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面對全球化的經濟與全球暖化下的氣候變遷衝擊，由於我國海島型的

經濟與環境條件，將比一般大陸型國家面臨更嚴峻的考驗。因此，近年在

「都會區域」的發展與空間治理層面，我國積極建構跨域的區域合作平臺，

強化地方縣市政府之間在空間發展、部門政策之間的合作，以因應許多在

單一縣市政府或部門難以處理的跨域議題，包含交通建設、產業發展與環

境保育等。 

自民國 100 年推動區域計畫體制革新以來，直轄市、縣(市)政府逐步

研擬地方層級區域計畫，以整合都市地區及非都市土地的整體空間發展，

而中央主管機關亦於民國 102 年公告實施「全國區域計畫」，整合相關部

門之空間發展與土地利用政策，並指導地方層級的空間發展計畫。本研究

目的即為補充全國區域計畫中，有關「都會區域」內容的相關探討，包含

跨域性議題、發展目標及策略，並建議一套在現行體制下、具可操作性的

推動機制。 

本研究首先回顧了國內外案例及推動經驗，作為研究的基礎，並召開

兩次專家座談會與進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深度訪談，過程皆對本研

究成果有所貢獻。本研究最後建議，未來都會區域計畫的研擬應多納入利

害關係人，包含縣市政府、相關部門或行政團體等的參與及意見；同時在

當前國土計畫法通過立法之際，應加速啟動我國的都會區域整體規劃，以

因應國內外快速的社會與環境變遷。 

 

 

 

 

 

 

 



Abstract 

Due to the globalization from economic aspect and the global warming 

from the environmental aspect, Taiwan as an island faces more challenges 

than other continental countries. As a result,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 

has strengthene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t municipal level 

and constructed the platform for dialogue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order to response to cross-sectoral issue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etc. 

 

Since 2011, Government has promoted the reform of regional plan system 

and the municipalities are following the policy to make their own local 

spatial plan. Afterwards, Government published the Regional Plan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2013, which integrates the spatial policies from different 

sectors as well as the regulations of land u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needs of metropolitan areas and to suggest a 

mechanism for implementation under current planning system. 

 

This study first reviewe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ases and 

experiences, as a basis for study and convened two forums as well as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related authorities. Secondly we have 

routine meetings for discussing key issues. To conclude, the study 

suggested that making a metropolitan plan should be more open and 

participative to stakeholders, including representatives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relevant sectors and authorities. And also, by National Land 

Planning Act, Government should start the metropolitan planning actions 

in Taiwan as soon as possible to minimize the impacts of global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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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本案概述 

1.1 緣起與目的 

面對全球化下的區域競爭、極端氣候的環境衝擊以及城鄉發展的落差，

我國各別縣市發展除了謀求自我定位之外，更應加強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跨

域發展與整合。歷經多年的磨合與經驗累積，國內各區域的縣市間跨域合

作已逐漸成形，例如：北臺八縣市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為平台，

中臺及南臺區域縣市亦有相關的平台或機制。 

過往各跨域平台或機制往往因縣市土地管轄權的本位主義、或政黨屬

性不同之扞格、財務負擔與稅源衝突及法規無明確規範等種種原因之下，

常淪為各行其是而效果不彰。因此，從國土規劃與空間跨域治理的角度，

未來應視需要擬定屬於全國區域計畫層級的「都會區域計畫」，以協助整

合協調相關部門發展因應都會發展面臨的跨域議題，例如：國土保育、土

地使用、交通發展、產業發展、環境保護、水資源保育、公共設施與建設

等，以能達到跨域資源共享、強化都會區域機能且提升都會區域整體競爭

力之相關目標。 

近年國土規劃體制積極修訂與革新，其中區域計畫體制及其修訂條文，

或已立法通過的國土計畫法相關條文，皆有訂定中央主管機關於擬定全國

區域計畫（或未來的國土計畫）時，得視實際需要研擬「都會區域計畫」

之相關規定；此外，內政部營建署自民國 100 年開始陸續編列經費並補助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域計畫，由於地方層級的區域計畫受限於

行政管轄權仍以縣市行政範圍為界，因此涉及跨縣市的空間發展或土地使

用議題仍有待中央層級的「都會區域計畫」指導。 

綜上所述，研議跨域性「都會區域計畫」之範疇與其推動實施機制之

良機已至，若能將「都會區域計畫」納入全國區域計畫之適當內容或成一

「附冊」，一方面將可承接國土空間規劃對「都會區域」發展的重要精神

與理念，另一方面則可提出有別於地方區域計畫之跨域性空間發展與土地

使用指導原則，將有利於目前跨域合作平台的制度性建構與計畫延續之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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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作項目 

為充分探討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及建構有助於落實計畫的推動

實施機制，本研究主要分為以下六大工作項目： 

1.2.1 蒐集各國空間計畫有關都會區域計畫之案例 

就國外都會區域相關法規及案例、國內過去推動都會區域之經驗及優

缺點，研析適宜納入我國國情之都會區域計畫內容，以為擬定及推動實施

機制之參考。 

1.2.2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之建議 

都會區域計畫屬於全國國土計畫（或全國區域計畫）之一部分（以附

冊方式呈現），具指導相關範圍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都市計畫，

及土地使用管制之功能。本研究將就應載明內容提出建議，並就下列事項

如何研擬提出建議： 

一、 都會區域範圍之界定。 

二、 都會區域現況分析與亟需解決課題（如國土保育、土地使用、

交通運輸、產業發展、住宅、環境保護、水資源保育、公共

設施等）。 

三、 都會區域發展目標及策略。 

四、 都會區域成長管理。 

五、 都會區域部門發展。 

六、 其他相關事項。 

1.2.3 都會區域計畫之推動實施機制 

透過文獻及專家學者座談、中央及目的事業機關訪談的方式，彙整各

方對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之建議，並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

（縣）市政府如何參與協商，以及內政部應如何啟動計畫擬訂協商機制等

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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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實際案例試擬 

以本研究建議之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及架構為基礎，依其特性分

析某都會區域發展並試擬其都會區域計畫內容及推動實施機制。 

1.2.5 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制度之探討 

依區域計畫法第 18 條至第 20 條對有關區域建設推動委員會制度之探

討。 

1.2.6 辦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訪談 

為完善都會區域計畫內容及推動機制研擬，除從理論及實證文獻等研

析規範性的建議外，亦將辦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縣市政府相關單位

之訪談及專家座談會（共 2 場次、每場邀請 6 位專家學者及相關單位 30

位人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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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與流程 

