南島民族具重要意義的信仰和文化儀式，如：阿美的豐

年祭與成年禮、卑南的猴祭、排灣的五年祭、魯凱的婚禮、布農的打耳祭、達

悟的飛魚祭和大船落成禮等，都有深入研究保存與再發展的重要性。 

4.4.5 離島區域 

(1) 資源節用型文化生態觀光休閒島嶼 

金門、連江、澎湖等離島地區受限於地理環境，水電交通供應能力不足，發展

條件相較於台灣本島居於弱勢，惟離島區域擁有特殊的島嶼生態與獨特的歷史

文化等豐富資源，如：金門擁有世界級的戰地文化地景，以及保存完整的閩南

傳統聚落；澎湖擁有豐富風力與潮汐等再生能源資源、乾淨無污染的海洋資源

及世界級的玄武岩地景；連江擁有完整的傳統石造閩東建築、獨特的戰地坑道

地形、秀麗的山丘地景及鳥類生態。未來適合發展成資源節用型的文化生態觀

光閒島嶼。 

(2) 先進之生態復育與資源利用的示範區域 

金門、連江、澎湖等離島地區具有先天特殊脆弱的島嶼生態，應以離島建設基

金引入專家及技術研發之支援，發展先進之環境生態保育復育系統與資源利用

技術與，例如：特有物種保育、生態旅遊系統規劃、小區域供水供電、污水與

垃圾處理等，透過交流觀摩，成為台灣其它區域或其他國家離島可以參考的示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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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北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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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區域空間結構 

區域空間結構分析，為區域空間規劃之重要前提。清晰之空間結構理解，與順

應區域之地理、生態、人文結構之區域發展，是區域空間規劃成敗之關鍵。北

部區域空間之主要地理構成說明如下： 
(1) 山系、台地及丘陵：包括中央山脈、雪山山脈、大屯山系、林口台地、桃

園台地、苗北丘陵等。 
(2) 水系：北部區主要有三大流域，即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間之蘭陽溪流域；

雪山山脈與大屯山系間之大漢溪、淡水河、基隆河流域；以及新竹地區的

頭前溪流域。 
(3) 海岸：西海岸之砂岸及頭前溪河口、北海岸及淡水河口、東北角沿岸、蘭

陽平原之砂岸及蘭陽溪河口以及蘇花段斷層海岸。 
(4) 平原及盆地：蘭陽平原、台北盆地。 
(5) 城市發展區帶 

 北部區域之城市發展區帶主要位於平坦地區，沿河谷廊道、交通廊

道發展，台北盆地為台北都會區之發展腹地。 

 北部區域西海岸之舊交通廊道，為台灣最重要之都市發展帶，其空

間結構由台鐵西部縱貫線、台 1 省道及中山高所形成，北起基隆，

經北市、北縣、桃園縣、竹市、竹縣，抵於苗栗縣。 

 東海岸之宜蘭發展帶，亦由台鐵、台 9 省道及北宜高平原段結構而

成。 

 大漢溪河谷廊道之中下游、淡水河河谷廊道、基隆河河谷廊道、頭

前溪河谷廊道亦為重要之都市發展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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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參-1 北部區域空間結構圖 

2.區域空間發展課題 

在區域空間發展課題方面，區分為「生態網絡」、「國土保安與防災」、「景觀及

人文特色」、「都市體系、產業及交通」等四大面向，以下分別說明。 

2.1 生態網絡 
(1)  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導致高海拔地區及水庫集水區災害頻發。河川

流域行水區人工化及雨量集中，導致都市地區淹水概率增加。都會地

區熱島效應惡化。 
(2)  北部都會帶過度發展及高山農業、觀光開發等，導致地景生態網絡破

碎。海岸地區及潮間帶人工化，海洋生態保育未受重視。 
(3)  中央山脈、雪山山脈等高山軸帶，為台灣生態與國土保育之基礎，相

關保育對策仍未完備。 
(4)  北部區域之主要水系，包括大漢溪、淡水河、基隆河、蘭陽溪、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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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等，過去之土地使用，未能以流域集水區之宏觀角度理解其空間架

構及生態體系，其行水區河谷綠廊，為生態網絡之主要生態廊道。過

去之開發，長期以來與水爭地，嚴重破壞生態與景觀。 
(5)  以流域觀念檢討北部區域主要河域生態及景觀廊道，上游地區應予保

育，中下游多已人工化，導致生態網絡破碎化，亟待積極進行修補，

為北部區域空間規劃之關鍵課題。 

2.2 國土保安與防災 
(1)  石門水庫為一在槽水庫，其集水區因氣候變遷導致水土保持困難，復

因高山農業、產業道路及觀光活動，導致嚴重之水土破壞。 
(2)  西海岸之人工化極為嚴重，潮間帶及近海生態破壞殆盡。 
(3)  北台都會帶之人口密集區若遭地震災害，防災準備不足。 
(4)  關鍵性基礎設施，如核能電廠、主要電廠、水庫、重要交通設施、重

要醫療設施，以及行政及救災指揮中心之防災準備必須強化。 
(5)  地球暖化導致之氣候變遷，有可能引發更嚴重之土石流與洪氾溢淹。

有重要保護標的之土石流及洪氾溢淹地區，應予指認並提出因應。 

2.3 景觀及人文特色 
(1)  北部區域及次區域之地景人文特色未被明確指認彰顯。各項建設趨同

平庸且零散過量，嚴重破壞自然景觀，使地域景觀特色日趨模糊。未

來應以永續發展為前提，結合地域生活文化特色、生態地理景觀，保

護區域景觀人文資源特色。 
(2)  農村地區之生活方式及文化特色快速流失。農地釋出未能整體規劃，

導致耕地破碎、農村景觀及空間架構逐漸崩解。精緻農業之地域特色

形成、旅遊產業之發展模式亟待強化。 
(3)  掠奪式觀光發展仍為主流，明星觀光點發展強度過高，未能成長管

理，導致設施需求過高、景觀生態破壞，違反永續發展原則。 
(4)  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以及觀光局以國家風景區為基礎之套裝旅遊

路線均為國家級地景，應以國際級高標準進行資源管理。 

2.4 都市體系、產業及交通 
(1)  因高鐵之通車，基隆至台中已形成一都會帶。其中基隆至新竹之都市

及高科技發展帶，為台灣之科技經濟引擎。此一都市及高科技發展帶

之國際競爭力之維持與效率之提升，為北部區域發展之核心課題。包

括三大子題：A.科學園區系統功能之維持，其週邊生活機能配套，以

及科學園區下游工業區之配套；B.區域物流功能之強化；C.經貿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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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之發展。 
(2)  知識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為未來產業發展之趨勢，台北都會區支持相

關產業發展之都市功能仍有待強化。 
(3)  北部區域交通建設已臻完備，高鐵及機場捷運為結構區域空間之重要

交通廊道，其主要場站之空間系統整合、轉乘等功能亟待強化，並利

用交通優勢，引導都市發展。 
(4)  桃園機場、台北港及基隆港等國家門戶，其交通樞紐功能須重新檢

討、界定、整合、強化。 
(5)  台北縣雖已升格為準直轄市，惟台北市縣應視為一都會區，需重新界

定整個都會區之都市機能，包括大眾運輸網絡、都市核心層級、公園

綠地系統、淡水河兩岸之景觀等。 
(6)  北台都市及高科技發展帶已形成一多核心多功能之都市鏈，此都會帶

之主次核心及其功能應予指認，並強化其功能角色。 
(7)  台北都會區外圍衛星城市群之公共設施、都市景觀、大眾運輸及人行

品質低下，亟待提升。 
(8)  石門水庫與翡翠水庫為北部區域之主要水源，但石門水庫集水區之水

土保持問題嚴重，農業用水與工業用水尖峰重疊，導致供水不穩定。 

3.區域空間發展願景 

3.1 以集水區為單元形成生態網絡 
(1)  中央山脈保育軸：北部區域因人口密集，開發壓力大，應以中央山脈、

雪山山脈、大屯山系等宏觀角度劃設脊樑山脈保育軸，以為北部區域

發展之永續基礎。 
(2)  石門水庫集水區：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廣大，為北部地區重要水源

區，且為生態保育及國土保安之重要標的，應以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

及生態旅遊之觀念進行整體規劃。 
(3)  河川綠廊：北部區域之主要河川流域，包括大漢溪、淡水河、基隆河、

蘭陽溪、頭前溪等，其行水區河谷綠廊為主要生態廊道；上游地區應

予保育，中下游多已人工化，導致生態網絡破碎，應予加強復育。 
(4)  台北都會綠環：以河川水系、公園綠地及濕地形成一都會綠環，包括

基隆河南岸、松山機場、圓山、社子、關渡、二重疏洪道、新店溪、

台灣大學等，並連結台北市的敦化南北路、建國南北路及瑠公圳等可

能之綠廊。 
(5)  海岸與海洋：包括西海岸、北海岸及東北角海岸，重要河川之河口及

溼地，應積極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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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強化區域景觀特色 
(1)  農村景觀：蘭陽平原、桃園台地兩個具特色之農村地區，其地景、水

圳、農作文化均應保護，並以永續觀點發展精緻農業與觀光業，做為

台灣鄉村景觀整體規劃，以及精緻農業與深度旅遊整合之示範地區。 
(2)  旅遊路線：大屯山系及淡水河、蘭陽溪兩大河流水系、北海岸、東北

角海岸地區以及北縣東北五鄉鎮地區，大多為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

或觀光局規劃之套裝旅遊路線所涵蓋，其自然與人文景觀資源極為豐

富，應以生態網絡及永續觀點重新檢視，並應以國際級高標準進行細

膩之資源管理，並規劃出具地域特色之土地利用方式。 
(3)  文化廊道：台 3 線沿線之客家文化廊道及脊樑山脈之原住民文化廊

道，應以永續發展之原則進行整體規劃。 
(4)  水岸城市：北部區域之河域與海岸之水際景觀品質極佳，惟過去均被

視為邊緣土地，而遭不當之土地利用。淡水河下游地區、大漢溪中游

沿岸地區、頭前溪沿岸之河岸以及基隆港至八斗子之海岸沿線，均應

優先進行土地使用調整與景觀規劃。 

3.3 推動 Green Urbanism 
(1)  新交通廊道：包括高鐵、機場捷運、3 號國道，應視為區域空間再結

構之契機，優先進行配套之土地使用計畫與系統整合。高鐵新市鎮尤

應以高標準進行城市建設，以作為發展之核心。 
(2)  北宜直線鐵路：北宜直線鐵路可減少北宜及北部區域與東部區域之交

通時間，減少小汽車旅次，並將可形成北部區域之軌道運輸網絡。 
(3)  落實人本交通：北部區域之人本交通，應包括腳踏車道、鐵路支線、

水運、輕軌、纜車等系統之建置與整合。腳踏車廊道包括：基隆河上

游段、淡水河及大漢溪沿岸、桃園雙圳、頭前溪沿岸等，並考量以纜

車由木柵連接平溪線、金九線，由水湳洞連接九份與金瓜石等。 
(4)  交通節點之 TOD 規劃：台 1 省道、台鐵及 1 號國道等舊交通廊道所

形成之舊發展區，其都市計畫及公共設施品質特別低落地區，應進行

補救。舊交通廊道與大台北捷運、機場捷運及台鐵捷運化所形成之交

通節點城市及其周邊土地使用，應以 TOD 概念重新規劃，進行都市

更新，如：板橋、新莊、土城、樹林、三峽、鶯歌、桃園、青埔、中

壢、六家及竹東等。 
(5)  桃園機場捷運新路廊：桃園都會區之高鐵、機場捷運、桃林鐵路等新

軌道路廊及機場發展區，應以 TOD 之觀念進行整體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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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強化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1)  大台北都會區規劃：大台北都會區為核心都市，因應知識經濟、文化

創意產業、大眾運輸、人行品質及多元文化等課題，應整體檢視其都

市發展策略及公共設施配套；尤其針對台北縣人口產業密集地區之公

共設施，應予以通盤檢討提昇。 
(2)  台北都心再造：改善首都核心區，針對中央公園及中央車站之機能、

空間使用結構及景觀進行重整，塑造台北市國際門戶入口意象。 
(3)  台北科技走廊：串連內湖、南港高科技園區，以及士林、北投文化創

意園區，使連成一高科技走廊，營造創新氛圍。 
(4)  多核心多功能都市鏈：北台都市及高科技發展帶已形成一多核心多功

能之都市鏈，此都會帶之主次核心及其功能應予指認，並強化其功能

角色。 
(5)  高科技廊道：基隆至新竹之都市及高科技發展廊帶，為台灣之經濟引

擎，此一都市及高科技發展帶需提昇效率，維持國際競爭力。 
(6)  機場與海港：桃園機場、台北港及基隆港等國家門戶，配合桃園航空

城計畫、基隆港都市更新計畫等重大建設，其交通樞紐之功能須重新

檢討界定，為台灣與國際接軌作足準備。 
(7)  傳統工業區與違規工廠：傳統工業區不應再擴大編定，科學園區、工

業局及地方政府編定之工業區應整體檢討，透過誘因或管理機制提高

進駐率。大規模之違規工廠區，應透過都市計畫進行整體規劃，提供

配套之基礎設施。位於都會區範圍內應進行更新，改為其他較適宜或

較高經濟效益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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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參-1 北部空間願景說明表 

 

以集水區為單元形成生態網絡 

• 劃設中央山脈保育軸，作為北部區域之永續發展基礎。 
• 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應以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及生態旅遊之觀念進

行整體規劃。 
• 針對主要河川之上、中下游實施保、復育計畫，確保完整之流域生

態廊道。 
• 串連都會區水域、公園綠地及濕地，形成都會涵養生態的綠環。 

強化區域景觀特色 

• 保存農村地景、水系、農作文化，做為鄉村精緻農業與深度旅遊整

合之示範地區。 
• 以套裝旅遊路線為主軸，進行細膩之資源管理並規劃出具地域特色

之土地利用方式。 
• 強化台 3 線之客家文化廊道及脊樑山脈之原住民文化廊道特色。 
• 扭轉過往背水之景觀規劃，形塑面水、親水之水岸城市意象。 

推動 green urbanism 

• 以新交通廊道作為空間再結構之契機，結合 TOD 整合配套之土地使

用計畫。 
• 推動以捷運、鐵路等大眾運輸系統取代私人運具之交通政策，並落

實人本交通規劃理念。 

強化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 檢視台北都會區都市發展策略及公共設施配套，並塑造台北市國際

門戶入口意象。 
• 整備高科技發展帶所形成之多核心多功能都市鏈，營造高科技園區

之創新氛圍、提昇效率，以維持國際競爭力。 
• 機場與港口等國家門戶之交通樞紐功能須重新檢討界定，為台灣與

國際接軌做準備。 
• 透過提供誘因或管理機制提高既有科學園區、工業區之進駐率。 
• 利用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之契機進行大規模違規工廠區之整體規劃，

提供配套之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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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參-2 北部區域空間願景圖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62

4.區域空間發展策略方案 

4.1 以集水區為單元形成生態網絡 

4.1.1 劃設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保育軸 
方案編號：N-1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農委會、經濟部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沿線地區 
內容說明： 

1. 依國土復育條例（草案）之精神，以海拔 1500 公尺等高線為界，劃設

國土保育區。此一生態保育區，將與中央山脈及雪山山脈所形成之國

土中軸線大致吻合。 
2. 中央山脈保育軸區內，應納入雪霸國家公園及其他已劃設之保護區與

國有林地等。區內以生態保育為原則，禁止經濟營林及農業開發，依

此原則劃設保育區，將貫穿台灣南北，形成一長數百公里之生態保育

廊道。 

4.1.2 北台灣河域生態廊道計畫：大漢溪/頭前溪/蘭陽溪河域 
方案編號：N-2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經濟部、農委會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大漢溪、淡水河、頭前溪、蘭陽溪河域範圍 
內容說明： 

1. 大漢溪下游水岸（樹林、土城、板橋、新莊）水泥化嚴重，應至少依

行水區的生態加以復育。 
2. 大漢溪中上游生態景觀應予以維護。大漢溪中游地段（即由三峽鶯歌

溯到石門水庫河段），目前生態景觀狀況良好，其中鳶山堰、石門水庫

大壩與後堰池塘形成廣大的水域，原即有利於生態發展。而未來將於

大漢溪、武嶺橋（台 3 線）與崁津大橋（台 4 線）下游修築攔沙堰，

以增加大漢溪蓄水面積，並於大漢溪中庄與龍潭三坑仔修築調節池；

這些廣大的水域都有助於大漢溪中游生態景觀之維護，未來應積極促

進沿岸城鎮（台北縣的三峽、鶯歌，桃園縣大溪、八德、龍潭）之水

岸河域生態景觀整體規劃。大漢溪上游地區（即石門水庫集水區）生

態景觀特色豐富，應擬定一整體生態維護計畫，強化其生態保護。 
3. 頭前溪：頭前溪沿岸包括新竹市、六家高鐵車站特定區等都會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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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流域為此一都會發展區之生態綠廊。其農業水圳系統，如：隆

恩圳、九甲埔圳、中興支線與鹿場支線等，提供了水圳生態景觀，這

些河域生態廊道可以導入都會核心，強化都市發展之生態景觀特色。 
4. 蘭陽溪：蘭陽溪中下游生態景觀特色應予以維護。而中上游地區（三

星鄉以西地區）溪岸砂石業與行水區內種植高冷蔬菜之問題，對於蘭

陽溪上游生態景觀衝擊極大，應積極輔導轉業或實施限制措施，以維

護上游河域之生態。 

4.1.3 台北都會綠環計畫 
方案編號：N-3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經濟部、台北縣政府、台北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台北縣、台北市 
內容說明： 

1. 大台北都會區缺乏大型綠地空間，應規劃大面積之綠帶空間以滿足自

然生態保育及大台北居民對休閒設施的積極需求。 
2. 台北都會公園計畫：二重疏洪道位居台北盆地中心，全區總面積約 424

公頃，原始機能以防洪功能為主，近年來因應民眾休閒遊憩需求而定

位並取得機能的平衡點。依據民國 77 年「台灣地區都會區域休閒設施

發展方案」，初步於北、中、南三區勘選，北部擇定的基地位置為即為

二重疏洪道，現應爭取作為「台北都會公園」，以進行生態、防洪與遊

憩並重之規劃，亦可帶動周邊都市發展，提升都會生活品質。 
3. 台北都會綠環計畫：建議範圍為北起基隆河、結合松山機場再生計畫、

沿淡水河河域走廊、聯結台北市社子島、關渡溼地，南轉二重疏洪道，

續接台北縣市之新店溪河域走廊，再接瑠公圳再生計畫連接基隆河，

而形成一完整水景生態綠色環帶。此一連續河域所形成的環狀綠色廊

道，可以作為大台北都會核心中的都會公園。此一綠環不但提供大台

北都會居民可及性高的都會開放空間，且可以利用原來之溼地系統，

發展為具特色之都會環狀濕地生態廊道。此一「台北都會綠環」進一

步可在新莊端連接中港大排。 

4.1.4 桃園雙圳生態廊道計畫 
方案編號：N-4 
主辦機關：桃園縣政府 
協辦機關：內政部、農委會、經濟部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桃園縣 
內容說明：  

