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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10月 06日「都會區域計推動整體架構及配套計畫」 

專家學者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10 月 06日（星期四）上午 09時 30分 

貳、地點：本分署 2樓小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分署長秉勳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姚佳君 

伍、與會人員與相關單位意見摘要 

陸、結論 

一、請作業單位參酌本次會議專家學者所提意見，並考量處理優先性

及具體效益，調整「基礎研究計畫」部分內容。 

二、請作業單位準備產業部門相關資料分析，啟動與中央部會及直轄

市、縣(市)政府產業主管機關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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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專家學者發言摘要 

一、郭前副主委翡玉： 

（一） 營建署針對都會區域計畫有政策方向與指示，然為補充全國

國土計畫、縣市國土計畫或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提

供指導或滾動檢討參考，都會區域計畫先期研究有提前進行

的必要。 

（二） 都會區域計畫屬於政策、策略性的規劃，建議基礎研究計畫

應該從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進行規劃，以整體國家競爭

力、區域資源整合或分工為主要考量，且都會區域計畫屬全

國國土層級為向下指導各部門發展，應明確其空間發展範圍，

建議可透過基礎研究計畫並進一步具體指認。 

（三） 目前對於都會區域計畫的目標及功能定位都有明確的方向

及共識，尚缺產業、交通、城鄉發展及環境面基礎大數據資

料，其中人口結構反映著產業空間的發展、交通旅次的發生

以及城鄉發展的需求，換句話說人口結構與產業、交通及城

鄉發展密不可分，透過不同面向議題的討論及整合，能夠明

確形塑都會區域範圍，進而提出各種規範性、引導性的策略，

指導國土計畫的發展。 

（四） 空間是設施的載體，為達到產業願景藍圖規劃、形成交通網

絡系統及城鄉發展資源合理利用，盤點國公有及國防部能夠

供城鄉發展使用的儲備土地，並組織前期開發、儲存以備供

應，後續可做為未來空間發展及人口分佈規劃的依據。 

（五） 基礎研究計畫的完善，同時也反映國土人才及國土規劃量能

的充沛，基礎研究計畫並非只能夠運用於都會區域，而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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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協助在不同尺度的應用(縣市國土計畫、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及審議制度)，建議為能夠更進一步提升都會區域計畫的

推動，必要時應召集各部會(產業、能源、交通等)進行需求

調查及分析。 

二、徐委員中強： 

(一) 針對產業園區的規劃，目前空間的規劃模式缺乏對全球產業

的瞭解，且針對不同的產業所需要之空間區位需求及分布的

瞭解也較少，有時會與無法符合產業真正的需求，建議與產

業相關之空間發展計畫應邀請對全球產業未來發展趨勢瞭

解之專家，以因應未來產業的趨勢及需求變化。 

(二) 目前全國國土計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產業規劃多

著重於半導體之產業園區規劃，未針對真實產業需求作調查

規劃，所提出之供給量皆無實際數據支撐，建議本次都會區

域計畫可針對產業之分工、定位、未來發展趨勢等內容與產

業部門之專家學者們共同研擬計畫內容，以供後續計畫參

考。 

(三) 都會區域計畫中有關產業、城鄉發展、運輸等不同面向之計

畫整合，若遇到衝突情形應如何解決？建議應建立各都會區

域發展目標體系，在處理衝突性或整合性議題時，才能確認

各面向議題規劃優先順序；如北部都會區域發展目標朝規劃

商業、服務業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等，面對土地使用產生衝

突，較能依循上述使用規劃與配置。 

(四) 除了支援都會區域計畫以外，現行國土計畫已劃定未來發展

地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及原住民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河川

流域、觀光地區等特定區域規劃，本計畫中的基礎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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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否能支持與指導未來審議原則及發展政策引導？建議

在基礎研究內容中納入國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的功能分區，並考量未來交通、產業園區等變動需求，其園

區相鄰地區是否需建設生活區、商業區及觀光遊憩發展區域

之可能性。 

(五) 都會區域計畫對應到國土計畫之主要目的為均衡國土發展

及資源保育，但本次會議中提及之四個基礎研究項目皆為發

展性面向，較無涉及保育面向，基於防災及救災之需求，在

基礎研究中是否應將環境敏感、環境衝擊、保育及資源等議

題納入討論，做追蹤及觀察，可供後續未來國土計畫功能分

區劃設參考。 

三、賴委員宗裕： 

(一) 國土法第 6 條，都會區域應加強跨域整合及區域機能以提

升競爭力，跨域整合及簡報中提及之鄰避設施皆為課題導

向產生之議題，而提升競爭力是為經濟導向，建議釐清本

都會區域計畫之定位及功能，定位可依據「目標導向」或

「課題導向」或是兩者並用，目標導向是在空間計畫中作

指導作用，課題導向是以解決現況問題為主軸，依據不同

導向，範圍之定義也會有所不同，但建議先將計畫範圍劃

設出來。 

(二) 國土計畫法第 8 條第 2 項揭示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皆

能擬定都會區域計畫，然中央擬定之都會區域計畫之層級

與縣市國土計畫擬定之都會區域計畫有所不同。由於層次

不同，恐會造成合併衝突的可能，建議應先明確都會區域

計畫之定位，並了解都會區域計畫若以議題導向，會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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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問題之策略手段進行，若是目標導向則在空間上有指導