1.3.1 研究概念 

依據本案五大工作項目之內容與面向，可再從規劃的「推動機制」與

「實質內容」以及「通則」與「個案」四個向度做區隔。首先，國內外案

例分析與探討涵蓋此四個向度，但以個案探討及規劃實質內容佔多數；而

都會區域計畫的推動機制、應載明內容的最後成果，屬於本研究對於通則

性的建議，其中推動機制的內容並涵蓋一部份對於區建會的探討；最後，

案例試擬則屬於個案型、規劃實質內容的呈現（圖 1）。 

 

圖1 本案研究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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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概述：研究概念

推動機制

通則個案

實質內容

都會區域計畫
應載明內容

工作項目(二)

區域建設推動
委員會之探討

工作項目(五)

都會區域計畫
推動實施機制

工作項目(三)

國外案例與
國內推動經驗

工作項目(一)

案例試擬：

北部都會區域計畫

工作項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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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工作流程 

首先從相關之基本資料與背景文獻進行蒐集，透過文獻分析法、深入

訪談法與兩次焦點專家座談會辦理等方式，彙整各界對本案各階段性成果

的相關意見並修正後，納入本案最終研究成果，同時並每月定期至少召開

一次工作會議。本案整體工作流程示意圖詳下（圖 2）： 

 

 

圖2 本案工作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計畫執行構想（期中報告）

1.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

2.推動實施機制

4.實際案例操作（試擬）

3.區域建設委員會制度探討

初步構想（期初報告）

專家學者座談會（1）

中央、地方相關
主管機關訪談

1.都會區域計畫之範疇定位
 範圍界定基準
 議題範疇與面向
 發展手段與原則
 成長管理策略與工具
 推動部門組織

文獻分析法

基礎資料蒐集、調查與分析 國內外相關案例分析

國內推動經驗檢討

案例研究法

相關法規與政策

2.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
 範圍界定
 現況分析與需解決議題
 發展目標及策略
 成長管理策略
 部門發展

深度訪談法

專家學者座談會（2）

案例試擬

案例試擬操作（期末報告）

1.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

2.推動實施機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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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 

本章首先從國內與都會區域計畫相關法規，包含（國土計畫法、區域

計畫法）、政策與計畫，探討過去推動都會區域規劃之經驗及優缺點，其

次分析國外與都會區域相關的規劃案例或跨域組織及機制之推動經驗。綜

合兩者內容，分析歸納後做為後續研擬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建議或擬

定推動實施機制之借鏡。 

2.1 相關法令規定 

將從涉及「都會區域計畫」的國土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兩面向探討。 

2.1.1 國土計畫法 

歷經逾二十載光陰，攸關我國整體國土保育及發展的根本大法-「國土

計畫法」終於在民國 104 年 12 月 18 日的立法院最後一會期通過立法，此

為我國國土空間計畫體制之重大變革。本研究檢視國土計畫法與「都會區

域」相關之條文規定，包含：第 3 條、第 6 條、第 8 條、第 9 條、第 15

條等(表 1)。 

表1 國土計畫法有關「都會區域」之相關條文 

條文 說明 

第 3 條： 

本法用詞之定義 

明定都會區域之定義：「都會區域：指由一個以上之中

心都市為核心，及與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具有高

度關聯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所共

同組成之範圍。」認為「都會區域」係指人口密度較

高之都市與其周邊人口較少、且在經濟或社會條件上

具有高度關聯所組成之地區，通常包含多個行政轄區

（如：州、縣、直轄市或城鎮），且其核心可能為一個

或多個。 

第 6 條： 

國土計畫之規劃

基本原則 

指出「都會區域計畫」之規劃基本原則「七、…應配

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

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 

第 8 條： 

國土計畫之種類 

明定國土計畫之種類包含「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且於同條文第二項明定中央

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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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區域」及「特定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且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因應環境變遷及解決跨域整

合議題，亦得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

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經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

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第 9 條： 

全國國土計畫之

內容，應載明之事

項 

全國國土計畫中涉有「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

圍相關計畫內容，得另以附冊方式定之。全國國土計

畫應載明之內容為： 

一、 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二、 國土永續發展目標。 

三、 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四、 國土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策略。 

五、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六、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七、 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八、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原則。 

九、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十、 其他相關事項。 

第 15 條： 

檢討變更時機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擬訂計畫之機關應視實際發展

情況，全國國土計畫每十年通盤檢討一次，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

變更。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適時檢討變更之： 

一、 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

變遭受損壞。 

二、 為加強資源保育或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三、 政府興辦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 

四、 其屬全國國土計畫者，為擬訂、變更都會區域或

特定區域之計畫內容。 

五、 其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者，為配合全國

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適時檢討變更之計畫內

容及辦理程序得予以簡化；其簡化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國土計畫法的相關條文精神可知，對於「都會區域」之定義、規劃

基本原則、計畫層級界定與應載明內容等皆有所論述，可做為本研究後續

工作項目研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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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區域計畫法及全國區域計畫 

一、 區域計畫法及其修正條文（草案） 

除了國土計畫法對於都會區域計畫的相關論述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內政部）在全國國土計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尚未公告實施

前，依現行區域計畫體制仍企圖對「都會區域」的空間規劃能有所回應。

依據區域計畫法第 6 條指出： 

「跨縣市之區域計畫，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 

故都會區域計畫擬定機關依法為「內政部」。另因應民國 102 年以來

推動的全國區域計畫、直轄市及縣市區域計畫的體制變革，內政部刻正研

議區域計畫法部分條文的修正草案第 5 條也指出： 

「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區域計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就都會區域或

特定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亦得就都會區域或

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區

域計畫」。 

故修正條文進一步指出「都會區域計畫」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

研擬計畫，但仍須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而對於何謂「都會區域」，同一

條文說明如下： 

「一、都會區域：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及與中心都市在

社會、經濟上具有高度關聯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行政區域所

共同組成之範圍。」 

因此，從現行的區域計畫體制及相關修正條文立法旨意，瞭解「都會

區域計畫」有從地方政府共同提案並經中央審議之管道，而其計畫位階（屬

全國區域計畫的一部份）也更被確認。此亦將於本報告第參章「都會區域

計畫法理論述」該節進一步闡述。 

二、 全國區域計畫 

現行區域計畫體制下推動的「全國區域計畫」於民國 102 年底公告實

施並於民國 103 年底提出修正草案。該計畫的第四章計畫目標與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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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八」提出：「擬定都會區域及特定區域計畫，促進跨域資源整合」，