1. 桃園台地上超過千口以上的埤塘，為桃園地區珍貴之水域生態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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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埤塘生態體系可以透過星羅棋布的圳路相通。石門大圳與桃園大

圳兩條重要之圳路，為串連埤塘之兩大水流主脈，使台地上阡陌相連

的埤塘水圳，得以結合成一完整之水利及生態網絡系統。 
2. 桃園大圳與石門大圳所形成的生態綠網由大漢溪流域通往桃園台地，

延伸至海岸地區，應透過整體規劃，形成一個結合河域、水圳、埤塘

與周遭田園相結合的生態網絡。並其主要內容應包括：(1)石門大圳及

桃園大圳的生態景觀道路；(2)埤塘生態公園；(3)與埤塘相結合的生態

樂活園區。 

4.1.5 北台灣河口濕地生態保育帶計畫 
方案編號：N-5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經濟部、農委會、北部區域八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北部區域等八縣市之沿線海岸 
內容說明： 

1. 台灣為海島國家，海洋為重要資產。包括重要漁源漁場、海洋生物棲

息地，均應予以指認並劃設為海洋保育區。 
2. 海岸地區應視其是否具有「重要水產資源地區」、「珍貴稀有動植物地

區」、「特殊景觀資源地區」、「重要文化資產地區」或「重要河口生態

地區」等性質，劃設為海岸保護地帶，加以保護管理，達到海岸之永

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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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參-3 北部區域生態網絡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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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國土保安與防災 

4.2.1 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 
方案編號：N-6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農委會、原民會、內政部、桃園縣政府、新竹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 
內容說明： 

1. 石門水庫為北台區域重要民生及產業用水之水源。範圍包括桃園縣大

溪鎮、龍潭鄉、復興鄉與新竹縣關西鎮。集水區內土地使用未能符合

水庫永續保護原則，尤以上游地區農業與觀光等土地使用及相關產業

道路開譬造成水土破壞極為嚴重，導致水庫淤積，水土沖刷日益惡化。 
2. 應將集水區範圍依國土復育條例策略方案及行動計畫劃設為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進行土地使用檢討與調整，落實國土復育，並整合石門水

庫及其集水區之土地利用調整及水土保持相關方案，進行以永續為前

提之整體規劃。 

4.2.2 北縣塔寮坑溪整治計畫 
方案編號：N-7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台北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塔寮坑溪中下游 
內容說明：台北縣塔寮坑溪土石流災害嚴重，已列入行政院 8 年 1160 億治水

計畫中。其整治計畫應根據生態原則進行，達成環境永續之目標。 

4.2.3 台北都會區滯洪池計畫 
方案編號：N-8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各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北部區域各縣市 
內容說明： 

1. 目前都市的水利排水設施利用的是原先的農田水利排水系統，無法負

荷都市開發後大量的都市排水。然而因為台灣的都市地區皆已開發完

成，無法重新建立都市排水系統設施，所以只能以滯洪池的手段處理。 
2. 建議於瑠公圳（現今新生南北路）設置台北都會區滯洪池。即將封蓋

瑠公圳重新打開，連接碧潭到淡水河，將可有效提高都市防洪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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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參-4 北部區域國土保安與防災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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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強化區域景觀特色 

4.3.1 水岸城市景觀計畫 
方案編號：N-9 
主辦機關：內政部、台北縣政府、桃園縣政府、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基

隆市政府 
協辦機關：經濟部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台北縣、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基隆市 
內容說明： 

1. 淡水河河口地區水岸城市景觀計畫：(1)範圍建議東至三芝、西鄰台北

港、南及關渡之三角地帶。淡水河在此三角地帶從大屯與觀音二座高

山中出海，自然地景特殊，並擁有多樣的河海景觀，文化資產豐富，

足以成為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然本地區豐富之生態與自然

景觀已遭受人為破壞，尤其觀音山山腳與山麓被違法墓葬使用與違規

工廠使用多年，應以回復自然景觀角度進行整理；(2)關渡至淡水之河

岸景觀應加以維護，並進行修景，移除破壞景觀之人為設施，並進行

都市設計，除管制建築量體外，並應確保大屯山與淡水河之間之景觀

軸線連結。計畫中之沿河高架橋計劃因破壞生態景觀過劇，且將造成

永遠之損害，建議改以北投三芝間之公路或其他方案替代。 

2. 大漢溪中游水岸城市景觀計畫：(1)北端由桃園縣龜山鄉龜崙山、台北

縣三峽鎮鳶山所形成之峽口，與中游南端石門峽石門水庫，形成之河

域廊道，兩岸有八德、大溪、龍潭河階台地。河階台地地形可俯覽大

漢溪流域景觀，為此一地區之水岸城市景觀特色；(2)三峽鶯歌雙子城

水岸城市景觀，應以大漢溪河域為核心發展雙子城；順流左岸以鶯歌

為主體，強調陶瓷文化產業；順流右岸以三峽為主，強調歷史老街與

台北大學城結合發展，並以台北大學知識產業為城市發展之願景；(3)
桃園縣八德市、大溪鎮、龍潭鄉等，皆具有大漢溪河谷之河階台地特

色，應充分把握此景觀特色發展水岸城市風貌。大漢溪順流右岸地區

係以大溪老街區為主體，有極具特色的都市崖線景觀，應積極發展成

為具有歷史風貌的水岸城市。並以此作為慈湖、角板山風景線的起點；

(4)大漢溪順流左岸地區，由上而下之龍潭、大溪與八德也處在都市崖

線發展帶上，後又有石門大圳的水岸特色，而在不同河階台地上有優

質住宅區（如十一份），有文化古蹟（如三坑仔老街、齋明寺等），有

軍事學園（如中科院、國防大學），可以整合為一個具文化、歷史、教

育、研究、休閒等多元化系統的水岸城市發展帶。 

3. 頭前溪：(1)順流左岸包括新竹市、竹東鎮，其中新竹市為地區交通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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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中心，提供居住、商業、交通運輸功能。利用台鐵內灣支線捷運化

工程可將新竹市與竹東鎮結合為一都會發展帶。(2)頭前溪順流右岸包

括竹北市、六家高鐵特定區、六家生物科技產業城，可以發展具有產

業、居住、休閒等多功能的都會區，並與左岸共同結合成為頭前溪都

會發展軸。 

4. 基隆和平島：由基隆港起至八斗子海科館止之連續海岸線，缺乏一宏

觀之景觀及都市土地使用整體規劃。應整合基隆市之港灣城市、濱海

地質公園及海洋教育文化園區等方案，創造一連續性之城市水岸空

間。此一整體規劃將大幅提升基隆城市空間品質，彰顯基隆水岸城市

景觀意象。和平島至碧砂、八斗子及海科館此區域，可成為親海性格

濃厚之城市地帶，並可以與台北縣欲推行之東北五鄉鎮計畫及瑞芳的

金九計畫相連接，形成良好之區域性遊憩帶。 

4.3.2 瑠公圳暨中港大排再生計畫 
方案編號：N-10 
主辦機關：台北市政府、台北縣政府 
協辦機關：經濟部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台北市、台北縣 
內容說明： 

1. 瑠公圳與中港大排為台北都會區重要之綠色空間資源，在提供休閒、

景觀與生態上均具有重要角色，應儘速制訂其再生計畫。 
2. 計畫應以永續為觀點，內容包含污染截流、清水引入、景觀營造等，

並配合相關都市計畫修訂與都市設計之施行。 

4.3.3 台北縣東北五鄉鎮整體計畫 
方案編號：N-11 
主辦機關：台北縣政府 
協辦機關：內政部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台北縣石碇、瑞芳、平溪、雙溪、貢寮等五鄉鎮 
內容說明： 

1. 此區為臺北水源特定區內之重點景觀地區，為生態河川之鄉，可發展

水岸露營區休閒產業。 
2. 台北縣在瑞芳鎮與金九地區主要有兩大計畫：(1)金九海陸空觀光城計

畫：包括金九台纜車計畫、猴硐煤礦園區計畫、黃金博物園區二期興

建營運計畫、瑞芳黃金山城海岸重點景觀地區整體發展及環境改造方

案、「黃金山城風華再現」環境重塑工程、瑞芳車站周邊公共設施及老

街再造工程，以及瑞芳鎮深澳地區城鄉地貌改善之規劃等。(2)瑞芳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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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城海岸重點景觀地區整體發展及環境改造計畫：針對瑞芳鎮深澳

地區、金瓜石地區、瑞芳車站周邊地區之公共空間，以及瑞芳老街進

行環境改造重塑再生計畫工程，提升環境服務品質，提升居民對在地

文化之認知，促進周邊產業活絡，並增進地方觀光商業的再復甦。 
3. 台北縣的平溪鐵路目前只到菁桐，若能延長至木柵，並與台北捷運木

柵線相串連，則可將東北五鄉鎮納入台北都會 30 分鐘等時圈內，使此

區域成為大台北都會區之重要休閒遊憩區，帶動東北五鄉鎮的發展。 

4.3.4 桃園千塘農村景觀保護計畫 
方案編號：N-12 
主辦機關：農委會 
協辦機關：內政部、桃園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桃園縣 
內容說明： 

(1)  桃園台地上目前尚有超過千口以上的埤塘，總蓄水面積超過 3000 公

頃以上，故有千塘美譽，為桃園典型農業發展地區，這些珍貴的水資

源是永續農業發展之利基。 
(2)  桃園機場為國家門戶，桃園千塘景觀從空中俯瞰極具特色，應視為國

家重要地景資產，加以維持保護。 
(3)  近年來新農業政策發展下，桃園千塘農業觀光區亦已成為地方重要特

色產業發展區，桃園縣政府已全國首創「埤塘水圳保存及獎勵新生利

用自治條例」加以保護與發展。 

4.3.5 蘭陽平原農村景觀保護計畫 
方案編號：N-13 
主辦機關：農委會 
協辦機關：內政部、宜蘭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宜蘭縣 
內容說明： 

(1)  蘭陽平原為北部區域最主要的農業區，其農村景觀、灌溉系統、農業

文化、農村生活均為具代表性之區域景觀；惟農發條例准許興建農舍

之相關條文、北宜高之開通，均使蘭陽平原之農村景觀快速消失，應

儘速尋求妥善保存其地區特色、生活方式與農業文化歷史之方案。 
(2)  農委會水保局已進行以縣為單位之農村景觀整體計畫，試圖掌握區域

之景觀架構，合理檢討容積率、建蔽率，平衡城鄉發展，再造優質鄉

村田園風貌。蘭陽平原農村地景，應以水保局規劃為藍本，由產業、

文化及生態面向進行整體檢討，並進一步落實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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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台 3 線客家文化景觀廊道計畫 
方案編號：N-14 
主辦機關：客委會 
協辦機關：內政部、交通部、桃園縣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之台 3 線沿線地區 
內容說明： 

1. 台 3 線客家文化景觀廊道：台 3 線從八德、龍潭沿大漢溪河谷，跨關

西台地，進入頭前溪河谷後，再進入苗栗丘陵，整個地段除了地理景

觀之美，更擁有豐富的客家人文景觀，特別是客家傳統聚落景觀。近

年來，又積極推展客家文化產業，多樣的客家美食(如：北埔、關西、

南庄)、茶葉文化，並配合多元化的客家文化活動(如：客家桐花季)的
推廣，已經使本地區成為北部區域重要的客家文化特色區域。 

2. 建議整合客家聚落、文化產業、豐富地景，定位與發展台 3 線成為具

有文化觀光價值的區域客家文化廊道。 

4.3.7 脊樑山脈原住民文化景觀廊道計畫 
方案編號：N-15 
主辦機關：原民會 
協辦機關：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桃園縣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之脊樑山脈地區 
內容說明： 

(1)  脊樑山脈原住民文化廊道：中央及雪山等脊樑山脈中之原住民文化區

包括蘭陽溪上游之大同、四季、南山等泰雅族原住民部落。另外沿北

橫公路溯大漢溪上游則有復興、羅浮、高義、巴陵、三光、爺亨等泰

雅族原住民部落。沿途除了原住民文化色彩，也擁有豐富的觀光資源

(如溫泉)、地形地質資源。 
(2)  該廊道可配合發展套裝旅遊路線，形成具有文化觀光價值的原住民文

化廊道。 

4.3.8 套裝旅遊路線資源管理計畫 
方案編號：N-16 
主辦機關：交通部觀光局 
協辦機關：北部八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全區 
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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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部區域以觀光局所轄之風景區為主所規劃出之套裝旅遊路線，計

有：北海岸套裝旅遊路線、蘭陽北橫套裝旅遊路線、脊樑山脈套裝旅

遊路線、桃竹苗套裝旅遊路線等，這些套裝旅遊路線所經地區為北部

區域具代表性之自然景觀廊道。 
2. 這些景觀廊道多為自然度極高之地質區，若以觀光發展之觀點進行之

開發，將造成嚴重之人工化。因此所有套裝旅遊路線，應以永續發展

之價值觀進行資源管理，避免過度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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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參-5 北部區域景觀及人文特色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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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推動 Green Urbanism 提升都市空間品質 

4.4.1 北宜直線鐵路 
方案編號：N-17 
主辦機關：交通部 
協辦機關：內政部、台北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辦理期程：中、長期 
實施地點：台北縣、宜蘭縣 
內容說明： 

1. 目前台北與宜蘭之間之交通主要依賴北宜高速公路，週末及連續假期

已發生交通阻塞，北宜直線鐵路若得以施行，台北至宜蘭之軌道運輸

僅為 1 小時。為落實綠色運輸政策，平衡私人運具與大眾運輸，北宜

直線鐵路應列為重要大眾運輸政策。 
2. 北宜直線鐵路之規劃，從南港至礁溪全程約 45 公里，其中山岳段北起

台鐵南港地下車站，以隧道穿越山脈直達頭城站銜接現有鐵道路線(約
35 公里)，平原高架段則從頭城起以高架方式延伸至礁溪新站(約 10 公

里)。 

4.4.2 桃園捷運網絡都市空間發展計畫 
方案編號：N-18 
主辦機關：桃園縣政府 
協辦機關：交通部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桃園縣 
內容說明： 

1. 利用捷運動工之契機，以 TOD 的理念為原則，推動強調運具轉乘、混

合土地使用的再發展計畫。 
2. 未來桃園捷運廊道，包括機場捷運線、桃林鐵路與台鐵縱貫鐵路之捷

運化工程。在此新捷運廊道沿線，如桃園縣蘆竹、大園、龜山ㄧ帶尚

有大宗未開發之土地；而老舊社區宜與捷運場站結合進行 TOD 整體開

發。 
3. 沿台鐵舊廊道大宗土地（如：工業區、大學校園等）穿越桃園、中壢

之都市核心區。沿線該配合未來捷運場站進行 TOD 之都市發展，建立

桃園─中壢的都市景觀綠廊，提升都市空間美學。 

4.4.3 台北縣 TOD 計畫：板橋-新莊/土城-樹林/三峽-鶯歌都市核心再造 
方案編號：N-19 
主辦機關：台北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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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機關：交通部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台北縣 
內容說明： 

1. 台北縣作為台北市的衛星城市，提供工廠用地與中低價位住宅，以支

撐台北市之核心都市功能。在台灣都市後工業時代之產業再結構過程

裡，多核心分工互補的關係逐漸成形，因此必須強化板橋-新莊、土城

-樹林、三峽-鶯歌等城市，成為多核心城市鏈之一環，並藉此形成新的

區域產業結構。 
2. 建議運用捷運建設，以 TOD 理念重新結構台北都會區城際關係，大幅

改善台北縣主要城市之公共設施品質，如完備的轉運設施、提升教育

文化設施品質和強化休閒娛樂功能，以提升整體生活環境品質，最終

能與台北市享有相同都市服務與環境品質。 
3. 板橋-新莊都市核心再造計畫：連結板橋-新莊為雙子城，讓板橋-新莊

之間資源互補，扮演台北都會區西部中心都市角色。以台北捷運環狀

線串連新店與新莊，成為板-新雙子城之主要再發展帶。健全其轉運機

能，並以高密度混合土地使用方式制訂再發展計畫。尤應儘速制訂本

地帶環狀線南北兩個端點，包括北端之 Y19 站與 Y18 站之間與南端新

埔站-板橋站-府中站間之整體再發展計畫。 
4. 土城-樹林都市再造計畫：土城與樹林為台北縣將來發展高科技產業的

重點地區。土城地區已有科技產業之聚集，捷運也已延伸至土城，而

樹林地區也有台鐵捷運化計畫，將來應在連結捷運與台鐵的觀念下，

將土城與樹林連結成一個雙子城，進行整體規劃。 
5. 三峽-鶯歌雙城計畫：三峽-鶯歌雙城計畫將整合台北縣政府現有計畫之

「三鶯新生地整體景觀風貌改造計畫」、「鶯歌核心徒步區改造計畫」

及「陶博館前空間改造計畫」三個計畫案，並以大眾運輸為主要考量，

如縣府目前正評估中之「三鶯纜車計畫」，以連接三峽捷運站與台鐵鶯

歌站。此外，三鶯地區應塑造以大漢溪河岸為主體之城市發展意象。 

4.4.4 台北市中央公園暨中央車站計畫 
方案編號：N-20 
主辦機關：台北市政府 
協辦機關：交通部、內政部、文建會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台北車站周邊 
內容說明： 

1. 台北市中央車站及中央公園計畫為行政院推動計畫之一，台北市政府

並於 2006 年辦理整體規劃作業完成。整體規劃之目的為整合台北的文

化歷史與社區特色，並以此為基礎推動產業創意，展現台北豐富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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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活內涵。 
2. 台北市中央車站及中央公園計畫後續相關工作包括：(1)重新檢討臺北

車站特定專用區之定位；(2)整合大眾運輸系統；(3)提出短、中、長期

整體發展策略，提供土地所有單位開發參考。 
3. 台北市政府已成立「臺北車站專案小組」，由交通局、都市發展局、捷

運工程局、工務局、文化局組成，負責推動臺北站特定專用區範圍內

重大建設、文資保存、都市計畫修訂等業務。 

4.4.5 首都核心區再造計畫 
方案編號：N-21 
主辦機關：台北市政府 
協辦機關：文建會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台北舊城區範圍（忠孝西路、中華路、中山南路、愛國西路） 
內容說明： 