性原則，因此在計畫內容呈現上有所差距，應將都會區域

計畫定位清楚，並定義都會區域計畫之功能後，再順利推

動都會區域計畫。 

(三) 簡報第6頁所提期之期程將基礎研究設定於113年-115年，

建議儘快啟動，以方便後續研究進行。 

(四) 目前全臺灣人人口結構有 8成居住於都市計畫地區，7成多

之家戶居住於六都，若計算工作時間，進入都會區之人口

又會增加，由此可見人口結構會影響交通結構，相對的人

口老化較高之地區，亦會影響周遭生活環境，由此可見人

口結構也會影響產業結構之變化，因此建議將人口結構納

入基礎研究畫中，根據人口結構之變化推估供給及需求導

向，納入後續產業及交通網絡規劃參考。 

四、張委員學聖： 

(一) 有關都會區域的角色及定位在簡報第 4 頁已做說明，主要

著重於國土計畫在空間指導上應該有更具體之引導，建議

可以將本案分為幾個層次，將部分議題做呼應問題的解決，

部分作為引領未來的發展，建立短、中、長期的不同效能，

來詮釋本案的定位及角色，也進一步說明本案的屬性為計

畫指導方向。 

(二) 過去計畫推動的架構屬於較為被動的開發審議，藉由都會

區域計畫提高規劃案之視野及高度，來引導發展，而對於

是否會過於針對都會區域而忽略鄉村及保育的問題，建議

應可指認出未來應該發展之區位，僅在此區域做發展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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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反之排除應生態保存之地區，以同時均衡發展及保育

的目的。 

(三) 本案的架構中包含基礎研究及交流平台，在資訊方面分署

目前的資料內容分為較基礎的盤點、圖資建置、決策資源

系統建置三個部分，決策資源系統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是資訊界較為常用的字眼，而本案的定位較

偏規劃層面，建議調整為 Planning Support System(PSS)

較為妥善。 

(四) 國發會目前正在推動 NGIS 2.0，框架中有分為三個層級，

其中第二個層級為圖析層，在此部分本案可以配合成為國

土規劃資源系統的角色；第三個層級為應用層，後續本案

的 Planning Support System(PSS)，也扮演一定的角色，

突顯本案之重要性不僅是運用於國土計畫，也可用於整體

國家資訊化計畫下加以對接。 

(五) 至於延伸應用至建管資料的部分，與數位孿生(Digital 

Twin)有很大的呼應，可考量未來運用現有的資料需要如何

支援，雖短期間做不到，但應該是朝此方向發展，使本案

未來可能與國家相關政策產生關連性。 

(六) 「國土規劃資料庫」應該要有一個長期性的概念，應該要

與「基礎研究部分」相互呼應，在都會區域計畫擬定過程，

需要基礎規劃的支援，規劃作業中針對有缺乏圖資與相關

資料，則需要國土規劃資料庫加以補充。 

(七) 基礎研究的部分建議做完整的邏輯釐清，呼應都會區域計

畫跨域及提升競爭力的特性，而都會區域計畫需要的意義，

分為整體性、系統性及時間性問題。整體性意義如：區域

計畫委員會審議南部科學園區附近園區基地，經常無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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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實際的問題，由於南科周遭無發展，使得附近交通評

估無衝擊問題，而實際交通流量人潮皆是從台南市前往，

從而導致交通壅塞問題，然而，由此可知我們欠缺整體性

的空間規劃指導，使得審議時侷限在基地周邊情形。 

(八) 另一個系統性意義，就是跨域問題的部分，例如以捷運系

統審議為例，在可行性研究階段，會要求進行重大建設等

土地開發的資料，而空間資料較舊，就會無法反映真實的

現況問題，反映出部門間系統的邏輯，而系統性就是反映

部門對話，最明顯的是土地使用及交通運輸，但遠不只如

此，如涉農地的保存及跟糧食安全、土地開發造成的淨零

課題及整題防災的系統等面向，所以都會區域計畫是個多

部門跨域的概念，建議多方考量這些問題納入後續的基礎

研究。 

(九) 有關時間性考量，擬定都會區域計畫時，將已核定計畫納

入，而有時候計畫不一定執行，甚至未來新的計畫也沒有

擺進來，導致計畫內容還是過於零星，所以都會區域計畫

除要有整體性的框架、系統性的部門對話外，也需考量一

定時間影響性時程上的討論，形成所謂都會綜效的概念，

較容易與基礎研究有相關的對話關係。 

(十) 目前提到的理念尚無相關結論、模型(model)或基礎研究的

論述，以S型廊帶為例，S型廊帶並非尋找產業園區的用地，

應該還有人才引進(特別高技術人才)問題，亦考量其後續

引發人口、城鄉、教育、醫療等議題，由此可知產業的發

展與交通運輸基礎建設及城鄉發展建設間相關重要性，因

此空間部門對於行政院重大建設對應(例如營建署對應大

南方計畫)，與行政院賦予產業發展任務，會有所不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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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應就整體都會區域計畫中，重新考量產業廊帶有支援系