「依據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指出，國內目前西部發展情勢，受高鐵行車

時間及設站地點影響，國土已明顯朝北、中、南三大城市區域發展，強化

以城市區域為範圍的整合治理工作，致力建立城鄉夥伴關係，避免內部零

和競爭模式。於土地使用規劃層面上，亦應針對該空間發展趨勢有所因應。」 

並且「發展策略」亦指出：「(一)擬定都會區域計畫內容，協調整合相

關部門，研擬部門發展策略，以強化城市區域或都會區域競爭能力。」 

因此在全國區域計畫已公告實施、各直轄市及縣（市）區域計畫陸續

擬定下，如何界定「都會區域計畫」之計畫範疇及並建構相關後續推動實

施機制以做為配套，已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三、 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 

區域計畫法第 18~20 條為有關區域開發建設推動、區域建設推行委員

會組成、任務及區域內個別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之辦理事項之規定。第 18

條規定： 

「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推動區域計畫之實施及區域公

共設施之興修，得邀同有關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學術機構、人民團體、

公私企業等組成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 

另第 19 條則規範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有關區域計畫之建議事項； 

(二) 有關區域開發建設事業計畫之建議事項； 

(三) 有關個別開發建設之協調事項； 

(四) 有關籌措區域公共設施建設經費之協助事項； 

(五) 有關實施區域開發建設計畫之促進事項； 

(六) 其他有關區域建設推行事項。 

故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已有法令依據可成立。另自民國 98 年開始，

內政部為因應縣市改制召開「研商縣市改制後續立（修）法事宜會議」，

強調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得依「區域計畫法」相關條文規定，組成區域建

設推行委員會。為改進過去推動區域建設相關委員會之缺失，內政部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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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下具體作為1： 

(一) 依法成立：本次依區域計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籌組，其權責、任

務、成員明確； 

(二) 編列區域建設經費：成立（或修訂）區域建設經費，以實質支持

地方政府提案，有利促進區域建設推動； 

(三) 強調「由下而上」運作機制：區域建設計畫均應經地方政府討論

後共同提出，地方配合度高； 

(四) 成員具決定權：中央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召

集人，地方則由各直轄市、縣（市）首長共同參與。 

依據區域計畫法的架構，未來推動「都會區域計畫」之區域建設推行

委員會將可對計畫提出建議事項、個別開發建設之協調事項、籌措相關公

共設施建設經費等，若該委員會能發揮其法定賦予之任務，將有助於都會

區域計畫之擬定與實施。本研究對於「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制度的相關

探討，另詳見第 5.1 節。 

2.2 國內相關推動經驗及優缺點 

除了上述與都會區域相關的法令規定之外，國內過去也曾有跨域型空

間計畫研擬或機制平台建置的推動經驗。本研究以下將首先舉北部區域的

相關規劃為例，並探討從以「地方制度法」為基礎的跨域合作平台之經驗，

最後小結國內過去推動經驗的優缺點。 

2.2.1 北部區域計畫 

依據區域計畫法，中央主管機關曾分別擬定北、中、南、東部區域計

畫，主要做為各縣市政府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的上位整體計畫。以北部

區域計畫為例，民國 72 年、84 年分別公告實施「台灣北部區域計畫」、「北

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並於民國 94 年研擬「北部區域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草案）2。 

                                         

1 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籌組「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相關運作機制及配合事項研商會議。 
2 後因推動區域計畫體制革新將原本北、中、南、東四部區域計畫整併為「全國區域計畫」而未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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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選擇北部都會區域為案例試擬地區（詳見第陸章），故在

此針對過去台灣北部區域計畫及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中與「都會區」之相

關內容回顧，以供後續研議參考。 

一、 台灣北部區域計畫（民國 72 年公告實施） 

(一) 計畫範圍 

包括當時的台北市、基隆市、新竹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宜

蘭縣等 7 個縣市，合計 7,347.27 平方公里。並依據通勤、購物、活動距離、

行政區劃、產業活動、地理環境及發展等因素劃分為 7 個生活圈。 

 

圖3 北部區域計畫-都市體系圖 

資料來源：北部區域計畫（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72 年） 

(二) 計畫年期 

以民國 85 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 「台北都會區」相關論述 

1. 都會區之形成與範圍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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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認為都會化是形成都會區的必要過程，從台北市與鄰近市、

鄉、鎮之間的各種活動與每日人口交流的旅次相關數據顯示，台北市

顯然已是都會區的中心城市。有關都會區範圍之劃定則採用都市化程

度、社經關係、實質建設整體規劃範圍等指標綜合分析後，以一個小

時旅次通勤時間做為界定都會區範圍之有力理由，最終涵蓋台北縣市

及桃園縣等 20 個市、鄉、鎮。 

2. 都會區之發展課題 

該計畫指認都會區發展課題分別是「防洪計畫之檢討」、「交通運

輸系統之建立」、「公共設施之建設」、「公害之防治」及「其他」等五

大項。可見今日以發展成熟的大台北防洪計畫、大眾捷運系統等重大

建設在當時也早已是跨縣市區域計畫考量的重點；公害防治課題則也

已思考到「空氣污染」、「水污染」、「垃圾與水肥」及「地盤下陷」等

環境面向；另也指出都會區「居住」問題，包含住宅戶數的供需差距

以及相關公共設施建設所需之土地、資金不易取得的問題。 

3. 都會區之建設 

在都會區課題指認後，該計畫研提都會區相關建設計畫，包括「防

洪計畫之實施」、「交通建設之推動」、「公共設施建設之推動」、「公害

防治之推動」及「其他有關都會區建設之推動」等。其中認為住宅建

設具有社會政策之性質，並以其營利方式區分為一般住宅及國宅建設；

對於住宅建設的組織（主管機構、非營利性住宅建設事業機構）、資

金及土地皆提出具體推動事項。 

二、 台灣北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民國 84 年公告實施） 

(一) 計畫範圍 

延續民國 72 年第一次公告實施的計畫範圍，仍為台北市、基隆市、

新竹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宜蘭縣等 7 個縣市，合計 7,347.27 平

方公里；但相異的是本次通檢依國家建設六年計畫將原劃設的 7 個生活圈

修正為 5 個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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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北部區域範圍圖 