1. 台北市政府自 1990 年起針對總統府周邊地區（即清領時期之台北府城

範圍）研擬「首都核心區」計畫，並於 1996 年完成「首都核心區歷史

保存再發展計畫規劃目標及政策綱領」、「徵求我對總統府前廣場規劃

構想參與辦法」。2001 年辦理「總統府廣場改造計畫國際設計競圖」、

競圖成果巡迴展及 2002 年辦理「首都核心區都市設計論壇」，已獲相

當具體結論可供未來計畫推動參考。 
2. 本計畫之重點為：現行都市計畫之檢討、公有土地釋出及再利用、都

市設計準則之修訂，以保護區內具有文化價值或歷史意義之建築物或

空間維護新舊建築空間介面之和諧；持續加強區內相關開放空間（如

二二八和平公園、中正紀念堂等）及建築物串連使用，並建立區內以

「行人」為本之人車行動系統。 

4.4.6 人本交通發展計畫 
方案編號：N-22 
主辦機關：交通部 
協辦機關：台北縣政府、台北市政府、桃園縣政府、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台北縣、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 
內容說明：  

1. 大漢溪沿岸與頭前溪沿岸形成 T 字交叉網路，其間包括霄裡溪谷與台

3 乙線，可結合桃園縣與新竹縣腳踏車網路，沿著河域走廊可開闢腳

踏車網路，未來可結合捷運路線，如：內灣捷運線與頭前溪腳踏車道。

利用桃園雙圳(桃園大圳與石門大圳)，沿著水圳巡圳道路建構腳踏車網

路，與全國腳踏車道山、海線系統整合，使大漢溪與台灣北部海岸地

區可以相互聯絡整合。 



台灣國土及區域發展實施方案成果報告書 

 77

2. 新竹縣已選定 4 條路線，並以竹北都會區為主軸，向外擴張至竹東生

態公園及新埔義民廟等為據點，形成綠色交通系統，並建置智慧型腳

踏車儲運系統，未來可以桃竹竹苗腳踏車道串接，形成北台灣自行車

休閒廊帶。 
3. 桃園縣已完成腳踏車道路線會勘，包括永安漁港以北腳踏車道路，將

整合北台灣腳踏車道網絡，創造桃園縣海線腳踏車道特有的人文風光

與觀光遊憩資源。此外，「桃園大溪至新竹新埔自行車道串聯路線」則

為山線自腳踏車道，可與全國腳踏車道網整合，創造綠色網路的整體

意象，提供民眾休閒運動的空間。 

4.4.7 松山機場再生計畫 
方案編號：N-23 
主辦機關：交通部 
協辦機關：內政部、台北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台北市 
內容說明： 

1. 松山機場位居台北市區中央地帶，近年來台北市發展偏重台北科技走

廊之際，松山機場已嚴重阻礙台北市區之南北聯繫，並且影響台北都

會區整體佈局。因此松山機場現有功能在機場捷運線完工通車後，應

全數移至桃園國際機場與其它國內機場。 
2. 松山機場擁有完整大面積與市中心區位等優勢，其再生計畫為台北市

空間再結構與品質升級之契機。其再生計畫應以生態原則規劃，並應

整合基隆河南岸地區與原遭機場飛航管制地區之再發展，且完備與台

北科技走廊之緊密關係，整體規劃成具優質住宅、經貿商業與大面積

兼供遊憩休閒生態之綜合功能地區。 
3. 松山機場再生計畫應與台北都會綠環計畫相互整合，扮演提升台北都

會區域整體空間品質之重要角色。 

4.5 形成後工業區域城市網絡、強化高科技產業 

4.5.1 台北都會區域整體規劃 
方案編號：N-24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台北市政府、台北縣政府、基隆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 
內容說明： 

1. 台北都會區域範圍包括台北市、台北縣與基隆市。台北都會區域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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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未來都將是台灣最重要之核心區域，必須促進台北市與其他核心產

業城市間之合作與角色分工，轉換目前過度依賴台北市之金字塔型都

會結構，而成為多核心的網絡空間結構。 
2. 建議整體規劃內容包含五大主軸及策略：(1)打造世界級的科技文化創

意基地；(2)改造都會區環境體質朝向生態城市發展；(3)重新調整台北

都會區域內之的科技產業園區之關係；(4)在現有大台北捷運架構下，

進一步整合北北基之大眾運輸資源，並選擇適當地區推動 TOD 計畫；

(5)推動指標性都市更新計畫。 
3. 有關區域治理之機制，短期內建議藉由地方政府間之區域合作管道之

建立，來創造都會整合之效應。中長期則應推動北北基三縣市之合併。 

4.5.2 桃園都會區域整體規劃 
方案編號：N-25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桃園縣政府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桃園縣 
內容說明： 

1. 以桃園市、中壢市為桃園縣區域發展核心，並結合八德市與平鎮市所

形成之桃園舊都會發展核心。 
2. 發展桃園航空城，以青埔高鐵特定區（國際商務城）為新都會發展核

心。 
3. 利用捷運網路（機場捷運、桃林鐵路、捷運藍線、台鐵捷運化）結合

以上兩大都會發展核心，進行桃園都會區域整體發展規劃。 

4.5.3 新竹都會區域整體規劃 

方案編號：N-26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新竹市、新竹縣 
內容說明： 

1. 以頭前溪流域發展軸，進行新竹都會區整體發展規劃。 
2. 利用台鐵捷運線以及內灣捷運線所形成的捷運路廊，整合新竹市、竹

北市、六家高鐵特定區及竹東鎮之整體發展。 

4.5.4 新竹科學園區配套計畫 
方案編號：N-27 
主辦機關：國科會 
協辦機關：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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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新竹科學園區及其周邊 
內容說明： 

1. 基隆至新竹之都市及高科技發展廊帶，為台灣之科技經濟引擎，此一

都市及高科技發展帶之國際競爭力之維持與效率之提升，為北部區域

發展之核心課題。 
2. 為滿足新竹科學城發展計畫未來之活動需求，並落實「永續發展」之

目標，需對現有之都市計畫作機能性之調整，如關埔都市計畫及新竹

科技特定區計畫之訂定，有助提昇科技產業商務服務。 

4.5.5 一般工業區再生計畫 
方案編號：N-28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各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全區 
內容說明： 

1. 專案檢討調整輔導產業空間轉型與再利用：診斷工業區發展趨勢與定

位，促進閒置與捷運系統節點工業區再發展，符合都市發展機能。 
2. 選定之重點策略地區包括台北縣之中和、土城、新店，桃園縣之南崁、

中壢等，應擬訂都市更新計畫，引導空間功能轉型。 

4.5.6 台北科技走廊計畫 
方案編號：N-29 
主辦機關：台北市政府 
協辦機關：國科會、經濟部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台北市 
內容說明： 

1. 台北科技走廊為一整合型計畫，目的為發展台北市成為世界級科技產

業中心，以吸引更多資訊、生物、通訊科技及文化創意產業等廠商在

台北設立研發及區域營運中心。建議計畫範圍東起南港經貿園區、經

內湖科技園區與北投士林科技園區，西迄關渡工業區。 
2. 建議進行擴大內科園區範圍之規劃，使其包括內湖、大彎北段、羊稠

小段（五期重劃）、蘆洲里及南港軟體經貿園區。並應儘速開發士林北

投科技園區，並進一步向北延伸至洲美地區，形成產業聚落，做為未

來發展營運、創新及研發的基地。 
3. 建構便捷之松山機場-內湖-南港及內湖-松山車站-信義商圈之輕運量

系統，健全商務、生活交通服務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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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新竹市都市更新計畫 
方案編號：N-30 
主辦機關：新竹市政府 
協辦機關：內政部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新竹市 
內容說明： 

1. 建議之更新地區包括中正路夜市及國際商場周邊地區與新竹火車站後

站地區。 
2. 中正路夜市及國際商場周邊地區更新計畫：位於市中心精華區夜市，

未來將以文教商務特定專區之意象，提供商業兼具社教及停車場功能。 
3. 新竹火車站後站都市更新計畫：配合公道 5 快速道路的完成，於後站

建立新的長途客運轉運機能；藉由前後站立體連通系統與舊站核心商

業休閒文化發展圈之串聯，將前站之商圈活動引入後站，推動周邊土

地活化再生，建立新竹市新門戶意象。並配合台鐵捷運系統解決區內

交通。 

4.5.8 桃園國家門戶經貿特區整體計畫 
方案編號：N-31 
主辦機關：交通部 
協辦機關：經建會、內政部、桃園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桃園縣 
內容說明： 

1. 台灣在亞洲具有絕佳的地理位置，桃園縣因國際機場而可定位為與世

界接軌的國家門戶。航空城計畫應以強調航線、物流、會展、產業等

面向進行整合規劃。 
2. 加速推動機場聯外捷運系統，並進行站區周邊土地整體規劃，使國家

門戶之各項功能需求能獲得充分支援。 

4.5.9 基隆市都市更新計畫 
方案編號：N-32 
主辦機關：交通部 
協辦機關：內政部、基隆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基隆港週邊 
內容說明： 

1. 藉由都市大型遊憩空間與商業活動的整理及公共設施的連繫，建立港

區開闊的門戶意象。 
2. 基隆港的市中心區即基隆火車站及西 2 西 3 碼頭都市更新已被列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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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指標性都市更新計畫之一，未來規劃為商旅專用區，涵括交通轉運

(鐵公路及航運)、商業辦公、水岸休閒娛樂、藝文展演等機能。 
3. 基隆海洋廣場亦已被列為國家重要交通門戶計畫，藉由水岸空間之建

構、公共環境的整備，創造安全舒適的徒步空間，並開啟港灣城市之

願景。具體之作法包括擬定基隆市景觀計畫、實施都市設計管制、環

境設施減量、重視步行空間與多樣化運具選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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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參-6 北部區域都市、交通及產業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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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參-2 北部區域實施策略方案一覽表 

期程 策略 編號 方案/計畫 實施地區 主辦機關 方案來源

短 N-1 
劃設中央山脈與雪山

山脈保育軸 

中央山脈

與雪山山

脈沿線地

區 

內政部 中央部會

施政方案

短 N-2 
北台灣河域生態廊道

計畫：大漢溪/頭前溪/
蘭陽溪河域 

大漢溪、

淡水河、

頭前溪、

蘭陽溪河

域範圍 

內政部 中央部會

施政方案

短 N-3 台北都會綠環計畫 台北縣、

台北市 內政部 中央部會

施政方案

短 N-4 
桃園雙圳生態廊道計

畫 桃園縣 桃園縣 
政府 

專家 
座談會 

短 

以集水區

為單元形

成生態網

絡 

N-5 
北台灣河口濕地生態

保育帶計畫 

北部區域

等八縣市

之沿線海

岸 

內政部 專家 
座談會 

短中 N-6 
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

計畫 

石門水庫

集水區範

圍 
經濟部 專家 

座談會 

短 N-7 
北縣塔寮坑溪整治計

畫 
塔寮坑溪

中下游 經濟部 中央部會

施政方案

短中 

國土保安

與防災 

N-8 
台北都會區滯洪池計

畫 
北部區域

各縣市 內政部 專家 
座談會 

短中 N-9 水岸城市景觀計畫 
 

台北縣 
台北市 
桃園縣 
新竹縣 
新竹市 
基隆市 

內政部北

部各縣市

政府 

專家 
座談會 

短 N-10 
瑠公圳暨中港大排再

生計畫 
台北市、

台北縣 

台北市政

府、台北

縣政府 

專家 
座談會 

短 

強化區域

景觀特色 

N-11 
台北縣東北五鄉鎮整

體計畫 

台北縣石

碇 、 瑞

芳 、 平

溪 、 雙

溪、貢寮

等五鄉鎮

台北縣政

府 
專家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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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參-2 北部區域實施策略方案一覽表(續) 

期程 策略 編號 方案/計畫 實施地區 主辦機關 方案來源 

短中 N-12
桃園千塘農村景觀保

護計畫 桃園縣 農委會 專家 
座談會 

短中 N-13
蘭陽平原農村景觀保

護計畫 宜蘭縣 農委會 專家 
座談會 

短中 N-14
台 3 線客家文化景觀

廊道計畫 

桃園縣、新

竹縣、苗栗

縣之台 3線
沿線地區

客委會 專家 
座談會 

短/中 N-15
脊樑山脈原住民文化

景觀廊道計畫 

桃園縣、新

竹縣、苗栗

縣之台三

線沿線地

區 

原民會 專家 
座談會 

短中 

強化區域

景觀特色 

N-16
套裝旅遊路線資源管

理計畫 全區 交通部 
觀光局 

中央部會

施政方案 

中 N-17 北宜直線鐵路 台北縣、

宜蘭縣 交通部 縣市 
座談會 

中 N-18
桃園捷運網絡都市空

間發展計畫 桃園縣 桃園縣 
政府 

專家 
座談會 

中 N-19

台北縣 T.O.D.計畫：

板橋-新莊/土城-樹林/
三峽 -鶯歌都市核心

再造計畫 

台北縣 台北縣 
政府 

專家 
座談會 

短中 N-20
台北市中央公園暨中

央車站計畫 台北市 台北市 
政府 內政部 

短中 N-21 首都核心區再造計畫
台北舊城

區範圍 
台北市 
政府 

縣市 
座談會 

短中 

推動
Green 
Urbanism
提升都市

空間品質 

N-22 人本交通發展計畫 

台北縣 
台北市 
桃園縣 
新竹縣 
新竹市 

交通部 專家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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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參-2 北部區域實施策略方案一覽表(續) 

期程 策略 編號 方案/計畫 實施地區 主辦機關 方案來源

短中 

推動
Green 
Urbanism
提升都市

空間品質 

N-23 松山機場再生計畫 台北市 交通部 專家 
座談會 

短中 N-24 
台北都會區域 
整體規劃 

台北市

台北縣

基隆市 
內政部 專家 

座談會 

短中 N-25 
桃園都會區域 
整體規劃 

桃園縣 內政部 專家 
座談會 

短中 N-26 
新竹都會區域 
整體規劃 

新竹縣

新竹市 內政部 專家 
座談會 

短中 N-27 
新竹科學園區 
配套計畫 

新竹科學

園區及其

周邊 
國科會 

專家座談

會/縣市座

談會 

短中 N-28 
一般工業區 
再生計畫 

全區 經濟部 
專家座談

會/縣市座

談會 

短中 N-29 台北科技走廊計畫 台北市 台北市政

府 
專家 
座談會 

短/中 N-30 新竹市都市更新計畫 新竹市 新竹市政

府 
縣市 
座談會 

短中 N-31 
桃園國家門戶經貿 
特區整體計畫 桃園縣 交通部 縣市 

座談會 

短 

形成後工

業區域城

市網絡、

強化高科

技產業 

N-32 基隆市都市更新計畫
基隆港 
週邊 交通部 縣市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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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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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區域空間結構 

(1)  中部區域地勢東高西低，東半部為中央山脈高山地區，西半部則是

平原地形，大肚台地與八卦山座落其間，並與東側低山地區形成台

中盆地。另本區北以苗栗丘陵與北部區域為界。 

(2)  區域內四大主要河川皆由東向西貫穿全區，形成地理分界。由北至

南分別為大安溪、大甲溪、烏溪及濁水溪。大甲溪及烏溪中下游河

段為本區域高度都市化地區；濁水溪之中下游平原沖積扇則為主要

之農業發展區。 

(3)  本區域西南沿海，因地方產業之土地利用方式失衡及當地特殊地質

條件，長期積累而造成大面積地層下陷，在彰化縣及雲林縣形成災

害潛勢區。 

(4)  本區域沿海地區於主要河口具有生態重要性之濕地及野生動物棲息

地。 

(5)  由於地形地質容易填海造地，沿海地區之重要土地利用，由北而南

分別有台中港區、彰濱工業區以及麥寮離島工業區等三大工業區帶。 

(6)  中部區域內主要都會核心區為位於台中盆地之台中都會區，次要核

心區則為彰化市及南投市。本區因位處台灣中部，與北、南、東各

區往來的可及性最佳，南北向之交通動線有國道、高鐵及台鐵山海

線在此交會，近期內東西向之國道 6 號亦將全線通車，未來將大幅

縮小本區域主要都會區至高山地區之交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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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肆-1 中部區域空間結構圖

2.區域空間發展課題 

2.1 生態網絡 
(1)  高海拔地區高山農場：由於種植水蜜桃、高接梨、高山茶、高冷蔬菜

等經濟作物所帶來的利潤，造成集水區內除了農牧用地已大量栽種農

作物外，在林業用地從事農作的超限利用情形亦十分嚴重。大量移除

當地原有深根性林木，而栽植淺根性的農作物，已造成生態環境破壞

及坡地水土保持的重大課題。 
(2)  四大河川流域生態網絡：中部區域的四大主要河川，大致上皆由東側

的高山地區，向西流貫丘陵及平原地區，在整體區域的生態網絡建構

上極具意義。大甲溪及大安溪上游的土石流防治、濁水溪中下游河段

景觀、大肚溪河口段之高度都市化地區等，皆為本區域河川流域生態

網絡之重要課題，未來應從生態、景觀、親水及防洪等觀點，進行全

流域之整體規劃。 
(3)  海岸潮間帶人工化：中部區域沿海地帶原是台灣西部海岸生態環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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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之潮間帶，及重要生態溼地分布區，如：大甲溪口高美濕地、大

肚溪河口濕地、福寶濕地、大城濕地等，惟此區域之因沿岸工業區的

發展，包括：台中港區、彰濱工業區及雲林麥寮工業區等三大主要工

業地帶，已造成海岸生態資源破壞及潮間帶的破碎及人工化。 

2.2 國土保安與防災 
(1)  沿海地層下陷區及易淹水洪患區：依近年來台灣地區地層下陷之調查

結果顯示，彰化縣大城鄉每年仍有 10 公分以上之下陷速率，雲林縣

下陷中心漸移往內陸之土庫、元長等地區，地層下陷日趨嚴重。以

2004 年敏督利颱風外圍環流帶來之暴雨，造成雲林縣 20 個鄉鎮市之

淹水災害水深約 70 公分、時間長達 20 餘日為例，地層下陷已嚴重損

害雲林地區的排水系統功能。 
(2)  大甲溪上游土石流災害區：歷經 921 大地震後，中部區域地表土石碎

裂鬆動，原本敏感地質更加脆弱，每遇颱風豪雨，即容易發生大規模

的洪水及土石流，威脅聚落及產業安全。大甲溪上游地區含大量崩塌

土石及沖積土的土壤地質條件，即便沒有人為擾動，大地要恢復穩定

常態，亦絕非短時間可以達到。大甲溪上游之農業、觀光及原住民族

之土地利用方式，必需加以轉型，方能避免遇災受損。 

2.3 景觀及人文特色 
(1)  觀光特色資源需強化整合：中部區域具備豐富的山、海、屯等自然地

景，區域內有極具台灣代表性的日月潭、阿里山、玉山等國際級景觀

資源。在中部區域聯外交通系統已臻完備之際，應積極整合區域特色

景點，形成系統，以吸引國內外遊客到訪，利用區域特色，發展中部

區域觀光休憩產業。 
(2)  八卦山地區需進行整體規劃：中部區域內有大肚山及八卦山兩處丘陵

台地地形，前者都市化開發程度已高，八卦山區位極佳，且則仍維持

低密度之農業利用，未來應在維護其景觀資源之前提下，進行整體規

劃利用。 
(3)  彰雲地區糖業遺產之保存與再生：彰南地區之溪洲及雲林虎尾地區仍

保有日據時期製糖工業之遺產，如：運糖的五分車、鐵道、製糖工業

空間等，應視為本區重要之人文景觀資源，並與周邊農村景觀結合，

加以整體規劃與妥善利用。 

2.4 都市體系、產業與交通 
(1)  台中縣市合併升格：台中都會區近年來因中科、精密機械工業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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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快速發展，面臨都會區城鄉發展不協調之困境。如何透過行