統、創投、研發等新競爭的產業廊帶，空間部門專業應該

在都會區域計畫中確保個別議題基礎研究的能妥善配合，

避免產生衝突。 

(十一) 基礎研究中應該還可以增加三個層次的梳理： 

1. 首先由於目前國土計畫正在二階進行至三階的過程，因

此推動較有迫切性，那全國國土計畫及都會區域計畫的

間引導工具、法令該如何進行？應該加以釐清。 

2. 都會區域計畫如何去影響空間，而完成計畫藍圖？由於

都會區域計畫本來就是國土計畫的層級，國土法 22、

23、24條劃定三階的成果、應經、免經、使用許可等，

可能都會是可使用之策略工具，另外與國土法 20、21

條也會有關，所以在國土計畫法的框架下來律定國土功

能分區及分類跟管制要點可加以探討，但目前制度的設

計也需要納進基礎研究的過程中再進行更進一步的討

論。 

3. 另有關都會區域範圍到底為何?空間範圍影響成長管理

的政策，以環境保育面向，亦涉及探討容受力之下應該

發展的區位，這些內容若於全國國土計畫先律定，程度

上已協助全國國土計畫確認城鄉發展軸線，若沒有一個

上位計畫的指導，到地方跨域問題的討論時就會出現問

題，所以應先界定本案是要先確認區域來做，還是有能

量將台灣各區域做分工。 

(十二) 另外還有比較長遠層次，期望空間部門應淨零的議題，因

為淨零為國家重大政策，但空間部門的進展較少著重於淨

零的部分，舉例來說英國於 2020 提出 Net Zero Land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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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s 的淨零土地政策，而近期亦有 Nature-Based 

Solutions(NBS)以自然為本的概念，兩者皆與空間計畫有

關，因此基礎研究的第三部分若行有餘力可考量將這部分

納入，對應到更長期的未來前瞻內容。 

五、區域發展課： 

(一)都會區域計畫空間範圍，係都會區域重要議題，而除了空

間影響範圍外，最重要的提及到都市階層等級，透過都市

階層等級高低，布設公共設施及公共服務項目，因此區域

計畫時代都市階層是很重要課題，但臺灣地區發展相當密

集，城鎮發展等級間差異不如歐美大陸明顯，城鄉間透過

便利交通網絡，展現互助合作，都市階層等級似乎減少其

重要性。 

(二) 另外回應淨零排放議題，都會區域為都市發展重要發展廊

帶，而都市計畫區劃設都市發展綠帶、綠廊及大街廓法定

空地，規定相當規模綠化面積，對於都市內的碳排會有貢

獻。 

六、林分署長秉勳： 

(一) 有關都會區域空間範圍備受討論，考量未來都會區域計畫

係解決關鍵性議題，而議題涉及多少空間，將所轄鄉鎮市

加以聯集，即是都會區域空間範圍，如過去行政院主計處

都會區調查單元，或 99年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提到城市區域

範疇，核心城市與周圍城市等都可以作為都會區域空間基

礎。惟在處理議題過程中，有機會衍生相關目標、空間指

導等內容，但仍以議題導向式都會區域計畫為主。 

(二) 另外重要議題是掌握都會區域內人口流動情形，探討空間

裡居住、通勤、通學、就學、醫療與消費等情形，並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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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其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等內容。惟從都會區域計畫中

檢討都市計畫人口消長變化趨勢，確保能實際反映人口成

長情形，並核實評估其配套居住、產業等需求，回應並檢

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未來發展地區應劃設發展量，

以符合現實發展情形。 

(三) 都會區域計畫透過產業部門對產業趨勢發展掌握，基於都

會區域計畫屬於全國國土計畫附冊，必要時提供產業發展

數量與空間引導，因此掌握產業部門空間發展，即使屬議

題導向計畫，承全國國土計畫工具，對於目標發展仍有指

導功能與效力；都會區域計畫期望運輸、產業部門等，可

以提供具體發展對策與發展空間，使都會區域計畫或各級

國土計畫充分考量其發展合理性與優先性，並依據全國國

土計畫集約、緊湊等規劃理念檢討發展。 

(四) 請作業單位準備產業部門相關資料分析，啟動與中央部會

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產業主管機關協商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