資料來源：北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84 年） 

(二) 計畫年期 

以民國 94 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 「台北都會區」相關論述 

1. 都會區範圍界定 

本次通檢內容考量台北市與台北地區都會化之各市鄉鎮依存關

係、通勤、衛生下水道、自來水供水系統、防洪計畫、大眾運輸系統

計畫、自動電話區、人口成長率、人口密度、發展現況與問題等因素，

界定都會區之範圍，與前次相較面積擴大並新增了 5個行政單元個市、

鄉、鎮。 

2. 都會區發展課題 

通檢亦延續前次內容，包含「防洪計畫檢討」、「交通運輸系統之

建立」、「公共設施之建設」、「環境品質之維護」及「住宅建設」等。

有關住宅建設課題則指出都會區的中低價位住宅量少、居住環境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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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分配不均之現象，另提及住宅社區開發危及台北盆地山坡地之生

態環境等問題。 

3. 都會區之建設 

對於上述課題該計畫提出相對性的建設事項，包含防洪計畫的檢

討、大眾運輸系統的持續建立以及以區域性綜合規劃為原則處理都會

區垃圾問題等。在住宅建設方面，提出都市應朝多核心發展，並應於

淡海新市鎮、林口新市鎮進行新社區開發計畫，興建中、低收入住宅

以抒解都會區內中低價位住宅不足之問題。 

2.2.2 北臺都會區域計畫 2030（草案）3 

一、 計畫概述 

民國 92 年開始籌劃的「北臺區域合作」模式運作多年後，為確保國

土資源永續利用，加強土地資源保育管理與引導國土開發秩序，配合「挑

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於民國 97 年

提出「北臺都會區域計畫 2030」規劃草案。 

(一) 計畫範圍 

就人口規模、交通關聯、產業發展與生活環境等 4 個面向訂定評估指

標，進行地區發展潛力評估之後，考量自然資源供給限制與未來土地使用

需求，劃設都會區域範圍。範圍包括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縣、

宜蘭縣、新竹縣市及苗栗縣之竹南鎮與頭份鎮，並扣除 6 個原住民鄉。面

積約為 4,600 平方公里，現況人口為 1,024 萬人（至 2007 年底），預估 2030 

年目標人口為 1,200 萬人(苗栗縣政府, 2011)。 

(二) 計畫年期 

至西元 2030 年，民國 119 年。 

(三) 「北臺都會區域」相關論述 

1. 計畫推動目的 

                                         
3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分署，民國 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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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目的在於賦予三大都會區發展之永續目標、功能定位、機能

互補及策略機制，並建立跨區域建設協調推動機制，以解決都會區發

展問題，強化都會區域競爭力。 

2. 計畫目標及願景 

北臺都會區域發展目標設定為「提升大臺北地區之城市位階，發

展成為世界級的大城市都會區」，並以「具有永續產業、宜居環境及

高效能基盤設施的國際都會」為總願景。計畫內容著重宣示區域共同

願景，促使區內各縣市朝共同目標邁進，並提出跨縣市整合的行動策

略。 

3. 空間發展構想 

臺北與新北兩市乃為未來都會區的經貿中心，並與基隆港、臺北

港、桃園國際機場及新竹科學園區等重要產業節點串聯，建構北臺整

體的科技產業走廊；桃園國際機場與臺北港則可藉由地緣相近的優勢

發展成為區域的物流中心。基隆市、新竹市與宜蘭的宜蘭、羅東等地

則為都會區內的地區發展中心，透過交通網絡連結前述經貿發展核，

進而促進區域整體發展（圖 5）。 

 

圖5 北臺都會區域未來發展結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北臺都會區域計畫 2030(草案)，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民國 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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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綜合分析 

不同於之前依據區域計畫法擬定的北部區域計畫內容，「北臺都會區

域計畫 2030」（草案）採取的是策略性思維，針對人口與住宅、產業發展、

運輸設施、公共設施、自然生態地景、觀光發展、成長管理以及都市防災

等八大議題進行現況、課題與相關計畫檢視，配合趨勢預測研議相關策略。

其中，規劃內容係以交通運輸建設為骨幹，串連北臺都會區域的核心區域，

建立以大臺北都會區為概念的區域發展模式。 

整體來說，此規劃草案仍是由上而下的規劃方式，其規劃策略方向可

做為推動跨域重大建設計畫之參考。 

2.2.3 地方制度法與區域合作平台 

因應縣市合併升格契機及提升區域整合效益，地方制度法於民國 99

年修訂以提供區域合作法源，中央政府可透過優先給予補助之方式，鼓勵

有關跨區域之建設或跨區域合作事項。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指出：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處理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

域資源之利用或增進區域居民之福祉，得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成立區域合作組織、訂定協議、行政契約或以其他方式合作，並報共

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備查。前項情形涉及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

（鎮、市）民代表會職權者，應經各該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

市）民代表會同意。 

第一項情形涉及管轄權限之移轉或調整者，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應制（訂）定、修正各該自治法規。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對於直轄

市、縣（市）、鄉（鎮、市）所提之跨區域建設計畫，或第一項跨區域合

作事項，應優先給予補助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一、 政策推動緣起 

由於精省後中央政府直接面對 23 個縣市，頓失跨區域事務處理機制

與能力，此成為臺灣國土空間治理上盲點之一。為此行政院在民國 99 年 2

月公布之「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將區域合作平台之成立做為解決國土

空間治理問題方案措施之一；而後在民國 101 年行政院核定國家建設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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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規劃中程計畫（101 年-106 年），具體指導相關區域合作政策與作法。 