政轄區的調整、台中縣市合併升格，提昇政府部門之行政能力，使台

中都會區能具有帶動中部區域發展火車頭之功能，成為重要課題。 
(2)  自由貿易港區擴大：台中自由貿易港區現規劃總面積 536 公頃，為目

前已申設成立之自由貿易港區中，腹地面積最大者，具有「境內關外」

的租稅優惠，以及通關程序簡化的優勢。未來若能以經濟特區之概

念，讓資本、勞動力及人貨之流動具有高度之自由性，將能更進一步

帶動中部產業活動，改善產業結構與所得，減少人口外移，可使中部

區域具有銜接國際市場與國內生產的樞紐功能。 
(3)  違章工廠林立：中部區域之農地利用管理失控，到處可見違規工廠零

星散漫發展，以台中縣烏日鄉溪南及彰化縣和美、社頭一帶最為嚴

重。違章工廠缺乏污染防治設備，造成土壤、地下水及河川污染，嚴

重影響土地資源的未來利用。 
(4)  區域內軌道交通機能不完善：高鐵時代來臨後，中部區域應重新檢視

規劃舊有交通系統與新建系統的連結，進行轉型與因應，以有效強化

交通資源的效率與效益。中部區域應強化大眾運輸服務水準，如：快

速公車系統及台鐵捷運化；台鐵山線與海線應予以連結形成環線，並

與都會區捷運系統整合，亦為重要課題。 
(5)  沿海重工業發展基地之評估：台灣是否仍繼續發展重化工業？或是在

何處發展？需要有更深入的部會層級討論，做為政策指導。目前因南

部區域之重化工業遷廠或新建用地之需求，使得中部區域面臨接納重

化工業移入之壓力。彰化及雲林地方政府各自積極爭取重化工業能移

入沿海之既有閒置工業用地或海埔新生地，以活絡地方經濟，增加居

民就業；惟大型重化工業之移入，卻也將造成沿海土地利用之生態破

壞及區域居民生活環境品質惡化之疑慮。應否將中部區域沿海發展成

為台灣之基礎工業基地？此課題值得深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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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區域空間發展願景 

3.1 以集水區為單元形成生態網絡 
(1) 中部區域東側之高海拔地區及重要集水區，應以國土復育條例之精

神，予以保育及復育。屬原住民傳統生活領域，應妥善予以規劃。 
(2) 中部區域四大河川流域應以生態、防洪及景觀之概念予以整體規劃，

並建立跨流域之河川治理機制。 
(3) 沿海河口地區、重要之濕地及野生動物保護區，應予以串連及修補，

連結由高海拔山區、低山地區及平原農地區至海岸地區之完整生態網

絡。 

3.2 強化區域景觀特色 
(1) 將中台灣之花卉景觀與精緻農業結合，同時保存具歷史人文特色之農

業特色地景資源，如八堡圳、濁水溪兩岸之農業景觀及彰雲地區製糖

工業遺產等。 
(2) 八卦山為區域內重要之自然景觀，並生產品質優良之農特產品，對彰

化與南投之未來發展具有重要性。其東面緩坡具備發展高品質優質生

活住宅區之條件，應妥善加以整體規劃。 
(3) 串連中台灣現有之觀光廊道，如：阿里山鐵道、玉山至日月潭、集集

線、埔里至合歡山之脊樑山脈等景觀路線，並往南延伸至故宮南院、

嘉義沿海，建構為中台灣觀光廊道網絡。 

3.3 推動 Green Urbanism 
(1) 中部區域之軌道運輸因應高鐵通車，應整合台鐵舊有鐵道系統、台鐵

捷運化及都會區域捷運系統，形成符合Green Urbanism理念之軌道網

絡。 
(2) 透過原台鐵的山海線之捷運化，建構環狀鐵路系統，結台中都會區、

豐原次核心、中部國際機場、以及大肚山西側走廊。並輔以區內都會

捷運系統之建設，擴展都會影響範圍至彰化員林及南投中興新村，強

化中部區域之都會機能。 
(3) 保留中部區域糖業工業遺產，活化運糖鐵道與製糖工業空間，並善用

既有之台鐵山海線設施，串連舊鐵道、水圳及腳踏車道，構築人本交

通路網，同時提升農村地景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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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分散首都機能，營造具創新與行政機能之中部都會區域 
(1) 依循「地方制度法」與「行政區劃法」儘速完成台中縣市合併升格，

成為台灣第三個直轄市，並以台中港和清泉崗機場為基礎，發展具有

國際海空港之大都會區，與台北、高雄共同形成台灣西部經濟走廊的

三大核心，平衡北中南的區域發展落差。 
(2) 分散國家首都機能，進駐中部區域交通便捷之大型公有土地，如：中

興新村、高鐵烏日站特定區、成功嶺與原省議會舊址等地區，利用中

彰投地區的地理優勢與人文特性，打造一個區域性生活首都。 
(3) 整合台中都會區既有之文化藝術館，投資新設重要藝術設施，包括：

台中歌劇院、自然科學博物館、台灣美術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

灣工藝研究所、台灣設計、藝術與建築展演中心等。結合中部區域各

大專院校建築、設計、空間規劃與藝術系所，輔以整體軟硬體之配套

措施，將帶動中部文化創意產業更前衛之發展，形成都市魅力。 

3.5 發展中部經濟特區 
(1) 強化中部科學園區之國際產業競爭力，並提升技術研發水準，輔以政

策及法令的鬆綁，擴大自由貿易港區對產業正面積極的效應。 
(2) 擴大中部科學園區，除了往北串連后里基地，往南連結台中精密機械

園區、彰化矽品精密工業廠區外，考量廠商進駐之意願，在適當地區

新設或擴大科學園區基地，結合台中都會區範圍內各大專院校、技術

研發及育成中心，促進中部地區產業轉型，形成完整的高科技產業聚

落。 
(3) 以現有台中港特定區計畫為範圍，結合區域內清泉崗國際機場之優勢

區位條件，並以中台灣科技走廊、中部地區精密機械工業及地方傳統

中小企業之厚實產業為基礎，推動水湳成為國際會展及世界貿易中

心，發展具境內關外特性之中部經濟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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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肆-1 中部空間願景說明表 

 

以集水區為單元形成生態網絡 

• 落實東側高海拔地區及重要集水區的生態保育。 
• 規劃四大河川流域之整體治理機制。 
• 建構沿海河口地區、重要之濕地及野生動物保護區、高海拔山區、

丘陵、平原、農地區至海岸之完整生態網絡。 

強化區域景觀特色 

• 規劃中台灣之農業地景及彰雲地區製糖工業景觀。 
• 定位八卦山區域為中部陽明山。 
• 形成阿里山鐵道、玉山至日月潭、集集線、埔里至合歡山之脊樑山

脈等中台灣景觀路線。 

推動 Green Urbanism 

• 建構中台灣環狀鐵路系統。 
• 完善舊鐵道、水圳及自行車道之人本交通路網。 

分散首都機能，營造具創新與行政機能之中部都會區域 

• 依循「地方制度法」與「行政區劃法」儘速完成台中縣市合併升格。 
• 分散國家首都機能，進駐中部區域交通便捷之大型公有土地。 
• 整合台中都會區既有之文化藝術館，投資新設重要藝術設施，輔以

整體軟體之配套措施，形成創新都市魅力。 

發展中部經濟特區 

• 擴大中部科學園區，促進中部地區產業轉型，形成完整的高科技產

業聚落。 
• 法令鬆綁，擴大自由貿易港區對產業正面積極的效應，發展具境內

關外特性之中部經濟特區。 



台灣國土及區域發展實施方案成果報告書 

 95

 
 

 

 

 

 

 

 

 

 

 

 

 

 

 

 

 

 
圖肆-2 中部區域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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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區域空間發展策略方案 

4.1 保護山海河，建構完整生態地景網絡 

4.1.1 劃設脊樑山脈保育軸 
方案編號：C-1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農委會、經濟部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中央山脈、玉山山脈沿線地區 
內容說明：  

1. 依國土復育條例（草案）之精神，以海拔 1500 公尺等高線為界，並納

入周邊沿線之國家級保護區，劃設國土保育區。 
2. 保育區內，納入本區域內之國家公園，如：雪霸、太魯閣及玉山國家

公園等，及其他已劃設之保護區如：丹大野生動物保護區及國有林地

等。區內以生態保育為原則，禁止經營林業及農業開發。 

4.1.2 中台灣河域生態廊道計畫：大安溪/大甲溪/烏溪/濁水溪 
方案編號：C-2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經濟部、農委會、各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大安溪、大甲溪、烏溪、濁水溪流域範圍 
內容說明： 

1. 中部地區四大河川為此區從東側高山至西側海岸地區之主要生態廊

道，在區域整體的生態網絡建構上極具意義。應儘速推動上中下游以

生態流域為單元之整體治理機制。 
2. 大安溪士林堰以上、大甲溪石岡壩以上流域，河川土石堆積，嚴重影

響河川中下游流域生態。建議在河床石砂清運、流域生態及周遭景觀

環境上，應做一整體規劃考量。烏溪支流之貓羅溪下游平林段、溪水

埤、隘寮溪、平林、雙冬野溪，建議應從生態、景觀、親水及防洪等

觀點，進行流域之整體規劃。 
3. 烏溪、濁水溪上游流域廬山溫泉及清境高山農場，人為建設過多，建

議應考量流域及其周邊之高山生態，進行土地使用之總量管制，以生

態廊道之觀念，予以修補。烏溪下游河口地區，都市人工化嚴重，其

生態廊亦應予以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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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大肚台地濕地復育計畫 
方案編號：C-3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台中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大肚台地周邊 
內容說明： 

1. 台中縣政府已完成大度山人工濕地規劃案，每一鄉鎮(清水、沙鹿、龍

井及大肚)中選出一優先設置之示範地點。 
2. 本案建議強化濕地生態基礎資料調查，並進行動物植物資源及必要之

水文、地文資料之蒐集、棲地類型之調查、分析與定位。以國際級濕

地為目標，提供生物多樣性的棲地，進行溼地回復改善計畫及旱地環

境之經營。 

4.1.4 中台灣河口濕地生態保育帶計畫 
方案編號：C-4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經濟部、台中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中部區域濱海濕地 
內容說明： 

1. 中部區域沿海地帶是台灣西部生態環境上重要之潮間地帶，因沿岸台

中港的設置、彰濱工業區及麥寮工業區的使用等，造成沿海潮間帶的

破碎及人工化。 
2. 維持中部地區現有的溼地生態環境，如：大甲溪口高美濕地、大肚溪

河口濕地、福寶、大城濕地等，未來應限制土地開發，以建立工業區

與自然環境共生共容的海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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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肆-3 中部區域生態網絡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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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推動綜合治理，強化國土保安與防災 

4.2.1 大甲溪上游土石流整體治理計畫 
方案編號：C-5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農委會、內政部、台中縣政府 
辦理期程：中、長期 
實施地點：台中縣和平鄉 
內容說明： 

1. 因為 921 震災及民國 93 年七二水災及艾莉颱風等，造成大甲溪上游河

段嚴重之土砂災害。其中又以和平鄉松鶴部落、谷關地區河道淤積最

為嚴重，河道兩岸住家及谷關溫泉商圈有防洪安全之虞。 
2. 除監測及於防汛期之短期防災措施外，應對大量堆積之土石方提出處

理對策，並以國土復育條例、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為核心精

神，透過對災害潛勢的研析，對大甲溪上游流域土地利用進行合理規

劃。 

4.2.2 彰化-雲林地層下陷地區防治計畫 
方案編號：C-6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各縣市政府、內政部 
辦理期程：中、長期 
實施地點：彰化縣、雲林縣 
內容說明： 

1. 彰化地區下陷區域集中在芳苑以南地區，下陷範圍以大城鄉為中心

向外輻射，年平均下陷速率超過 3 公分並持續下陷地區包含芳苑

鄉、二林鎮、竹塘鄉、埤頭鄉等地。雲林沿海地區近幾年之年平均

下陷速率約 3 至 6 公分，下陷速率雖然減緩，但地層仍屬持續下陷

之型態，目前下陷中心分布在土庫、元長及褒忠等較內陸鄉鎮。 
2. 建議依「第二期地層下陷防治執行方案」及彰化雲林地區之環境規

劃辦理防治工作。防治工作包括「積極開發新興替代水源」、「降低

產業用水需求」、「加強用水管理」、「提高用水效率」、「建置監測預

警系統」、「地下水保育與管理」、「教育宣導與訓練」等，多方面防

治彰化雲林地區地層下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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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雲林沿海地區國土復育計畫 
方案編號：C-7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雲林縣政府 
辦理期程：中、長期 
實施地點：雲林沿海四鄉鎮、水林鄉 
內容說明： 

1. 經建會於 94 年 10 月 17 日召開「地層下陷國土如何復育及利用專案小

組」會議，選定雲林南部北港溪以北、牛挑灣溪以南範圍做為示範區。

「水利署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亦選定雲林南部沿海地區為示範

區。 
2. 配合國土復育方案及彰化雲林地區地層下陷防治計畫，劃設此區為國

土復育促進地區，除為減輕淹水災害外，須兼顧生態保育、景觀、親

水遊憩、水源供給等需求。 
3. 雲林沿海地區應因地制宜，運用綜合治水方法，以現有綜合治水規劃

成果探討與相關資料補充調查及分析，完成滯洪池、人工湖、埤塘、

溼地生態園區之初步設計、低地聚落填土墊高基地改建、聚落圍堤滯

洪抽排、填土新建社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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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肆-4 中部區域國土保安與防災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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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強調系統整合，保存區域景觀人文特色 

4.3.1 八卦山地區整體規劃 
方案編號：C-8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八卦山台地 
內容說明：  

1. 八卦山台地為中央山脈延伸進平原區的生態廊道，自然資源多樣，在

生態網絡建構上具有重要意義。惟八卦山於明鄭時期便已開發，故人

文景觀亦十分豐富，且因其具中部平原制高點的特性，具有豐富的景

觀遊憩資源。 
2. 建議將此區定位為中部區域之陽明山，兼具生態、景觀、遊憩等功能，

適度發展成為中部區域低密度的優質住宅區，妥善進行整體規劃。 

4.3.2 彰化鹿港文化觀光廊道整體規劃 
方案編號：C-9 
主辦機關：文建會 
協辦機關：農委會、彰化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彰化縣 
內容說明： 

1. 八堡圳位於彰化平原，建於清康熙年間，已有三百年的歷史，其間鹿

港、員林、社頭、二水一帶，融合了閩南、客家及平埔族文化等，人

文景觀豐富。由於灌溉面積遼闊，其開發促使濁水溪下游平原成為台

灣農業重鎮。 
2. 本案建議利用八堡圳周圍的田園風光與歷史人文結合，進行此區之整

體規劃，提供台灣農村生活體驗。 

4.3.3 彰南花卉景觀整體規劃 
方案編號：C-10 
主辦機關：農委會 
協辦機關：經濟部、彰化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彰化縣 
內容說明：  

1. 彰化平原為台灣重要的花卉產地，其南端田中、台 1 線省道沿線一帶，

已集合休閒、生產、觀光功能規劃為「國家花卉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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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建議善用彰南花卉產地之優勢條件，進行整體規劃，使其成為具

有深度知性之中台灣旅遊地區。 

4.3.4 三義-后里人本交通廊道計畫 
方案編號：C-11 
主辦機關：交通部 
協辦機關：苗栗縣政府、台中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苗栗縣三義、台中縣后里 
內容說明：  

1. 台中縣政府近年以豐原為中心，推動東豐自行車道成效顯著。目前計

畫以后里環保公園為基地，搭配兩馬文化(含鐵馬車道、馬車道)，並利

用綠蔭、水色、鐵道、隧道、鋼橋等特色，形塑后豐鐵馬花廊意象。 
2. 為落實本案所提之人本交通願景，建議將台中縣后豐自行車道向北延

伸，跨越大安溪，與苗栗三義地區之舊山線廊道，及區域內軌道交通

運輸結合，形成一具人文與自然景觀特色之人本交通路網。 

4.3.5 彰化-雲林糖廠鐵道再生計畫 
方案編號：C-12 
主辦機關：交通部 
協辦機關：經濟部、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台糖公司 
辦理期程：中、長期 
實施地點：台鐵舊糖廠鐵道 
內容說明：  

1. 彰雲平原一帶為台灣早期製糖產業之重要基地，留有多處製糖產業的

工業遺蹟，如：彰化溪洲糖廠及雲林虎尾糖廠等，其原有運糖鐵道保

存完整，雲林地區總長度甚至長達百公里以上，為此區之重要人文資

源。 
2. 為落實本案所提之人本交通願景，加上近來腳踏車運動深受國人休閒

活動喜愛，本區應充分利用區域內舊有之運糖鐵道路網，結合水利圳

道、台鐵運輸等，形成一人本綠色交通網絡。 

4.3.6 中台灣觀光廊道網絡（日月潭-玉山-阿里山） 
方案編號：C-13 
主辦機關：交通部 
協辦機關：內政部、嘉義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嘉義縣、南投縣 
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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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部地區北有中央山脈之脊樑旅遊線、中有日月潭旅遊，南接阿里山

旅遊線，自然山景資源豐富，為台灣具吸引力之旅遊路線。本案建議

整合此三條套裝旅遊路線，並改善區域內部分旅遊缺口，強化觀光旅

遊品質。 
2. 串連由嘉義故宮南院-阿里山森林鐵路-玉山-日月潭-集集火車線-埔里-

合歡山等景點，提供一具國際競爭力之觀光廊道網絡，其中包括纜車、

小火車、高山、森林、海岸及文化等具中台灣代表性的旅遊經驗，積

極吸引中國、日本與歐美等國外遊客，前來體驗中台灣之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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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肆-5 中部區域景觀及人文特色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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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建構健全之都市、產業及交通機能 

4.4.1 台中都會區域整體規劃 
方案編號：C-14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台中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台中縣、台中市 
內容說明：  

1. 台中縣與台中市為中部區域都市化核心地區，實為同一生活圈，應以

行政區域調整合併升格直轄市，提升區域資源分配效率，與台北、高

雄共同形成台灣西部經濟走廊的三大核心之網絡城市區域，平衡北中

南的區域發展落差。 
2. 擴大後台中都會區之台中港和清泉崗機場，應由區域性交通節點發展

成為國際性海、空港，以因應中部區域與中國及其他亞太地區產業、

觀光及文化交流之需求。 

4.4.2 區域環狀軌道系統建置 
方案編號：C-15 
主辦機關：交通部 
協辦機關：台灣鐵路局、中部四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中、長期 
實施地點：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內容說明： 

1. 新闢台中縣清水到豐原的鐵道，連結台鐵縱貫山線與縱貫海線，使台

鐵在大台中地區形成環狀線。配合台鐵捷運化工程，並結合台中市捷

運綠線，形成雙環軌道路網。本計畫除可帶動環狀線內的地區發展，

並可連結中部區域城鎮，降低交通擁擠和時間成本，強化發展綜效。 
2. 此環狀區域軌道系統可進一步延伸台中捷運路網系統至南投縣中興新

村，並結合彰化員林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建構區域內完整的軌道與

捷運路網，提升區域競爭力。 

4.4.3 大台中都會區文化設施整體規劃 
方案編號：C-16 
主辦機關：文建會 
協辦機關：內政部、交通部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台中縣、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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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說明： 
1. 整合大台中地區文化藝術設施，包括台中歌劇院、自然科學博物館、

台灣美術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灣工藝研究所、台灣設計、藝

術與建築展演中心等，以形成區域文化藝術設施群落。 
2. 邀集中部各大專院校建築、設計、空間規劃與藝術系所等進駐文化藝

術館群，並透過產學合作的方式，帶動中部文化創意產業更前衛與進

步的發展。 

4.4.4 大型公有土地再利用規劃 
方案編號：C-17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經建會、台中市政府、台中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水湳機場、中興新村、成功嶺營地 
內容說明：  

1. 中部區域現有多處大型公有土地面臨使用轉型，包括：水湳機場、中

興新村、成功嶺新訓中心營地等，未來可釋出做為具國家級重要用途

使用。 
2. 水湳機場、中興新村已完成初步規劃。水湳機場定位為具有複合機能

之都市新綠核，規劃配置大型經貿展覽館、國際會議園區等各項重大

設施。中興新村業經營建署規劃後，定位為花園渡假休閒城市，分成

北中南三區塊，以「保存活用」為原則，維繫其過往「花園城市」環

境品質及紋理。 
3. 成功嶺新訓中心營地目前並無明確之規劃案，惟因鄰近高鐵烏日站，

區位條件極佳，未來可以朝向國家重要機關或公共使用方向規劃，以

期大面積公有土地成為地方再發展的觸媒。 

4.4.5 中台灣科技走廊整體規劃 
方案編號：C-18 
主辦機關：國科會 
協辦機關：經濟部、內政部、中台灣各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中台灣各縣市 
內容說明： 

1. 以中部科學園區為中心，往北串連到中科的后里基地，往南則連結台

中精密機械園區以及彰化矽品精密工業廠區、彰化玻璃園區，以引進

精密機械、光電、積體電路、生物科技、通訊、電腦周邊等六大產業，

形成完整的高科技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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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合台中都會區範圍內各大專院校、技術研發及育成中心，形成更具

競爭力的中台灣高科技走廊，並促進中部地區產業轉型，朝高附加價

值、高科技密集的方向發展。 

4.4.6 中部國家門戶經貿特區計畫 
方案編號：C-19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經建會、交通部 
辦理期程：中、長期 
實施地點：台中港特定區及其周邊地區 
內容說明：  

1. 以台中港特定區及其周邊劃設為經貿特區，對現有法令進行鬆綁，降

低勞工、資金、土地利用之限制，使經濟特區可以具有製造、物流轉

運、生活居住等功能。 
2. 整合經濟特區不同運具之聯運方式，強化機場、港埠等各項基礎設施，

提昇特區內之資源運用效率。 

4.4.7 彰化縣與台中縣傳統產業專區計畫 
方案編號：C-20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內政部、環保署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台中縣、彰化縣 
內容說明：  

1. 中部區域都市外圍地區，到處可見違章工廠林立於農業區，其中台中

縣烏日鄉溪南地區，彰化縣和美、社頭一帶密度甚高。 
2. 台中縣已提出「烏日(溪南)產業發展特定區計畫」。將違章工廠密集地

區納入都市土地管理，就未登記工廠密集且都市化程度較高之地區，

劃設產業發展區，配置合理完善公共設施，改善出入道路服務條件，

在兼顧農業生產及現有聚落生活考量下，合理規劃都市發展，達到提

高環境品質。建議彰化縣亦比照辦理金屬機械及社頭織襪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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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肆-6 中部區域都市、交通及產業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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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肆-2 中部區域實施策略方案一覽表 

期程 策略 編號 方案/計畫 實施地區 主辦機關 方案來源 

短 C-1 劃設脊樑山脈保育軸 

中央山

脈、雪山

山脈沿線

地區 

內政部 中央部會

施政方案 

中長 C-2 中台灣河域生態廊道計畫 

大安溪、

大甲溪、

烏溪、濁

水溪流域

內政部 中央部會

施政方案 

短中 C-3 大肚台地濕地復育計畫 大肚台地

周邊 內政部 中央部會

施政方案 

中長 

生態網絡 

C-4 
中台灣河口濕地生態保育帶

計畫 濱海濕地 內政部 中央部會

施政方案 

中長 C-5 
大甲溪上游土石流整體治理

計畫 
台中縣和

平鄉 經濟部 中 央 部 會

施政方案 

中長 C-6 
彰化雲林地區地層下陷防治

計畫 
彰化縣、

雲林縣 經濟部 中 央 部 會

施政方案 

中長 

國土保安

與防災 

C-7 雲林沿海地區國土復育計畫

雲林沿海

四鄉鎮、

水林鄉 
經濟部 中 央 部 會

施政方案 

短中 C-8 八卦山地區整體規劃 八卦山台

地 內政部 縣 市 座 談

會 

短中 C-9 
鹿港彰化文化觀光廊道整體

規劃 
彰化縣 
 

文建會 縣 市 座 談

會 

短中 C-10 彰南花卉景觀整體規劃 彰化縣 農委會 縣 市 座 談

會 

短 C-11
三義-后里人本交通廊道計

畫 

苗栗縣三

義、台中

縣后里 
交通部 縣 市 座 談

會 

中長 C-12 彰雲糖廠鐵道再生計畫 台鐵舊糖

廠鐵道 交通部 專 家 座 談

會 

短中 

景觀人文

特色 

C-13 中台灣觀光廊道網絡 嘉義縣、

南投縣 交通部 縣 市 座 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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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肆-2 中部區域實施策略方案一覽表（續） 

期程 策略 編號 方案/計畫 實施地區 主辦機關 方案來源

短中 C-14 台中都會區域整體規劃
台中縣、

台中市 內政部 專家座談

會 

中長 C-15 區域環狀軌道系統建置

台中縣、

台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交通部 專家座談

會 

短 C-16 
大台中都會區文化設施

整體規劃 
台中縣、

台中市 文建會 專家座談

會 

短 C-17 
大型公有土地再利用規

劃 

水 湳 機

場、中興

新村、成

功嶺營地

內政部 縣市座談

會 

短中 C-18 
中台灣科技走廊整體規

劃 
中台灣各

縣市 國科會 縣市座談

會 

中長 C-19 
中部國家門戶經貿特區

計畫 

台中港特

定區及其

周邊地區

經濟部 縣市座談

會 

短中 

都市、產

業及交通 

C-20 
彰化縣與台中縣傳統產

業專區計畫 
台中縣、

彰化縣 經濟部 縣市座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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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區域空間結構 

(1)  地形：南部區域位處阿里山和玉山山脈南行末端，西側之中央山脈因

斷層而劃出一道陡崖，綿延至南端的恆春半島。高山帶外圍海拔

100-500 公尺間為丘陵區，由南而北分別為竹崎丘陵、內門丘陵及恆

春丘陵。 

(2)  水系：南部區域由北而南計有北港、朴子、八掌、急水、曾文、鹽水、

二仁、阿公店、高屏、東港、林邊以及四重等 12 條主要河川流貫其

間。由於 80%降水集中於 5-10 月之夏季前後，豐枯期差異為各區域

之冠，導致水源呈現不穩定現象。河川乾季長，污染物易附著河床，

故南部河川污染較其他區域嚴重。 

(3)  海岸：南部區域北起嘉義東石，南迄屏東枋山，屬延伸性海岸，枋山

至東海岸則多為衝擊性海岸。北港溪口以南至二仁溪口之海岸內灘繼

續淤高，但外灘已漸被侵蝕，尤其二仁溪口以南至台灣尾端為侵蝕較

劇烈之海岸。 

(4)  平原：嘉南平原為北港溪與二仁溪之間的沖積平原；二仁溪以南至高

屏溪之間屬高雄平原；高屏溪以南由高屏溪沖刷形成屏東平原。 

(5)  城市發展區帶：城市發展帶位於海拔 50 公尺以下的西側平原，台南

與高雄二城皆瀕海構築，以港發跡，後逐漸向外擴大規模，並由台鐵

西部縱貫線、台 1 省道及中山高等重要交通廊道串連成北起南科、南

迄東港的南台都會發展帶。在廣闊的嘉南平原上，嘉義、太保-朴子

及新營為三個重要的發展中心；而屏東則是屏東平原上的重要發展中

心。除了南台都會發展帶之外，南部區域城市空間發展呈多核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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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伍-1 南部區域空間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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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區域空間發展課題 

2.1 生態網絡 

(1)  高山與丘陵高經濟作物種植影響山林保育：高海拔地區種植高附加價

值經濟作物，如：玉山、阿里山與中央山脈上的高山茶、高冷蔬果、

阿里山的山葵種植，嚴重影響保育以及生物棲地完整性。丘陵地區檳

榔種植面積逐漸擴大，大量墾殖衝擊高山與丘陵區的自然生態環境。 
(2)  平原地區生態棲地破碎：南部區域之平原地區幾乎已全部開發為城

鎮、工廠、道路、農地，水路交通便利的精華區域已因都市化及水泥

化，造成棲地破碎，不利於野生動植物的活動與生存。人類活動產生

的廢水與廢棄物污染問題，更造成野生動植物直接死亡或間接影響其

活動力。 
(3)  河川污染嚴重亟需改善：南部過去以來發展重化產業，例如：高雄楠

梓、小港、大社、仁武、林園、大寮等地區。由於對於該類型產業之

外部性缺乏有效處理，導致都會區域物化環境劣化，生物棲地遭受破

壞，亟待改善。區域主要河川污染嚴重，八掌、急水、鹽水、二仁、

阿公店與高屏等主要河川污染河段皆超過60%，不利生態環境。 
(4)  沿海河口地區濕地網絡有待串整：南部區域沿海河口地區濕地資源豐

富，目前已經指認的濕地包括曾文溪口與四草屬國際級濕地；鰲鼓、

好美寮、布袋、八掌溪口、官田、七股、鹽水溪口、楠梓仙溪、大鬼

湖、洲仔、南仁湖、龍鑾潭等屬國家級濕地。沿海濕地有待逐漸延展

與串整成為更完整的南部濕地生態網絡系統。 

2.2 國土保安與防災 

(1) 河川輸砂量減少加上突堤效應，導致西南沿海國土嚴重流失：河川上

游興建水庫、攔砂壩、攔河堰，把砂石攔在上游，河川輸砂量不足，

西部海岸侵蝕情形嚴重。漁港、商港等規劃設計不當造成突堤效應，

嚴重沖刷海岸線且導致國土流失，如：台南縣七股鄉的海岸目前以每

年2~3公尺的速度流失中。 
(2) 沿海地層下陷問題嚴重：南部區域包含有東石鄉、布袋鎮、鹽水鎮、

北門鄉、學甲鎮、東港鎮、林邊鄉、佳冬鄉以及枋寮鄉等9個鄉鎮，共

約414平方公里土地納入嚴重地層下陷區，占全台嚴重地層下陷區的

33%。地層下陷通常會造成水患加劇、造成暴潮、引發海水倒灌、降

低地下水涵容能力、增加海岸侵蝕作用以及影響地上結構物的安全等

問題，需以整體治理方式加以因應。 
(3) 水資源保育與調度：曾文水庫與南化水庫上游地區超限開發，影響水

質，而高屏溪流域之水資源亦有待加強保育。自然條件導致南部區域

水資源不足且不均。南部區域可大致分為兩個水資源需求區域：一是

嘉南平原，由於灌溉需求面積廣大但卻因受北迴歸線周邊地理環境影

響，氣候原應屬沙漠型態，因有颱風及東北風攜帶水氣而改變，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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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中央山脈阻隔而導致南部地區較為乾旱，導致本地區長期處於缺水

之窘境；二是高屏地區，地下水豐富但近年地下水受污染，且水位逐

年下降中。 

2.3 景觀及人文特色 

(1)  南部區域海洋文化資產豐富，但目前深掘不足：南部區域海岸線綿

長，人文資產與生物資源豐厚。同時台南台江內海為重要開台歷史場

域，惟目前海洋文化發展深度不足，並未有效結合海岸地區發展整體

規劃與行銷。 
(2)  族群文化地景缺乏有計畫保存與營造：南部區域文化資源豐富，然區

域文化資產並未進行大格局的整體研究與行銷，致區域發展缺乏文化

獨特性，例如：高屏地區由美濃-佳冬所形成的六堆客家文化廊道、

台江內海、倒風內海以及明鄭屯墾區域等歷史地景，以及阿里山與中

央山脈上鄒族、魯凱及排灣族原住民的特色文化廊道等，皆未能整體

規劃。目前點狀的地景保存缺乏文化張力。 
(3)  優質農漁村地景有待保護：隨著都市擴展，農漁村特有地景逐漸消

失，如：台南後壁良質米產地周邊所形成的平疇綠野農村地景、嘉南

大圳圳路景觀及東石、布袋、將軍等濱海水鄉與鹽田景緻等，皆需要

加強保護。 
(4)  熱帶氣候與物種多樣的環境獨特性有待凸顯：南部區域位處北迴歸線

以南，是北方溫帶環境的南緣，同時又是熱帶生態的北界，具熱帶氣

候條件且物種豐富，過去以來發展思維並未充分考量此重要環境獨特

性。 
(5)  區域資源整合格局不足：南部觀光資源豐富但未整合成配套，零星發

展缺乏競爭力，且未充分利用。高鐵通車之後，國際旅遊新增南進北

出、南進南出的機會，應整合具特色的旅遊線配套並進行國際宣傳。

例如：嘉義由濱海地區至阿里山地區所形成的山海軸線，可以與南投

日月潭周邊地區整合成多日遊旅遊軸線。 

2.4 都市體系、產業與交通 

(1) 區位條件優越但未能扮演區域經濟要角 
 南台灣位於亞太樞紐區位，然目前區域發展並未充份發揮該區位獨特

優勢，例如：高雄港、高雄國際機場以及安平港暨其周邊區域未能在

國際經貿與國際觀光市場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南台灣居北迴歸線以南，氣候條件有別於中、北部，以及東亞其他溫

帶地區，目前並未充分運用此氣候上的特性與差異性發展區域特色產

業、建築、能源與觀光等領域。 
(2) 區域國際接軌能力不足 

 急需較高等級之新國際機場，南部各縣市皆積極爭取新國際機場，區

位有待取得「共同解」。 
 面對嚴峻的國際競爭，高雄港有待轉型發展。 
 安平國際港周邊的觀光軟硬體設施與服務有待整備。 
 國際海空門戶地區（國際港與國際機場周邊地區）、嘉義、台南與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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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高鐵站區的功能有待提升，例如：在國際資訊交流、國際產業交流

等方面扮演櫥窗與樞紐的門戶功能。陸海空門戶地區的客、貨運聯外

運輸效率與品質亦有待加強。 
(3) 產業經濟有待國家創新體系介入協助轉型與昇級 

 區域發展甚倚重一級與二級產業，而該二類型產業皆面臨轉型壓力，

尤其產業外移衝擊傳統產業生產集群結構，亟需強化傳統產業競爭力

並思考建立新的產業根基。 
 服務業之質與量皆有待提升，生產者服務業尤然。當前亟需建構南台

灣「經濟發展新主軸」，邁向區域經濟永續之途。 
 各縣市間缺乏產業分工整合策略，無法創造區域經濟總和利益。 
 產業園區與周邊地區產業關係不強，應設法由產業內容、優惠方式、

空間規劃等面向謀求改善。 
 區域就業機會不足、人才外流，地區產業創新與國際行銷能力、國際

經貿與服務能力皆有所不足，人才培育與友善國際的環境整備等皆有

所不足。 
 氣候變遷促成全球減碳共識，進而在經貿上形成所謂的「綠色壁壘」，

高耗能與高排放的產業勢必面臨轉型。民國104年高雄煉油廠遷廠之

相關配套尚未擬妥，動向不明將影響高雄地區產業之投資意願。 
(4) 農業新價值與生活新典範有待建立 

 糧食與能源為區域永續發展的基本條件。南部區域人口密度相對不

高，且擁有深厚的農業發展基礎、農地資源以及熱帶氣候條件，有待

以永續發展的觀點重新審視上述條件，藉以重建農業新價值以及生活

的新典範。 
 南部區域農業基礎厚實但產值相對低落，亟待朝高附加價值的方向轉

型。南部農業人口佔台灣地區農業人口的40％以上，居各區域之冠，

為台灣地區農業發展重鎮，近十年來各項農業經濟指標皆呈衰頹之

勢，農民所得水準遠低於一般製造業或服務業從業人員，成為經濟上

相對弱勢的族群。 
(5) 環境優化及綠色能源之開發 

 全球化使得人才爭奪戰更趨激烈，為吸引並留住優秀人才，首要優化

區域的整體生活環境。 
 全球面臨能源危機，南部區域擁有廣大的農地、足夠的太陽光能，為

邁向永續發展，提高能源自主性並發展節能的生活型態與產業，將是

區域未來應重視的發展課題。 
(6) 整體運輸服務系統有待檢視與整合 

 由於高鐵通車，長程運輸市場發生變化，南部區域國內機場、台鐵、

乃至公路客運有待因應轉型調整。高鐵建設南末端點落址於北高雄的

左營，對於未能延伸至台鐵高雄車站備受議論，此外更有要求延伸至

屏東乃至潮州之倡議，應審慎研究。 
 城鄉網絡系統不健全導致城鄉關係僵化。由於城鄉間缺乏互動，無法

建構彼此間的發展網絡，導致鄉間因缺乏活動而顯得蕭條；而城市因

高密度發展且生活單調而顯得缺乏創意，主要係空間機能分工不佳與

網絡系統(包括運輸網路、資訊網路與合作關係)不健全所導致。 
 南部區域大眾運輸系統使用習慣尚未建立，大眾運輸供給不足，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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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的使用缺乏應有的限制與管理。高雄捷運後續路網以及台南都會