除北臺區域合作的發展歷史較早，國家發展委員會透過前述政策進行

「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相關補助計畫，使過去較為鬆散之跨縣市

首長會報或高峰論壇開始轉為區域合作平台。經過多年之努力，陸續協助

與指導北台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中部區域合作發展平台、雲嘉南永續發

展推動委員會、高屏區域合作平台與離島區域合作平台等跨區域平台之成

立及運作。 

二、 發揮之功能與效益 

區域合作平台之功能為共同討論與協調該區域發展重大議題，並形塑

該區域重要願景。相關重大跨域合作議題與公共建設過平台討論、協調，

以建立共識，再進行審議，最後形成共同提案，並推動實施建設。中央計

畫型之補助，應符合平台審議通過之整體發展規劃，或經該平台審議通過

之區域型計畫為優先補助對象；地方申請中央補助者，亦應以跨縣市之區

域型計畫，且經平台討論後具共識者為優先，以達到區域內各縣市共享共

榮的效果。 

三、 區域合作平台經驗探討 

各區域平台基於空間發展、資源規模、發展議題、治理模式等之差異，

所展現之空間治理成果亦互有不同。以北臺為例，除已協助提案與輔導 44

項合作計畫外，北臺經過多年運作，執行上亦較其他平台更上軌道，目前

北臺在下階段已開始深入思考未來平台組織實體化運作之可能性；中臺除

已協助提案與輔導 35 項合作計畫執行外，更已建置區域發展決策支援平

台，協助地方政府了解中央之資源分佈。 

因此，未來在都會區域的跨域合作發展上，除以現有合作平臺或機制

為基礎，可進一步思考不同程度的跨域組織設立（圖 6），同時輔以具空間

指導性質的都會區域計畫做為推動跨域合作的制度性支持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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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空間治理模型選擇光譜示意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13) 

2.2.4 小結：國內推動經驗及優缺點 

一、 都會區規劃內容 

本章 2.2.1 節回顧臺灣北部區域計畫及其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

自民國 72 年起至 84 年分別擬定了前述二項計畫。總體而言，此兩次計畫

的規劃邏輯皆採用藍圖式的規劃方式，故皆有對都會區範圍、多核心的發

展模式、各區機能及公共設施配置等有明確規劃，且其課題也涵蓋從發展

面向的交通、產業、住宅與新市鎮建設，一直到保育為主的防洪、公害防

治與垃圾處理等。 

其優點之一為針對「都會區」範圍有明確的界定，初次 72 年版以等

時圈、交通旅次計算作為範圍劃設的方式，84 年版則加入了人口密度、公

共建設發展程度等因素，故範圍略微擴大。明確的空間範圍有助於計畫內

容的理解與想像，然而，明確的範圍若無相對應的行政治理體制、組織，

計畫的落實推動即易遭受困難與阻礙。72 年版的計畫實施內容指出，應由

內政部籌設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推動，而在 84 年版則指出，有關都會區

建設應「加強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功能，協調解決台北都會區交通、環

保等共同問題。」故綜上，就過去計畫實施推動經驗，我國一方面無跨域

型政府（區域政府）的體制，另一方面各方對區建會職權亦缺乏共識，故

明確的範圍界定並無法確保計畫得以落實及執行，而是如何與跨域議題範

疇內的相關縣市政府、中央目的事業機關達成共識，並形成某種形式的行

政約束力，可能是我國體制下較具可操作性與執行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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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72、84 年版的北部都會區域計畫中，皆將都會區視為區域發展

的主要核心，且兼顧發展與保育間的平衡，並考量民眾生活的實際需求，

例如平價住宅等；然其中對於都會區的發展多著重於我國內部所衍生的課

題，對於國際上的變化對北部都會區所產生的衝擊，以及當前備受關注的

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等課題則較缺乏論述及因應對策，此或也與當時的環

境、社經發展背景有關，此點可為後續做為借鏡。 

二、 組織與機制面 

自區域計畫法推行以來，我國過去曾於 80~90 年代分別擬定臺灣北、

中、南、東部區域計畫及其第一次通盤檢討，皆為中央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內政部主動發起並擬定、發布並實施，在推動經驗上，其優點為由中央主

管機關擬定，較能掌握、整合相關中央政府部門的政策，例如產業園區的

規劃與開發、重要交通建設或水源區保護等，並貫徹至地方政府層級的相

關土地使用開發與管制。然而，其常引發的負面批評及缺點為地方發展的

自主性受限。 

過去區域計畫實行上常為外界批評的是，區域計畫僅能就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產生效力，而非都市土地使用計畫又多為依現況編定，造成區域

計畫欠缺計畫的未來性與前瞻性，且都市計畫地區與非都市土地似乎為二

元管制的管制體系，也造成城鄉間發展的落差，產生對社會公平性的疑慮；

另外，由於區域計畫主要精神之一為「協調與整合部門間有關的空間發展

或土地使用課題」，然因主管機關的行政位階以及「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

基於政治現實考量等因素難以成立，故區域計畫在行政權、組織、經費分

配等面向皆無法完備的情況下，對於跨域事務的規劃、推動落實，確實無

法達到盡如人意。 

隨著我國中央政府體制的變革，民國 86 年進行省政府功能業務與組

織調整，即臺灣省虛級化（簡稱凍省或廢省），以及民國 99 年進行縣市合

併升格，一方面突顯由下而上的民意、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在地方發展或跨

域治理上將扮演更關鍵角色，另一方面也顯示中央對於跨域發展與規劃的

落實應與地方政府更為緊密合作。因此，過往傳統由上而下式的計畫形成

模式，以及跨域計畫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定位，隨著時代與治理體制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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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進行必要的調整。 

故本研究期望，在當前國土計畫法完成立法之際，未來研擬跨域型的

都會區域計畫或特定區域計畫，應突破現有組織面的框架，以達成資源互

補、跨域整合的根本目標。 

2.3 國外案例分析 

在國內的相關推動經驗回顧後，本研究以下將從英國、美國及日本等

先進國家對「都會區域」規劃或計畫的相關案例進行分析，內容可大致區

分為：「規劃及計畫內容」及「推動程序或機制」兩大面向進行回顧與探

討。 

2.3.1 英國 

一、 倫敦計畫(The London Plan) 

(一) 發展歷程 

依據 1999 年的 GLA 法案（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Act）於 2000 年

成立 GLA（倫敦的民選區域政府，俗稱大倫敦政府），GLA 扮演的角色與

功能包括：掌管 GLA 的財務；員工需堅守最高的操守表現；制定透明、

完善的經營方法；監督 GLA 四年一次的倫敦市長與議會選舉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2007)。 

倫敦計畫於 2004 年第一次公布，之後經歷過數次計畫變更。2007 年

的 GLA 法案（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Act 2007）賦予倫敦市長和議會更