區輕軌系統之推動策略有待謀定，而台南-高雄都會軸帶之大眾運輸

系統亦必須有所定調。 
 人本運輸的思維未深入交通建設計畫，以車輛行駛導向的設計與建設

思維往往潛藏危機，特別是對於老弱婦孺較多的鄉間地區來說。 
(7) 建立空間秩序與提升空間美學有待努力 

 發展與保育之間缺乏明確的空間界定，導致空間發展脫序，都市結構

鬆散且發展蔓延，零星發展影響鄉村景觀。南部地區之產業普遍仍以

農業與工業為主，因此空間發展上較為分散且無系統，一般而言，城

市機能不足，而鄉間亦缺乏特色。 
 由於缺乏較明確的藍圖規劃，城鄉之間往往發生建設資源競爭，長此

以往，城市難以發揮其核心機能，而鄉間可貴的自然環境與田野風光

亦將因逐漸城市化而消失殆盡。此外，區域內尚有許多大型土地值得

思考活化與再利用，例如國防用地、產業外移之後的土地(例如高雄

煉油廠遷廠後土地)以及低度利用之國營事業土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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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區域空間發展願景 

3.1 以集水區為單元形成生態網絡 

(1) 有效保育中央山脈、玉山山脈及阿里山山脈生態環境資源，確保脊樑

山脈保育軸。 
(2) 以區域內12條主要河川河廊為基礎，建構區域河域生態網絡。 
(3) 串連區域沿海河口溼地，確保生物多樣性並作為區域發展生態旅遊的

特色環境資產。 
(4) 整合都會生活區域的藍綠帶，以都會區域內既有的溼地為基礎，延展

串連成都會溼地生態廊道，健全都會區域之生態網絡系統。 

3.2 落實國土保安與防災 

(1) 擬定全方位的策略，抑止西南沿海的國土繼續流失。 
(2) 透過整合治理計畫，兼顧地層下陷嚴重地區的國土保育與地區經濟。 
(3) 劃定特定範圍，採取積極的工具，保護區域重要水資源。 

3.3 強化區域景觀特色 

(1) 指認並活化重要文化景觀區域：結合西南沿海地區海岸與海洋資源整

體規劃，行銷開台歷史文化地景。台南市、安平、台江內海、倒風內

海以及明鄭屯墾區域等歷史地景皆具發展潛力，應結合海岸地區之發

展特色整體規劃與行銷。 
(2) 整體規劃高屛六堆客家文化地景：高屏地區由美濃-佳冬所形成的六堆

客家文化廊道應予保存與營造。 
(3) 保存並活化原住民文化地景資源：鄒族、魯凱、布農及排灣族之部落

領域與文化地景應予保存與營造。 
(4) 保護並行銷優質鄉村地景：隨著都市擴展，嘉南特色農村地景逐漸消

失，需要加強保護，如：台南後壁良質米產地周邊所形成的重要農村

文化地景、東石、布袋、將軍、七股、彌陀等濱海水鄉與鹽田景緻。 
(5) 善用自然與人文景觀廊道創造區域特色：善用高鐵與故宮南院等重大

建設契機，整合各部會資源推介嘉義濱海、平原帶及山區，即東石布

袋-故宮南院-阿里山所形成的大嘉義山海景觀軸帶，並與中台灣的日

月潭旅遊系統整合，形成具國際觀光潛力的多日遊套裝行程。 
(6) 整合南部區域海洋景觀資源，如東石布袋沿海、北門七股地區、台江

安平地區、永安、高雄旗鼓鹽地區、屏東大鵬灣、小琉球、恆春、墾

丁等濱海特色資源以及特色漁村生活文化，強化區域熱帶海洋特色。 

3.4 形構直接面對國際的南台灣城市圈 

(1) 掌握區域特質，避開競爭並集中資源開闢藍海，擴大區域合作格局，形構

南部熱帶海洋經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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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市場定位 
 高雄自由經貿地區：利用國際樞紐港優勢，整合既有產業園區軸帶，建構

自由經貿網絡。 
 台南自由觀光地區：利用國際觀光港優勢，結合地區景觀與文化特色資

源，發展具有地區文化特色的自由出入觀光區。 
 熱帶經濟典範：善用區域內農業生技、觀光資源及綠色能源潛力等因素，

引入創意，發展成為熱帶經濟典範區域。 
(3) 內部分工 

 國際經貿運籌中心：高雄市。 
 國際觀光服務中心：台南市。 
 文化創意中心：嘉義市、高雄市、台南市。 
 綠色能源產業群：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 
 農產生技產業群：屏東縣、台南縣、嘉義縣、高雄縣。 

3.5 確立區域分工與空間發展秩序 

(1) 具有核心運籌機能的核心國際都會軸(南台都會區) 
 有效整合都會軸內土地使用與運輸系統，成為南部生產者服務機能與消費

者服務業的中樞。強化都會軸內創新的能量與策略性產業。 
 強化南部國際機場與高雄國際港、安平港的國際接軌機能。提高都會軸內

人、貨與資訊的易行性及其環境與生活品質。 
(2) 具有獨特性與吸引力的重要核心城市群(嘉義、太保、新營) 

 建立更明確的發展主軸與訴求，強化對周邊鄉鎮的運籌能力，建立與其他

核心及周圍鄉鎮的夥伴關係。 
 形塑獨特的空間風格與氛圍，強調在地文化與藝術，並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3) 具有良好生活機能的支援衛星城鎮 
 強化與核心城市間的運輸服務系統，穩定衛星地區與核心地區的發展關係。 
 提高生活品質，以優質生活品質與核心區加以區隔。 

(4) 具有啟動效應的策略性發展區 
 強化產業園區與周圍地區的互動性，強化產學合作，建立生產鏈關係。 
 強化產業園區與母都市的關係。 

(5) 活化多元的鄉村空間 
 強化教育、研發與社區營造，建立農業生產與相關策略性生技園區的生產夥

伴關係。 
 發展休閒農業，重視保存農村文化並優化農村景觀與風貌。 
 發展半農半X與節能的生活模式。 

(6) 賦予新價值的山野及濱海空間 
 發掘與保存自然與人文資產，發展生態旅遊與學習。 
 鼓勵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降低環境災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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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伍-1 南部空間願景說明表 

 

以集水區為單元形成生態網絡 
• 有效保育中央山脈生態環境資源，確保中央山脈保育軸。 
• 以區域內 12 條主要河川河廊為基礎，建構區域河域生態網絡。 
• 串連區域沿海河口溼地，確保生物多樣性與區域特色環境資產。 
• 延展串連都會溼地生態廊道，健全都會區域之生態網絡系統。 

落實國土保安與防災 
• 擬定全方位的策略，抑制西南沿海的國土繼續流失。 
• 透過整合型計畫，兼顧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的國土保育與地區經濟。 
• 劃定特定範圍，採取積極的工具保護區域重要水源。 

強化區域景觀特色 
• 結合沿海地區海岸與海洋資源整體規劃與行銷開台歷史文化地景。 
• 整體規劃高屛六堆客家文化地景。 
• 保存並活化鄒族、魯凱、布農及排灣族之部落領域與文化地景。 
• 保護並行銷優質鄉村地景。 
• 整合推介大嘉義山海景觀軸帶，並與中台灣的日月潭旅遊系統整

合，形成具國際觀光潛力的多日遊套裝行程。 
• 整合南部區域獨特的海洋、濱海地區以及特色漁村生活文化，強化

區域熱帶海洋特色。 
形構直接面對國際的南台灣城市圈 

• 擴大區域合作格局，形構南部熱帶海洋經濟圈。 
• 推動高雄自由經貿特區，強化區域經濟運籌網絡。 
• 推動台南自由觀光地區，發展具有地區文化特色的自由出入觀光區。 
• 善用區域內農業生技、觀光資源及綠色能源潛力等因素，引入創意，

發展成為熱帶經濟典範區域。 
確立區域分工與空間發展秩序 

• 具有核心運籌機能的核心國際都會軸(南臺都會區)。 
• 具有獨特性與吸引力的重要核心城市群(嘉義、太保、新營)。 
• 具有良好生活機能的支援衛星城鎮。 
• 具有啟動效應的策略性發展區。 
• 活化多元的鄉村空間。 
• 賦予新價值的山野及濱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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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伍-2 南部區域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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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區域空間發展策略方案 

4.1 建構區域地景生態網絡 

4.1.1 劃設脊樑山脈保育軸 
方案編號：S-1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農委會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中央山脈海拔 1,500 公尺以上地區及已公告的各種保護區域 
內容說明： 

1. 農委會於 89 年 2 月 15 日完成中央山脈保育廊道之劃設，且已公告棲

蘭、雪山坑溪、瑞岩溪、丹大、鹿林山、關山、雙鬼湖等 7 處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與玉里野生動物保護區，完成各保護區域動植物資源

之初步調查及基層工作人員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動植物資源調查講習。

廊道位於南部區域者包括玉山國家公園、出雲山自然保留區、雙鬼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及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等保護區系統。 
2. 建議後續推動中央山脈保育廊道工作，並依據國土復育條例(草案)之精

神，將中央山脈海拔 1,500 公尺以及周邊相關的生態保護區域劃設為

「脊樑山脈國土保育軸」，禁止經濟營林與農作，進行更積極的保育。 
4.1.2 南台灣河域生態廊道計畫 
方案編號：S-2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環保署、農委會、內政部、各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南部區域北港溪等 12 條主要河川河域與埤池 
內容說明： 

1. 南台灣北起北港溪南迄四重溪等 12 條主要河川，目前河域生態面臨最

嚴重的威脅是河川污染。二仁溪、鹽水溪與阿公店溪為台灣污染最嚴

重的三條主要河川，其中二仁溪主要污染源來自生活廢水、養豬廢水

及列管事業廢水，污染與惡化程度均高居全台之冠。 
2. 建議應儘速透過相關法令或政策工具，對於影響河域生態的兩側土

地，劃定專區並進行管理、限制、引導及執法，根本管控污染源，並

採用生態工法進行河域整治，以改善生物棲息環境，確保其生存活動

環境。 
3. 除了水質改善之外，應對於區域內 12 條主要河川進行較大格局的水岸

河域生態景觀整體規劃，以 12 條河廊為基本架構，串連南台灣東側的

脊樑山脈保育軸與西側沿海河口濕地，建構南台灣之生態網絡系統。 
4.1.3 南台灣濕地保育帶計畫 
方案編號：S-3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經濟部、南部各縣市(除嘉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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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全區域重要濕地(鰲鼓—龍鑾潭) 
內容說明： 

1. 南台灣濕地資源豐富，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及沿海的河

口、潟湖、鹽田、沿海潮間帶，形成西南沿海濕地生態景緻；高屏溪

口為一典型之河口潮間濕地，在淡水、海水交融而成的河水內含有豐

富的藻類及有機物質，水生昆蟲、魚、蝦聚集，每年皆吸引大批候鳥

前來覓食。重要濕地等包括國際級濕地曾文溪口與四草，國家級濕地

鰲鼓、好美寮、布袋、八掌溪口、官田、七股、鹽水溪口、楠梓仙溪、

大鬼湖、洲仔、南仁湖、龍鑾潭等。 
2. 建議持續進行有系統的溼地生態調查以及評選工作，並研究訂定專法

進行溼地保育，逐步串整南部沿海河口溼地生態保育軸，確保生物多

樣性，並作為南部區域發展生態旅遊的重要環境資產。 
4.1.4 高雄都會綠環計畫 
方案編號：S-4 
主辦機關：高雄市政府 
協辦機關：內政部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西高雄 
內容說明： 

1. 高雄生態廊道之推動，代表高雄從工業城市到生態環保的轉型成就，

廊道北起援中港濕地，串連高雄大學生態池、半屏湖濕地、左營洲仔

濕地、內惟埤美術館溼地公園、本和里滯洪池、愛河中都濕地公園、

鹽水港濕地等。 
2. 建議持續延展並串連目前已成形的西高雄溼地廊道系統，以援中濕地-

高雄大學-半屏湖-洲仔-內惟埤-柴山-壽山-愛河中都溼地所形成的濕地

生態廊道為基礎，持續發展成為高雄都會綠環生態軸，串連高雄都會

區域內的生態系統，優化都會區內的生物棲息與活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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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伍-3 南部區域生態網絡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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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強區域國土保安與防災 

4.2.1 西南沿海國土復育計畫 
方案編號：S-5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農委會、內政部、嘉義縣、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屏東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西南沿海(嘉義-屏東) 
內容說明： 

1. 沙洲不只是台灣西南沿海的獨特景觀，更是天然屏障，由沙洲圍成沿

海 5 萬多公頃大的海埔地，亦是重要之國土資源。水利署在連續兩年

觀測西南海岸線後，提出沙洲已經逐漸消失的報告。台灣西南海岸線，

隨處可見木麻黃林倒塌，正是國土流失的明證。二仁溪口以南至台灣

尾端為西部侵蝕較劇烈之海岸。 
2. 建議將西南沿海國土嚴重流失地區劃設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針對國

土流失問題進行全方位的防治策略。檢討河川疏濬與水源開發工法，

沿海設施興建與填海造陸等工程必須進行更嚴謹的環境影響評估。以

避免因人為因素加速國土流失。 
3. 為有效保全西南沿海的國土資源，應輔以土地使用管制、徵收、補償、

生活照顧等各種政策工具協助計畫推動。 
4.2.2 地層下陷地區國土復育示範計畫 
方案編號：S-6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農委會、內政部、嘉義縣、台南縣及屏東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東石-學甲以及東港-佳冬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內容說明： 

1. 台灣地區發生地層下陷之區域大多分布於西南沿海地區，主要係因大

量超抽地下水所致。南部區域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主要集中於嘉義縣東

石鄉-台南縣學甲鎮以及屏東縣東港鎮-佳冬鄉二區段。 
2. 民國 84 年開始推動之第一期防治執行方案，雖有部份成效，然亦發現

許多嚴重的癥結，民國 92 年經檢討並後續第一期成果，提出第二期防

治執行方案，第二期的工作重點有六：(1)依據區位條件合理發展產業；

(2)推動區域水資源調配與管理；(3)加速消減洪澇災害損失；(4)落實地

層下陷區土地防護管理；(5)健全推動組織與協調機制；(6)持續教育宣

導與訓練。 
3. 建議依據第二期防治執行方案及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之精

神，以「東石-學甲」及「屏東-佳冬」二區塊進行全方位的整體規劃，

推動「地層下陷國土復育地區示範計畫」。 
4.2.3 南台灣重要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 
方案編號：S-7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內政部、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各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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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曾文水庫與南化水庫上游地區、高屏溪攔河堰以上地區等區域重要

水庫集水區 
內容說明： 

1. 曾文水庫興建之主要目的為提供嘉南地區灌溉用水，另具發電、防洪

和觀光的功能，是個多目標利用的水庫。惟曾文水庫上游的阿里山地

區，大面積種植高山茶、山葵、檳榔，嚴重破壞水土保持，使得表土

沖蝕作用增強，加速水庫淤積。依據調查顯示，曾文水庫的淤積率已

超過 18%，不但影響蓄水功能，也加速縮短水庫的有效使用期限。高

山地區農民施灑農藥、除草劑、肥料，許多有機、無機化合物注入溪

流，導致水庫水質惡化。 
2. 南化水庫主要功能為蓄水供給嘉義、台南、高雄等地區民生用水。南

化水庫淤積嚴重，成因可能與颱風雨造成上游溪流夾雜大量土石流及

濫墾有關。 
3. 依據水保局針對高屏溪上游集水區進行整體調查，發現近年來降雨集

中高屏溪流域，造成土砂災情擴大，尤以荖濃、隘寮溪最為嚴重，兩

溪沿岸流域山坡、林班地，坍塌及裸露面積達二千多公頃，範圍擴及

桃源、六龜、茂林鄉，甚至屏東縣霧台鄉好茶村、寶來一號橋附近等

地區，因上游山坡地坍塌，颱風挾帶滂沱雨勢，土砂流入溪流，造成

災害，也影響水質。 
4. 雖然上述重要水庫集水區皆已劃定管制範圍，惟目前法令偏向消極管

制，僅能治標無法治本，建議參考台北水源特定區之水資源積極管理

模式，針對重要水庫集水區劃定專區，建立重要水源地區整體管理機

制以提高區域重要水資源之保育效能。 
4.2.4 建立永續的區域水源開發調度模式 
方案編號：S-8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及屏東縣七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中、長期 
實施地點：全區域 
內容說明： 

1. 以水資源的觀點而論，南部區域可大致以二仁溪為界，劃分為兩個水

資源需求區域：以北的嘉南平原地區，由於灌溉需求面積廣大，但氣

候近沙漠型態，長期處於缺水狀態；以南的高屏地區，地下水與地面

水皆較豐富，但近年來地下水受污染，且地下水位連年下降，導致本

區域水資源調度問題不易克服。 
2. 建議保育區域水資源並建立合理的調配共享模式，其前提是依據區域

內各區塊之環境承載能力開發與調度區域水資源，確保水資源永續利

用。 
3. 建議進行水資源整體規劃，確認區域以及各區塊的供水能力並掌握區

域需水量，同時依據南部水資源特性，研究適合發展的產業內容，配

合建立多元用水調度模式，投入海淡等技術研發，並推動節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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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伍-4 南部區域國土保安與防災策略圖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130 

 

4.3 強化區域景觀特色 

4.3.1 六堆客家文化景觀廊道整體規劃 
方案編號：S-9 
主辦機關：客委會 
協辦機關：文建會、內政部、高雄縣及屏東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美濃-佳冬 
內容說明： 

1. 南台灣六堆地區是客家族群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區，不管在開拓的歷

史，以及其原本的母文化或是地理環境的特性，都讓六堆的客家生活

文化及當地建築形式具有相當的特色，六堆客家聚落多屬於集居型

態，也相當注重以人為中心的概念。 
2. 透過重視客家文化核心價值的整體規劃與景觀串連行動，加強地區發

展之內聚性與主體性。建議進行脈絡式的客家文化調查、地景發現與

保存，同時結合地區產業發展、生態廊道與人本交通相關計畫，並採

故事行銷的手法加強其文化影響力。 
4.3.2 開台文化景觀廊道整體規劃 
方案編號：S-10 
主辦機關：文建會 
協辦機關：內政部、台南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台江內海、倒風內海、鹽水及新營等明鄭屯墾區 
內容說明： 