多的權限，並涵蓋住宅、規劃、氣候變遷、廢棄物、健康與文化等計畫領

域。2008 年新任市長 Boris Johnson 於 7 月公布“Planning for a Better 

London”，並依據該想法研擬倫敦計畫；之後在 2009 年 10 月提出倫敦計

畫的初始提案（The London Plan Initial Proposals）以及倫敦計畫的變更草

案（the draft replacement London Plan），並獲得倫敦議會的支持。倫敦市長

於 2012 年獲連任，於 2014 年著手進行倫敦計畫的修訂，其中強調合宜住

宅、經濟成長、廢棄物處理等，並在 2015 年 3 月修訂完成，公布新一版

的倫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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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區界與計畫範圍 

自 1888 年劃設倫敦郡 （今日的內倫敦範圍）以來，經歷了 18 世紀

後期到 19 世紀初期的工業革命影響，都市發展開始朝向郊區化，造成倫

敦郡人口外移而開始減少，其後倫敦郡政府便一直試圖擴大其行政範圍，

終在 1965 年依照「倫敦政府法案（London Government Act 1963）」大致從

此奠定大倫敦地區的範圍（圖 7），該法案賦予 32 個倫敦行政區（Borough）

自治權，以成立 32 個行政區議會作為治理機關，而大倫敦議會（GLC）

則成為倫敦市和 32 個行政區的上層組織(林正德, 2013)。 

現今 GLA 民選區域政府可透過公民投票產出，很重要的原因為歷史

造就的區域認同感，使得民眾參與意願較高，大倫敦地區的劃定，並非依

據某種特定統計數據的門檻，亦非依照傳統固定行政區界線劃設思維，而

是因為歷史發展的軌跡，以及民眾參與、投票的意願來決定之，由此可知，

除了一般認定的都會區產業、交通統計數據門檻、行政區界線、一日生活

圈等計量的數據之外，也必須考量到民眾參與意願、地區認同感等非量化

因素。 

 

圖7 倫敦計畫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 (London Council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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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架構與基本內容 

倫敦計畫彙整了大倫敦市長在其他部門與地理和區位有關的許多策

略方向。其他部門策略包括：交通、經濟發展、住宅、文化、部分社會議

題（如幼兒、青少年、醫療資源、和糧食等議題）、部分環境議題（如氣

候變遷、空氣品質、噪音和垃圾議題等），分章節詳述如下。 

1. Chapter 1：背景說明與策略 

人口：說明人口數量與地理分佈變遷、房地市場對人口的衝擊、

人口結構與家戶資料。 

經濟：世界與國家經濟走向、就業市場變化與地理分佈、檢討現

有就業計畫的成效（以各地方政府績效來檢討）。 

課題：貧困問題與劣勢、氣候變遷、基礎建設的服務水準、2012

年的延續（如：2012 年的奧林匹克賽後資源的妥善處理等）、生活品

質的確保、計畫體系轉變的因應措施 ，並依照上述課題的指認，擬

出原則性的對應策略。 

另外說明市長的施政願景以及計畫目的，其主要內容為提升國際

競爭力、環境與生活水準、創造多元、安全且和善的社會等。 

2. Chapter 2-7：各課題指認與空間發展原則 

內容為倫敦計畫之課題指認與空間策略的擬訂原則，以落實市長

的政策願景。首先說明對內應優先處理的課題，對外如何提升倫敦市

世界競爭力，以及所擬定相對應的解決策略，包含：空間分析與設計、

社會人文、經濟發展、氣候變遷、交通與開放空間設計等課題，另同

時也包含市長與各部門、機關間的溝通協調工作等(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2015)。 

以 Chapter 2 的「空間分析與設計」為例，一開始即論述市長的

倫敦的發展定位，並要求所有的相關規劃單位擬定之計畫皆須確保符

合倫敦計畫的發展原則；而市長承諾會持續尋找適當的資源與投資來

源，協助倫敦的發展可以超越其他世界城市，並且成為英國對歐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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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門戶。其對倫敦發展的整體定位如下： 

(1) 倫敦的國際地位、永續發展的經濟、創新、建康、教育、研

發、文化藝術，以及良好生活、旅遊的愉悅地方。 

(2) 倫敦的發展有益於英國，甚至整個歐洲的經濟、環境與社會，

尤其應對英國整個城市網絡扮演起其獨特與支持的功能。 

倫敦計畫的空間規劃以永續發展為原則，確保大倫敦區域內各政

府機關，包括與次級區域的政府機關，順暢的垂直與橫向聯繫，解決

各種都會區域發展的課題，如：成長管理、住宅供給、就業機會等。

章節內也直接點名各地區需要解決的課題，並表明市長職責內應進行

的工作，如：與各地方首長、相關單位的協調工作，在此部分，市長

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去決定地區發展的整體樣貌。 

每一個課題的小結皆以：解決策略、計畫決議，以及各縣市應進

行的工作（LDF Preparation）結尾。在此須注意的是，每個課題的起

源與結論，都有明確的數據與計算做說明，並且另案研究、引用之。

以住宅政策(Housing)來說，數據乃引用 GLA 在 2013 年另案研究的

房地市場報告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2015)。 

3. Chapter 8：推動、實施、監管計畫 

倫敦計畫的監管目標為：面對人口成長挑戰、提升經濟競爭力、

促進鄰里關係、美化景觀視覺、改善環境、改善交通等，與 Chapter 2-7

的論述一樣，而在 Chapter 8 說明倫敦計畫的實施機制原則，除了強

調公私合作、民眾參與的重要性外，對於實際操作必需考量的財務、

協議、計畫績效管考等皆有所著墨。但為避免與地方政府行政業務重

疊，或不當涉入地方施政權力，因而倫敦計畫的內容僅止於原則性的

規定，以 LDF 的支持來推動，重點在銜接都會區域發展與地方自治

的規劃空隙，此點可做為我國都會區域計畫借鏡。 

(四) 計畫議題 

1. 住宅（相關內容於 Chapter3：LONDON’S PEOPLE） 

「倫敦計畫」（London Plan）做為大倫敦市長的「空間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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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程度也形成了大倫敦的發展計畫  （Development Plan for 

Greater London）。其中有關「住宅」議題之因應對策，依據「國家規

劃政策架構」（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原則進行市場需

求與供給之評估。 

在 2013 年發佈兩篇報告：「倫敦策略性住宅市場評估」（THE 2013 

LONDON STRATEGIC HOUSING MARKET ASSESSMENT）以及「倫

敦策略性住宅土地取得評估」（ THE LONDON STRATEGIC 

HOUSING LAND AVAILABILITY ASSESSMENT 2013），此二者分別

從住宅需求面及供給面所完成的評估報告，成為倫敦計畫中對住宅議

題的重要規劃基礎。  

(1) 需求面評估：「倫敦策略性住宅市場評估」報告 

倫敦住宅需求推估使用大倫敦政府的人口及家戶預測，該報告評

估未來十年，每年有超過 49,000(宅)的住宅需求，但若要滿足先前所

積存的住宅需求量，則每年的住宅需求量將可能達到 62,000(宅)，超

出每年的可供給量。 

整體需求的評估是以倫敦區域性的角度進行，但並不會估計至大

倫敦市下的各郡。各郡仍須依循「國家規劃政策架構」及「倫敦計畫」

的政策脈絡，評估各郡的住宅需求。由於住宅市場需求常有跨郡界的

現象，所以各郡在次區域基礎上(sub-regional basis)亦常有合作。 

(2) 供應面評估：「倫敦策略性住宅土地取得評估」報告 

依循在未來的倫敦市政策條件下，提供一個可靠的住宅供給預測

至少到 2025 年，若在某些假設情境下則可推估至 2036 年。此評估考

量了所有未來可能做為住宅使用的基地，並將它們區分為：已允許使

用型、配置型、潛力型以及低可能性型等類型，同時再加上其他小基

地、原先為非機能自主型住宅及長期空閑住宅可再轉為住宅使用的總

量。此評估報告最終指出倫敦市在未來十年（2015/16 ~ 2024/25）每

年有提供 42,000(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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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4 

倫敦計畫（The London Plan）中有關交通規劃的內容，主要與 2010

年所發佈的「市長交通策略」（Mayor’s Transport Strategy，簡稱 MTS）

相輔相成。 

(1) 交通部門計畫目標 

A. 支援經濟發展與人口成長 

B. 強化所有倫敦市民的生活品質 

C. 改進所有倫敦市民的安全性； 

D. 提高所有倫敦市民的交通運輸機會； 

E. 降低交通運輸對氣候變遷的影響，並提高交通的回復力； 

F. 支援 2012 年倫敦奧運與後續營運。 

由於倫敦計畫規劃的是大倫敦的整體空間發展政策，因此實現

「市長交通策略」(MTS）對於達成倫敦計畫的願景與目標將是關鍵

的要素。也因此，這兩份文件中的政策與提案計畫的實現以及是否有

互相配合，將會被定期的檢討與修正。 

(2) 交通部門策略重點 

在倫敦計畫擬定交通運輸的相關空間政策及策略（POLICY 

6.1~POLICY6.14），分別與「交通建設」、「連結大倫敦」以及「確保

一個更好的街道」有關，同時包含設置汽車與自行車的停車標準。 

倫敦計畫的交通部門策略強調：交通發展與建設應符合整體空間

規劃構想與空間發展結構（亦即是倫敦計畫 Chapter 2 內容）；並且應

強化倫敦地區的運輸系統整合與串聯、各重要運輸節點的公共聯外運

輸服務，並提升倫敦與國內外機場、客貨運輸之連結。 

                                         
4 相關內容詳見 The London Plan - CHAPTER 6：LONDON’S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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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軌道路網發展示意圖 

資料來源：(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2015) 

另為促進倫敦地區的城市發展永續性，更強調步行與自行車網絡

的建置與品質改善，將持續規劃闢建「自行車快速公路」（Cycle 

Superhighways）與慢速的專用道網絡（Quietways），降低私人汽車的

使用。 

 

圖9 人本交通路網發展示意圖 

資料來源：(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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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治水防洪5 

倫敦計畫為因應極端氣候所可能造成的洪災，規定其開發計畫必

須符合「國家規劃政策架構」（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

對於洪災的評估與管理標準、相關的技術規範，並檢視是否有考量

2100 年泰晤士河口計畫（TE2100）、流域洪水管理計畫等相關措施。 

相關的發展或建設必須通過前述標準的測試，並且需要說明有關

防洪回復力的設計或緊急應變的計畫，包括：如何在洪災的情況下仍

能維持安全的操作、建物內人員的安全疏散或滯留計畫、水電供應能

正常運作以及建物設計是否能於災後快速復原。 

(1) 開發計畫的「都市洪災」調適策略 

倫敦大約有 15%的地區被認定為洪災風險區，「區域性洪災風險

評估」（The Regional Flood Risk Appraisal ）詳細的調查了倫敦地區因

為各種原因可能造成的洪災風險，包含潮汐、河川、地表水、地下水

及水庫等，是倫敦計畫重要的參考依據。另外依據 TE2100 計畫，為

了強化未來的防洪能力，某些地區的土地必須被確保，沿著泰晤士河

的部分開發計畫必須退縮、讓出空間，不然則必須強化堤防的高度，

但其花費則將會變的相當高，且將會阻礙景觀視線；如此也並不保證

永遠不會發生都市洪災，因此建築物處於洪災的應變能力仍需要考

量。 

河川的洪患風險由於氣候變遷影響，其洪峰將預期增加 40%。環

境部（Environment Agency）提出的流域洪水管理計畫（Catchment 

Flood Management Plans）指出，新發展或再發展計畫應選擇低洪災風

險的地區，並且在計畫中應提供例如滯洪、導引的減災設施等。 

(2) 開放空間與藍綠帶的維持 

倫敦計畫根據其所設定之相關準則篩選出都會區內重要的開放

空間，而無論是區內的都會開放空間或藍綠帶，均必須加以保護，並

提升此類空間資源的可親近性，以充分發揮資源的價值；各行政區必

                                         
5相關內容詳見 The London Plan – CHAPTER 5：LONDON’S RESPONDS TO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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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負責調查各自區內既有的開放空間資源，並評估開放空間的需求。 

對於水資源管理，倫敦計畫則規範各地方行政區均應共同維護藍

帶空間品質，並確保擁有足夠的污水處理設施，且為有利於未來供水

及排水設施的檢查、維修及更換，上述設施之開發商、地方規劃權責

單位、自來水供及污水處理權責單位應共同協力合作。 

 