1. 現今台南市的赤嵌樓古時樓前即為台江內海，鄭成功即是從鹿耳門港

攻入台江內海佔領赤嵌樓。台江內海到達現在的永康市及新市鄉。永

康市旁邊的新市鄉，即現在南科的所在地，古時稱「新港」，係台江內

海的港口。有關台江內海的文化意義，目前政府於安平地區已有著墨。 
2. 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已於民國 91 年列入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觀光

客倍增計畫」的單項計畫，整體計畫總經費 30 億元，面積約 467 公頃。

希望將安平打造為兼具歷史、觀光、旅遊、休閒、住宿、購物及娛樂

的休閒場所，目前園區內各項建設依進度推動中。 
3. 台南市政府自民國 92 年起積極推動台江國家公園計畫。國家公園預定

地隔鹽水溪與安平港國家歷史園區相望。其範圍為鹽水溪以北、曾文

溪以南、台 17 以西範圍陸域公有土地以及部份海域，面積約 210 公頃

(含海域 400 餘公頃)。以自然生態與漁、鹽產業以及開台歷史紀念地為

重點規劃方向。 
4. 倒風內海以將軍溪與台江內海相望，其範圍大約當今北門（台南縣）、

學甲、麻豆、下營、鹽水之間形成的內海，清朝時期內海的幾個重要

港口如麻豆港、茅港尾港和鐵線橋港舟楫繁忙，貿易鼎盛，至今當地

仍留有當時商旅繁榮遺跡，值得進行整體保存與規劃。 
5. 與該二內海相鄰尚有明鄭屯墾遺跡。明鄭屯營所在地以鹽水港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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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該地官兵民眷多來自福建漳州，為備清兵來襲，部份人口分遷新

營，鄭氏所設鎮營，在鹽水附近，遺跡可考者，尚有本協（在今後壁）、

後鎮（在今新營）、五軍營、果毅後、查畝（俱在今柳營)等地。 
6. 建議整合台江內海、倒風內海以及鄭成功屯墾遺跡等文化地景，大格

局串連開台文化主題史蹟，強化地區文化獨特性，透過強化嘉南平原

開台文化景觀特色，創造地區獨特性。建議進行脈絡式的文化調查、

地景發現與保存，並結合地區產業發展、西南沿海濕地生態廊道、人

本交通、特色農漁村及國際觀光港等相關計畫，採取文化創意產業之

體驗經濟營造模式，進行地區整體文化國際行銷。 
4.3.3 南台灣原住民文化景觀廊道整體規劃 
方案編號：S-11 
主辦機關：原民會 
協辦機關：文建會、交通部、嘉義縣政府、高雄縣政府、台南縣政府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鄒族(阿里山鄉、三民鄉、桃源鄉)、魯凱族(霧台鄉、茂林鄉、三地

門鄉)、排灣族(來義鄉、瑪家鄉、三地門鄉、泰武鄉、春日鄉、獅

子鄉、牡丹鄉) 
內容說明： 

1. 台灣原住民族群文化的內涵與特色，可以由傳統的居住地域予以區

隔。鄒族、魯凱與排灣為主要居住於南部區域的族群。台灣原住民文

化隨著社會的整體發展而有所變遷，昔日以部落為基礎的生活內涵，

因為與其他族群的接觸交流，逐漸產生融合並且吸納了外來的因素，

使原住民文化的傳承面臨新的挑戰。 
2. 建議藉由原住民族各族群對於傳承與振興傳統文化的自覺與實踐，以

及政府給予多元文化的尊重與空間的開拓，保存與活化原住民文化。

實質面的操作建議可透過保存與活化原住民族之聚落空間，結合生態

廊道與步道系統之串連，形成特色文化空間廊，而在文化精神層面，

透過脈絡式的文化調查，善用原住民傳統文化以及歌、舞、運動等天

賦，透過體驗經濟模式，發展生態旅遊以及地區文化產業。 
4.3.4 嘉南平原農村景觀保護計畫 
方案編號：S-12 
主辦機關：農委會 
協辦機關：文建會、台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台南縣後壁鄉周邊地區、嘉義縣其他農業聚落保存完整的地區 
內容說明： 

1. 嘉南平原為台灣重要的穀倉，後壁地區為台灣重要的良質米生產地，

建議保存一個以基礎農業、良質米生產為主題的農村樣貌，整體呈現

農村生態如水圳、埤塘、濕地等系統、農村生活智慧及農業生產之間

的鏈結關係，以凝聚鄉村居民的共識，保存嘉南平原農業生活文化的

特色。 
2. 建議規劃設立多功能展示及活動場所，提供地方辦理農業展覽及各項

文化、休閒、教育與農產品展示促銷等活動之固定場所。配合當地農

業區的產業特性、自然景觀，規劃設置具文化、休閒、生態等特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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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區，並設計各項文化活動，以展現農業、農村及其所蘊藏的文化

內涵，使成為觀光遊憩的最佳資源與休閒條件。 
4.3.5 建構嘉義山海景觀軸帶 
方案編號：S-13 
主辦機關：交通部 
協辦機關：嘉義縣市政府、南投縣政府、台中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東石、布袋-阿里山、中台灣日月潭等 
內容說明： 

1. 嘉義地區東西長而南北窄，地形由西側濱海地區著名的鰲鼓濕地、布

袋鹽田至東側山嶺國際知名的阿里山特色景觀，該山海廊道有北迴歸

線貫穿，近年來故宮南分院建設、林業文化廊道再生等計畫益添人文

豐厚度。而高鐵設站已強化嘉義地區的區位優勢，高鐵聯外 BRT 系統

更強化了嘉義縣東西軸向發展之緊密度。 
2. 建議可透過整合式運輸服務、觀光套裝行程設計與服務、特色景點的

塑造與開發等方式，緊密串連嘉義地區西部濱海觀光軸帶、故宮南分

院及東部山林觀光軸帶，強化嘉義地區的觀光產業發展基礎。結合季

節與節慶等條件辦理軸線上各區塊之各項文化活動，加強行銷並廣設

旅遊服務據點，同時協助旅遊業者提升服務品質。 
3. 建議善用高鐵通車之契機，將嘉義山海景觀軸帶與中台灣日月潭周邊

景點、高鐵台中站、台中國際機場、台中港等串整成為完整之國際旅

遊線。 
4.3.6 南台灣熱帶生態旅遊整體規劃 
方案編號：S-14 
主辦機關：交通部 
協辦機關：南部區域內各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東石布袋沿海、北門七股地區、台江安平地區、永安彌陀、高雄旗

鼓鹽地區、屏東大鵬灣、小琉球、恆春、墾丁等濱海地區；全區域

重要熱帶地景 
內容說明： 

1. 南台灣位於北迴歸線以南，熱帶氣候特徵有別於台灣其他區域，由於

地形變化豐富，動植物物種繁多，例如：高樹鄉的「熱帶植物諾亞方

舟」以及恆春半島的珊瑚等。 
2. 建議將南部區域熱帶氣候、多樣物種、濱海資源與海洋文化等主題空

間進行大格局串整，如特殊養殖文化、鹽田、漁水產特色、海岸景觀

資源、特色漁港風情、溼地生態、遊艇港、水岸等特色，結合特殊民

俗節慶活動、特有海洋資源與水上活動場域、特有熱帶水果與熱帶地

景，強化區域熱帶海洋特色，彰顯獨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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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伍-5 南部區域景觀及人文特色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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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健全區域都市與運輸網絡 

4.4.1 南、高雙子城整體空間規劃 
方案編號：S-15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台南縣市政府、高雄縣市政府、屏東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南台都會區域，即北起麻豆鎮，南迄東港鎮的都會發展廊帶 
內容說明： 

1. 南部區域計畫二通(草案)整合高雄與台南二都會區成為南台都會區

域，並納入所謂的「特定區域」中，以強化都會區域之競爭力。 
2. 內政部營建署依據國土計畫法(草案)之精神，委託試擬「南台都會區域

計畫」，建議以南台都會區域「海洋、熱帶、開台文化、海空門戶、重

化產業轉型」等五大發展特質，採「文化與海洋雙核新都會」的發展

定位，強調「自由經貿、國際觀光」二主軸，分別就核心區、衛星區、

支援區、成長軸以及濱海軸帶等區塊給予發展策略建議，最後綜合提

出整備門戶、跨區更新、產學網絡等十大旗艦計畫，作為後續推動落

實之依據。 
3. 由於南台都會區域之發展論述與策略已初具梗概，建議儘速依據上述

二計畫之建議，後續進行南台都會區域整體空間規劃，確認各空間區

塊之機能、用途及發展原則。建立成長管理的原則、規劃分工網絡系

統，以凝聚整合都會區域空間資源，同時與既有土地開發管理體制或

未來的國土計畫體制進行適度的銜接，使該計畫確實成為都會區域空

間發展與公、私領域空間相關投資之藍圖，以確保都會區域發展品質

與競爭力，同時避免都會區域無度擴張。 
4.4.2 嘉嘉 TOD 廊帶整體空間規劃 
方案編號：S-16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嘉義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朴子-太保-嘉義市之間的大眾運輸城鄉發展廊帶 
內容說明： 

1. 嘉義地區東西長而南北窄，近年來太保周邊地區之建設計畫甚多，包

括：高鐵特定區、醫療專用區、故宮南分院、新設大專院校分校以及

馬稠後園區等，密集且具規模的投資，使得太保地區的重要性與日俱

增，儼然成為嘉義縣的新發展中心，發展位階逐漸超越周邊的朴子市，

同時與嘉義地區傳統發展中心都市嘉義市呈分庭抗禮之勢。因應高鐵

通車而開駛的 BRT 路線串連上述三個重要中心，因而形成嘉義地區最

主要的大眾運輸走廊。 
2. 嘉義地區的大眾運輸向來不發達，全台第一條 BRT 在此開駛對於嘉義

地區推動大眾運輸有重要的意義。建議以 TOD 的理念整體規劃朴子至

嘉義市間的大眾運輸走廊，以高鐵、BRT 等既有的聯外運輸服務為基

礎，強化縣市間的「臍帶」功能，並保護周邊的農業生產環境，建構

嘉嘉大眾運輸走廊上分散式集中的空間發展模式。透過預為規劃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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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該運輸走廊緊實發展，避免日後都市無章蔓延，並作為日後農業縣

市空間發展的典範案例。 
4.4.3 大新營地區整體空間規劃 
方案編號：S-17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台南縣政府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新營市暨周邊鄉鎮 
內容說明： 

1. 大新營地區以新營市為中心，擴及後壁都市計畫區，因應周邊地區柳

營工業區與蘭花生技園區等計畫之發展，有必要預為規劃發展用地，

避免都市無度蔓延。 
2. 建議進行大新營地區的整體空間規劃，藉由空間機能指派、成長管理

原則建立、土地資源管理模式確認、分工網絡系統之規劃等，強化大

新營地區的特色與發展秩序，並保全周邊優良的農業發展環境。 
4.4.4 高鐵站區產業、空間與交通機能整體規劃 
方案編號：S-18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交通部、嘉義縣政府、台南縣政府、高雄市政府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嘉義、台南、左營三高鐵車站暨周邊地區 
內容說明： 

1. 依據行政院經建會之規劃，高鐵嘉義站將透過長庚醫療園區、故宮南

部分院及旅遊規劃，發展成「休閒遊憩城」；高鐵台南站規劃為國家級

文史研究及綠色科技研發機構、生態城市與綠建築永續示範教育基

地，發展成「學研生態城」；而目前高雄市正進行左營站區周邊土地之

規劃工作。 
2. 建議依據上述定位方向，儘速重新檢討三處高鐵站區暨周邊地區之空

間實質規劃，以確保發展願景之落實。希冀藉由空間、運輸與產業規

劃，逐步落實高鐵建設之國土空間政策目標。 
4.4.5 南科各基地周邊整體計畫 
方案編號：S-19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國科會、經濟部、各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南科台南基地、路竹基地、高雄基地暨周邊地區 
內容說明： 

1. 科技產業具有週期短、高附加價值、講求效率的特性，連帶也影響科

技從業人的生活方式。由於生活緊張以及所得水準較高，科技從業人

才對於生活品質與效率之要求皆高，科學園區周邊地區生活機能不完

善，將影響科技廠商進駐之意願，進而影響地區產業發展與就業機會。 
2. 建議檢討科學園區與周邊地區各項空間機能整合不足的問題，並提出

行動策略，具體改善科學園區周邊地區之支援機能。藉由空間、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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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產業規劃，建構完整的產業、都市以及交通服務網，強化高科技廠

商進駐南部區域的意願。 
4.4.6 台鐵廊道舊核心地區再發展計畫 
方案編號：S-20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交通部、各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中期 
實施地點：民雄、嘉義北門、嘉義、新營、台南、岡山、楠梓、高雄、鳳山、

屏東等火車站周邊地區 
內容說明： 

1. 台鐵沿線為台灣重要的都市發展廊帶，南部區域重要的火車站周邊地

區包括民雄、嘉義北門、嘉義、新營、台南、岡山、楠梓、高雄、鳳

山、屏東等，目前皆已列入都市更新重點地區，且多已進行再發展規

劃。 
2. 建議藉由鐵路車站舊空間再發展，整合都市活動與大眾運輸服務，落

實 TOD 空間理念，創造人本運輸環境。同時，區位相近的站區更新計

畫應進行發展定位區隔，適度透過鐵路運輸服務進行活動分工整合，

使鐵路運輸服務、大眾運輸接駁服務、空間發展、居民活動、商業活

動獲致更有效的整合。 
4.4.7 大面積公有土地資源再利用規劃 
方案編號：S-21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經濟部、交通部、高雄市政府、高雄縣政府、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辦理期程：長期 
實施地點：高雄新市鎮、大坪頂新市鎮、小港機場遷移後土地、高雄煉油廠遷

移後土地等 
內容說明： 

1. 民國 95 年行政院經建會通過「修訂淡海及高雄新市鎮開發執行計畫」

草案，縮減開發範圍，高雄新市鎮從 2,174 縮減至 525 公頃。經檢討

後未列入開發計畫之土地，將解除各種限制，回復土地原本使用。上

述土地區位良好，周邊生活機能逐漸改善，似可重新思考可能的新用

途。 
2. 高雄大坪頂新市鎮推動情形不理想，已解除禁建並改由地方政府進行

開發，建議未來的開發應衡酌整體環境變遷，已及周邊可能的發展機

會，掌握契機進行轉型再發展。 
3. 南部區域目前以高雄國際機場做為國際對外之空運門戶，惟高雄機場

在設施條件、航線及班次服務、以及未來可供發展之腹地等層面，相

對上較為不足且有所限制。由於未來發展受限，本計畫建議另覓新址

興建新國際機場，小港機場若遷建之後，可以配合高高屏地區或南部

區域之發展需要，置入新機能。 
4. 若高雄煉油廠於 104 年完成遷廠，則騰空土地可配合高屏地區之發展

需要，結合高鐵車站、國家運動園區以及北高雄發展科技的定位再發

展，促進地區產業轉型。 
5. 建議重新檢討並預為規劃區域大型土地資源之發展，促進土地資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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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利用，發揮引導與帶動地區發展的效果。 
4.4.8 研究設置新南部國際機場計畫 
方案編號：S-22 
主辦機關：交通部 
協辦機關：高雄縣政府 
辦理期程：長期 
實施地點：高雄縣彌陀鄉附近 
內容說明： 

1. 目前台灣南部區域係以高雄小港機場提供國際航空服務，惟該機場位

於市區，其腹地狹小與宵禁問題，大大降低運輸能量與效率，在原址

難以擴建設施之狀況下，自民國 80 年起，南部區域縣市即極力爭取新

建南部新國際機場，相關主管機關亦據以進行南部國際機場之研選與

可行性研究。惟各方對於建設經費、環境影響、用地取得、市場營運

等層面仍有諸多疑慮與困難，故至今尚未有明確之南部國際機場建置

計畫。 
2. 高雄縣政府爭取建置南部新國際機場，其彌陀、永安、梓官、茄萣等

海濱腹地廣大、區位適中，不失為一可行的區位，目前高雄縣政府已

委託進行研究中。建議儘速完成該區位之可行性研究，若經研究確具

可行性，建議繼續辦理後續推動工作，以強化國家整體競爭力以及南

部區域之優勢。 
4.4.9 改善海空港聯外運輸 
方案編號：S-23 
主辦機關：交通部 
協辦機關：高雄市、高雄縣政府 
辦理期程：短期、長期 
實施地點：高雄港、新國際機場聯外 
內容說明： 

1. 為改善高雄港區內以及聯外交通，高雄港務局刻正推動高雄港聯外交

通整合規劃，該案對於國道 1 號末端改善所研擬之路網建議方案可歸

納為「高雄港各商港區路廊銜接計畫」及「高雄港各商港區聯外配合

計畫」兩部分，其中前者係針對港區東側之中島、前鎮、小港及大仁

商港區間及其與過港隧道之串聯；後者則尚涵蓋「國道 1 號延伸計

畫」、「三國通道銜接計畫」、「二港口跨港立體設施計畫」及「第二過

港隧道計畫」。其中「高雄港各商港區路廊銜接計畫」、「國道 1 號延伸

計畫」、以及「三國通道銜接計畫」已整合為「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

畫先期規劃」，並提送交通部核定中。 
2. 有效服務南部區域各區塊為南部新國際機場選址之重要前提，一旦場

址確認，則必須輔以有效率的聯外運輸系統，方能確保各縣市國際接

軌之便利性。 
3. 建議因應國際運輸以及產業國際接軌，透過客貨分流的手法，確保國

際海空門戶之聯外客貨運輸之效率與品質。 
4.4.10 推動高雄臨港線輕軌 
方案編號：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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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高雄市政府 
協辦機關：交通部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高雄市 
內容說明： 

1. 高雄臨港輕軌路線起於凱旋三路與一心路口北側之前鎮調車場，沿凱

旋路佈設輕軌設施，直至凱旋四路南端終點後，右轉成功二路續往北

行，再左轉銜接五福三路，並於高雄橋前右轉沿河東路往北佈設，路

線續沿同盟三路往北佈設，並新建愛河跨越橋樑銜接美術東二路，再

轉往東沿美術館路佈設，行經市立聯合醫院後於農十六銜接大順一

路，再續沿大順一至三路往東南方向佈設，最後於中正路口西南隅之

凱旋公園東緣沿凱旋路佈設軌道接回前鎮調車廠，形成一連結南、北

高雄的環狀路網。 
2. 為補足高雄捷運十字型路網的缺點，強化高雄捷運系統之運輸服務功

能，建議積極推動業經行政院核定的高雄臨港線輕軌，串聯十字相交

之紅、橘兩線，形成高雄捷運初步整體路網，健全高雄都會區之軌道

運輸網絡。 
4.4.11 推動台南輕軌優先路線 
方案編號：S-25 
主辦機關：台南縣市政府 
協辦機關：交通部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台南縣、台南市 
內容說明： 

1. 台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已規劃有年，考量推動台南縣市大眾運輸之

實際需要，建議應儘速採輕軌型式擇定一優先路線推動，同時結合 TOD
的概念，密切整合沿線運輸系統與都市空間的發展關係。 

2. 建議優先推動輕軌紅線方案(高速鐵路沙崙車站至台南科技工業園區

路線)，此路線起自台南縣歸仁之高速鐵路沙崙車站，沿著高鐵橋下道

路北行，遇台糖鐵道（歸仁鄉崑崙街附近）即往西行，再接高速公路

東側之 154 號公路北行，轉以地下型式穿越通過中山高速公路仁德交

流道，接台南市東門路，遇林森路轉向北面，利用林森路於東寧路與

小東路之路段，使輕軌路線出土，改以平面型式續行至小東路，與新

化至億載金城之輕軌路線接軌，至台南火車站站前廣場時，再分岔往

成功路方向西行，然後接海佃路、安中路、本田路，進入台南科技工

業園區。 
4.4.12 沿嘉南大圳主幹線設置腳踏車道 
方案編號：S-26 
主辦機關：體委會 
協辦機關：農委會、嘉義縣、台南縣、台南市 
辦理期程：中、長期 
實施地點：嘉義縣新港鄉-台南市鹽水溪口 
內容說明： 

1. 嘉南大圳為日治時期最重要水利工程之一，灌溉區域涵蓋雲林、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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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三縣，是當時東南亞最大的水利系統。水源自烏山頭水庫流出後，

分為北幹線與南幹線，北幹線自烏山頭北行，跨急水溪、八掌溪、朴

子溪到北港溪南岸；南幹線向南跨越官田溪、曾文溪至善化鎮連接南

幹支線。自濁水溪水的灌溉線路為濁幹線，自林內第一進水口沿舊虎

尾溪左岸南行至北港溪與北幹線相連。 
2. 建議沿嘉南大圳主幹線暨周邊重要的據點，設置腳踏車道，構成嘉南

平原農業文化地景的人本運輸走廊。 
4.4.13 優化城鄉人本運輸環境 
方案編號：S-27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交通部、本區域內各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全區域 
內容說明： 

1. 隨著小汽車的發展，南部區域多數城鄉發展地區以小汽車之尺度進行

規劃，缺乏人性尺度的交通環境，建議全面推廣落實人本運輸理念，

優化城鄉之運輸環境。 
2. 建議內政部生活圈道路建設計畫逐漸轉型為重視人行空間的建設模

式，交通建設計畫應納入人本交通規劃設計理念，而都市計畫與區域

計畫審議亦應附加建置人本運輸環境之原則。 

4.5 促進區域產業轉型發展 

4.5.1 實施地區性優惠振興區域經濟 
方案編號：S-28 
主辦機關：財政部 
協辦機關：經濟部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全區域 
內容說明： 

1. 世界各國利用地區性政策工具振興落後地區之案例甚多。例如，美國

聯邦政府對落後地區實行稅收優惠，鼓勵外資流向落後地區以增加該

類地區之就業與收入；瑞典則採取劃定不同的特定區域的方式引導和

鼓勵投資：北部為一類地區，中部為二類地區，北部沿海和南部某些

地區為臨時補貼地區；義大利鼓勵向經濟發展落後的南方（即羅馬以

南地區，包括西西里、撒丁島和一些小島嶼）以及中部和北部經濟發

展相對落後的地區投資，並制訂了相應的優惠政策，根據經濟發展水

準的不同，將享受優惠政策的地區分為發展緩慢地區、工業欠發達地

區和貧窮的農村地區三類。 
2. 以台灣地區而言，南部區域缺乏產業發展的首選優勢，區域發展有邊

緣化的危機。因應內部區位競爭的相對弱勢，為振興南部區域經濟，

建議研議地區性優惠措施，平衡南北發展落差。 
4.5.2 建立南台灣產業創新合作網絡 
方案編號：S-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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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國科會、教育部、農委會、南部區域各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全區域 
內容說明： 

1. 目前南部區域科學園區、科技工業區、傳統工業區、農業生技園區之

間因彼此定位模糊，功能重疊，導致市場競爭且部份園區招商困難。 
2. 建議推動不同主管機關之產業園區資源整合，並建立產學合作關係，

透過產產合作與產學合作，建立南部之產業價值鏈，以提升南部區域

產業創新能力，加速產業轉型發展。如生技一條龍廊帶(由嘉義大埔

美—屛東農科太源基地)、光電金三角區域(南科台南基地、南科高雄基

地、台南科工區)。 
3. 建議檢討現行法令或制度之缺失，與不同主管機關產業園區之功能定

位，設法再強化產業資源整合。 
4.5.3 鼓勵並推廣新農業發展模式 
方案編號：S-30 
主辦機關：農委會 
協辦機關：文建會、客委會、原民會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全區域 
內容說明： 

1. 農業為維繫地區永續發展基本的產業活動，南部區域農地資源豐富且

農業發展條件優異，近年來掀起歸農風潮，農委會刻正致力推動「新

農業運動」。 
2. 建議善用南部區域農業發展基礎、氣候條件、土地資源等，結合半農

半 X、樂活等風尚，採取「新莊園經濟」發展模式之理念，號召認同

此一理念的群眾力量，推動結合新農業的新生活模式，形成南部區域

有別於其他區域的重要區域識別。 
4.5.4 傳統工業區再生計畫 
方案編號：S-31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各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閒置、產值較低、環境欠佳的傳統工業區、違規工廠群聚區 
內容說明： 

1. 南部各縣市傳統工業區閒置情形普遍，且工業區周邊之環境亦較缺乏

整體規劃，導致生產與生活環境欠佳。 
2. 建議再發展目前利用效率不彰的傳統工業區，以提升產業用地利用效

率，促進地區產業轉型發展。建議研擬閒置私有廠房之活化再利用機

制，加強產學合作並適度鬆綁法令規定，誘導違章工廠合法化。 
4.5.5 建立南台灣綠色能源產業群聚規劃 
方案編號：S-32 
主辦機關：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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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機關：農委會、環保署、南部區域各縣市政府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全區域 
內容說明： 

1. 南部區域過去為重化產業之基地，長期發展重化產業且未妥善處理環

境外部性，導致物化環境劣化。建議應善用南台灣科技技術與氣候條

件，發展完整的綠色能源產業群聚。透過綠色能源產業之發展，一方

面提高區域的能源自主性，另一方面強化世界未來重點產業的發展基

礎。 
2. 建議積極研究生質作物與糧食之競合關係，確認生質作物之基本政

策。同時，推動綠能之應用以擴大綠色能源的內需市場。此外，研擬

優惠措施鼓勵發展綠色能源產業與運用綠色能源。 
4.5.6 南部國家門戶經貿特區計畫 
方案編號：S-33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經建會、交通部、高雄市政府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高雄港暨周邊地區 
內容說明： 

1. 1998 年 9 月，韓國總統發表了濟州國際自由城市的開發政策，將濟州

開發成具備觀光、高科技、物流、金融等綜合功能的城市。濟州國際

自由城市實行人員、商品和資本自由流動，人員出入免簽證，貨物出

入免關稅，對經濟活動不實行行政干預。馬來西亞政府近期全力推動

馬來西亞依斯干達區(Iskandar Malaysia)，對境外投资者投資創意、教

育、金融、健康，物流以及旅遊領域實施稅收減免政策，包括 10 年免

稅、取消股權限制、容許引入外國勞工和全球融資。 
2. 高雄港面對國際港口劇烈的競爭，貨櫃量雖已突破 1000 萬 TEU，但其

位屬第三港群之競爭優勢，國內受台北港、國外受對岸廈門等港口之

威脅，轉運港之機能有可能漸被取代，對南部區域產業發展極其不利。

故應藉由「境內關外」的貿易運作方式，由高雄港自由貿易港區、自

由貿易特區及自由貿易港市的步驟，逐步推動高雄地區貿易自由化，

以強化台灣南核心的經貿實力，確保國土空間南北雙主要核心的架構。 
3. 在軟體方面，建議藉由法令鬆綁，降低勞工、資金、土地利用等限制，

使經濟特區可以具有製造、物流轉運、生活居住等功能，同時藉由強

化運輸網絡系統，強化經濟特區對於區域經濟的運籌與服務功能。 
4.5.7 安平自由觀光特區計畫 
方案編號：S-34 
主辦機關：交通部 
協辦機關：經建會、外交部、台南市政府 
辦理期程：中期 
實施地點：安平港暨周邊地區 
內容說明： 

1.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公布之「2008 年旅遊及觀光競爭力報告」，台灣的

觀光旅遊競爭力全球排名，大幅滑落 22 位，在 230 個評比國家中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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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名；在亞洲地區則從第 4 降到第 7 名，被韓國、馬來西亞及泰國超

越。 
2. 為促進越南國家經濟邁上全球經濟開放途徑，越南廣南省政府設立朱

萊經濟特區，該特區中有關觀光發展甚多著墨：包括面積 600 公頃之

三海觀光區，計畫在具自然地理優勢之島嶼及海灣上建造許多度假

區，發展成為先進之國際娛樂地區；面積 1500 公頃之三清三進觀光

區，計畫將發展一系列旅店、餐廳、度假區、運動中心、高爾夫球場

及高級海水浴場。 
3. 馬來西亞政府研議在柔佛州設立兩個「自由入出境特區」：一個特區是

從柔佛和新加坡緊臨的關卡到新山的新甘光；另一個特區則是從振林

山延伸到丹絨柏勒巴斯港。目前此構想尚須等候國會批准。 
4. 於世界各國紛紛以自由化迎接經濟全球化之際，台南市政府積極規劃

結合經貿產業及觀光資源，發展安平港與周邊區域，朝自由觀光港區

規劃，以提昇台南市之整體競爭力。建議借鏡各國的作法，推動安平

自由觀光特區計畫，結合周邊相關資源，如開台歷史文化、溼地等，

透過資源創意整合將台灣行銷至世界各地。 
4.5.8 推動高雄、台南學習型園區計畫 
方案編號：S-35 
主辦機關：高雄縣政府、台南市政府 
協辦機關：內政部、經濟部、教育部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北高雄地區、北安南地區 
內容說明： 

1. 高雄縣政府提出高雄學園計畫，該計畫區內由有高雄大學等七所大學

組成，每年培育 1 萬多名大學以上畢業生，成為南台灣最重要的「知

識培育中心」。希望結合學術、人文、生活及研發等複合機能，建構前

瞻性的「學習區域公園」，並提供產業昇級的基石。 
2. 台南園區係配合 2-7 號道路之建設，結合成功大學、立德管理學院及

興國管理學院等大學資源，並配合安南區行政中心土地取得，建構結

合優質住宅與學術研究的副都心計畫。 
3. 建議上述學園區域配合經建會所推動之「產官學研地區專業中心」之

構想，藉由提供優質的生活、學習與生產的空間，促進產學合作、產

產合作與學術資源交流，提升南部區域學術研發與產業創新能力，並

藉此優化生活環境。 
4. 建議可先進行產業與學術資源條件基本調查，研究各種可能的合作模

式，並研擬規劃各校與產業之共同願景，整合大學城優質生活環境、

人才及產業資源，創造地區社會、環境與產業之發展新象。 
4.5.9 高雄煉油廠遷廠暨配套計畫 
方案編號：S-36 
主辦機關：經濟部 
協辦機關：內政部、高雄市政府 
辦理期程：短期 
實施地點：高雄煉油廠暨周邊地區 
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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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順利促成高雄煉油廠五輕設廠，政府於設廠同時承諾高雄煉油廠以

25 年分三期遷廠之計畫，且經行政院核定在案，高雄煉油廠至民國 104
年需完成第三期遷廠作業。可能的遷廠場址中油已擬有多種可能腹

案，應儘速達成共識，在妥適配套下推動遷廠，依約定於 104 年完成

遷廠。 
2. 高雄煉油廠騰空後之土地，配合高鐵車站、國家運動園區以及北高雄

發展科技的定位再發展，促進地區產業轉型。藉由遷廠以及相關配套

的實施，達成地區再發展的新願景。 
3. 建議利用現行工業區變更相關法令、都市更新條例以及土壤污染防治

法等現有政策工具，同時納入創新的想法與制度促使產業、都市發展

以及居民獲致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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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伍-6 南部區域都市、交通及產業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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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伍-2 南部區域實施策略方案一覽表 

期程 策略 編號 方案/計畫 實施地區 主辦機關 方案來源

短 S-1 劃設脊樑山脈保育軸 

中央山脈

海拔 1,500
公尺以上

地區以及

已公告的

生態保護

區域 

內政部 

經 建 會

「國土復

育條例(草
案)」 

短中 S-2 
南台灣河域生態廊道計

畫 

南部區域

北港溪等

12 條主要

河川河域

與埤池 

經濟部 本計畫 

短中 S-3 南台灣濕地保育帶計畫

全區域沿

海河口濕

地(鰲鼓—
龍鑾潭) 

內政部 本計畫 

短 

建構區域地

景生態網絡 

S-4 高雄都會綠環計畫 西高雄 高雄市 
政府 本計畫 

短中 S-5 
西南沿海國土復育計

畫 

西南沿海

(嘉義 -屏
東) 

經濟部 本計畫 

短中 S-6 
地層下陷國土復育示

範計畫 

東石-學甲

以及東港-
佳冬嚴重

地層下陷

地區 

經濟部 本計畫 

短 S-7 
南台灣重要水庫集水

區保育計畫 

曾文水庫

與南化水

庫上游地

區、高屏

溪攔河堰

以上地區

等區域重

要水庫集

水區 

經濟部 本計畫 

長 

加強區域國

土保安與防

災 

S-8 
建立永續的區域水源開

發調度模式 全區域 經濟部 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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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伍-1 南部區域實施策略方案一覽表(續) 

期程 策略 編號 方案/計畫 實施地區 主辦機關 方案來源 

短 S-9 
整合活化六堆客家

文化景觀廊道 美濃-佳冬 客委會 本計畫 

短 S-10 
整體規劃開台文化

景觀廊道 

台江內

海、倒風內

海、鹽水及

新營等明

鄭屯墾區 

文建會 本計畫 

中 S-11 
南台灣原住民文化

廊道 鄒族區域 原民會 本計畫 

中 S-12 
嘉南平原特色農村

景觀 

台南縣後

壁鄉周邊

地區、其他

農業聚落

保持完整

的地區 

農委會 本計畫 

短

中 S-13 
建構嘉義山海景觀

軸帶 

東石、布袋

阿里山、日

月潭 
交通部 本計畫 

中 

強化區域

景觀特色 

S-14 
南台灣熱帶生態旅

遊整體規劃 

東石布袋

沿海、北門

七股地

區、台江安

平地區、永

安、高雄旗

鼓鹽地

區、屏東大

鵬灣、小琉

球、恆春、

墾丁等濱

海地區；全

區熱帶地

景 

交通部 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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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伍-1 南部區域實施策略方案一覽表(續) 

期程 策略 編號 方案/計畫 實施地區 主辦機關 方案來源

短 S-15 
南、高雙子城整體

空間規劃 

南臺都會區

域(北起麻

豆鎮南迄東

港鎮的都會

發展廊帶) 

內政部 本計畫 

中 S-16 
嘉嘉 TOD 廊帶整

體空間規劃 

朴子、太保-
嘉義市之大

眾運輸城鄉

發展廊帶 

內政部 本計畫 

中 S-17 
大新營地區整體空

間規劃 
新營市暨周

邊鄉鎮 內政部 本計畫 

中 S-18 
高鐵站區產業、空

間與交通機能整體

規劃 

嘉義、台

南、左營三

車站暨周邊

地區 

內政部 本計畫 

短 S-19 
南科各基地周邊整

體規劃 

南科台南基

地、路竹基

地、高雄基

地暨周邊地

區 

內政部 本計畫 

短中 S-20 
台鐵廊道舊核心地

區再發展計畫 

民雄、嘉義

北門、嘉

義、新營、

台南、岡

山、楠梓、

高雄、鳳

山、屏東等

火車站周邊

地區 

內政部 本計畫 

長 S-21 
大面積公有土地資

源再利用規劃 

高雄新市

鎮、大坪頂

新市鎮、小

港機場遷移

後土地、高

雄煉油廠遷

移後土地 

內政部 本計畫 

長 

健全區域

都市與運

輸網絡 

S-22 
研究設置新南部國

際機場計畫 
高雄縣彌

陀鄉附近 交通部 高雄縣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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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伍-1 南部區域實施策略方案一覽表(續)  

期程 策略 編號 方案/計畫 實施地區 主辦機關 方案來源 

短長 S-23 改善海空港聯外運輸 
高雄港及

新國際機

場聯外 
交通部 交通部 

中 S-24 推動高雄臨港線輕軌 高雄市 高雄市 高雄市

政府 

中長 S-25 推動台南輕軌優先路線 台南縣、

台南市 
台南縣市

政府 

台南縣

政府、台

南市政

府 

長 S-26
沿嘉南大圳主幹線設置

自行車道 

嘉義縣新

港 鄉 - 台
南市鹽水

溪口 

體委會 本計畫 

中 

健全區域

都市與運

輸網絡 

S-27 優化城鄉人本運輸環境 全區域 內政部 本計畫 

短 S-28
實施地區性優惠振興區

域經濟 全區域 財政部 本計畫 

中 S-29
建立南台灣產業創新合

作網絡 
全區域 經濟部 本計畫 

短 S-30
鼓勵並推廣新農業發展

模式 全區域 農委會 本計畫 

中 S-31 傳統工業區再生計畫 

閒置、產

值較低、

環境欠佳

的傳統工

業區、違

規工廠 

經濟部 本計畫 

中 S-32
建立南台灣綠色能源產

業群聚規劃 全區域 經濟部 本計畫 

中 S-33
南部國家門戶經貿特區

計畫 
高雄港暨

周邊地區
經濟部 高雄市

政府 

中 S-34 安平自由觀光特區計畫 安平港暨

周邊地區
交通部 台南市

政府 

短 S-35
推動高雄、台南學習型

園區計畫 

北高雄地

區、北安

南地區 

高 雄 縣

政府、台

南 市 政

府 

高雄縣

政府、台

南市政

府 

短 

促進區域

產業轉型

發展 
 

S-36
高雄煉油廠遷廠暨配套

計畫 

高雄煉油

廠暨周邊

地區 
經濟部 本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