圖10 大倫敦地區藍帶網絡示意圖 

資料來源：The London Plan 

4. 成長管理策略 

英格蘭地區對於防止都市擴張與蔓延，擬定「綠帶」（Green Belt）

的土地管理策略。在倫敦計畫中也同時採行此規劃策略，值得參考（圖

11）。 

 

圖11 開放空間及綠帶網絡示意圖 

資料來源：The Lond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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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地區約有 1,300 萬公頃的土地面積，其中大約 9%是已開發地區，

而大約有 1/3 以上的土地是被指定為「特殊自然美景」（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或者是一部份的「綠帶」（Green 

Belt）。英格蘭政府認為「綠帶」是非常重要的。 

「綠帶」政策基本的目標是要藉由永久保持土地的開放空間方式，防

止都市蔓延，「綠帶」重要的特徵是其開放性與永久性，其規劃具有以下

五項基本目的： 

1. 檢核大範圍的建成面積於限制的向外擴張。 

2. 防止相鄰的鄰里社區、城鎮相互聚合與連結。 

3. 協助守衛鄉村地區被都市化侵佔。 

4. 保持歷史城鎮的配置與既有特色。 

5. 藉由鼓勵已廢棄或其他都市土地回收利用，協助都市再生。 

「不適當發展」的定義是對於「綠帶」本身有危害的，不應該被核准，

除非是在一種非常特別的情況下。當考量規劃申請的時候，地方政府的規

劃機關應確保該向申請是否對於「綠帶」有任何的危害。一旦當「綠帶」

被劃定之後，地方規劃機關應該正面的以計畫去強化使用綠帶的益處，例

如：使綠帶得以容易接近、增加戶外運動及休閒活動的機會以及保持既有

景觀、生物多樣性及改善受損的土地等(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2014) 

二、 跨地區協議（Multi-Area Agreement，MAA) 

在跨域的合作經驗上，英國累積多年來地方民主之經驗，發展出許多

區域管理與合作平臺機制，同時也建立了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眾多合作形

式，如：地方政府間行政協議（administrative agreement）；地方策略聯盟

（local strategic alliance）；結合了公部門、私部門和志願團體的公私協力形

式（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彼此互信互賴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

以及連結問題性質相近的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等，這些均是針對跨

區域性事務問題應運而生的治理機制，亦是地方自治團體可以採行實施的

具體作為 (陳彥仲等,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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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規劃的整合有二種主要途徑：一個方式是建立一個新的官方政策

架構，如本文前所提之大倫敦政府組織（GLA）；另一個方式即是以現有

各項計畫與政策進行協調與整合，並制訂協議，例如：「跨地區協議」

（Multi-Area Agreement，簡稱 MAA）。兩者差異在於空間規劃是否需要創

建一個正式架構的不同認知，主張前者認為強化的空間架構有其必要；而

後者主張就現有法令與計畫即可進行有效的跨域資源整合（圖 12）。 

「跨地區協議」是一種地方行政的合作機制，旨在鼓勵區域和次區域

成立跨區域合作夥伴關係，以處理經濟發展、交通與基礎建設計畫、技能

缺乏等相關議題(林正德, 2013)，可由各地方政府自願加入且成立的一個組

織，也歡迎民間相關團體的加入，MAA 能夠有權限處理以下的事務： 

(一) 人力資源與技職訓練 

(二) 住宅計畫與配置 

(三) 交通及地方基礎建設 

(四) 經濟發展事務 

 

圖12 MAA 行政協議之行動計畫範例示意圖 

資料來源：(PUS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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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地方政府在 MAA 架構下有充分的自主性與彈性，目前為止已經

有 Liverpool, Pennine Lancashire, Leicester and Leicestershire, Greater 

Manchester 等地區地方政府組織 MAA 架構。 

MAA 模式對於區域發展以及跨域治理的影響主要在兩方面：第一，

與先前的民選區域政府倡議相比較，MAA 是一個由下而上的推動過程，

地方行政區整併與否取決於地方政府而非中央；第二，藉由由下而上的操

作過程，區域治理機制的外部衝突因為溝通及政治運作而內化，大幅降低

了推動過程的政治以及社會成本。也因此，儘管 MAA 的推動不過進行了

約數年，相當多地方政府已經計劃籌組相關運作組織。 

2.3.2 美國 

一、 波特蘭都會區域計畫 

(一) 發展歷程 

波特蘭都會區域（Metro）的誕生，可說是一種「都會區域計畫」的先

驅類型（prototype）；因為它雖然是奉行「家園自主」的公共治理原則，卻

選擇了在城市層級上設立更高的「都會區域政府」來治理都會區域（圖13）。

波特蘭都會區域奉行新都市主義理念，強調混合使用、高密度發展、大眾

運輸系統等，並設置法定「成長邊界」（growth boundary）的都會區域。 

 

圖13 波特蘭都會區域政府層級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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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 又名 Metropolitan Service District，是波特蘭都會區的區域政府

機構，為美國唯一直接民選的區域政府，主要負責波特蘭地區的都市成長、

土地使用計畫、區域交通等，部分功能類似我國中央政府的國家發展委員

會，區域轄內共計有 3 個縣及 25 個市，人口超過 130 萬，土地面積約 250

萬公頃，並於 1992 年投票通過都會自治條例（Metro Home Rule Charter），

藉此賦予區域政府（Metro）更大的權力(Wikimedia Foundation, Inc, 2014)。 

波特蘭區域政府 Metro 擁有並經營 16,000 英畝的公園和自然區，以及

許多休閒娛樂場所，如：俄勒岡動物園（Oregon Zoo）、波特蘭文藝中心

（Portland’s Centers for the Arts）、波特蘭展覽中心（Portland Expo Center）、

俄勒岡會議中心（Oregon Convention Center）等，另外還有兩間垃圾處理

回收站，以及其他相關服務，如：市民垃圾處理熱線、腳踏車道路線圖等

(Metro, 2014)，其營利部分則做為都會區域政府 Metro 施政經費來源之一。 

表2 波特蘭區域政府曾面臨困境 

資料來源：(Metro, 2014)、本案整理。 

Metro 充分鼓勵民眾參與，並落實資訊透明，現正推行 9 項計畫：交

通、大眾運輸、西南走廊計畫、氣候變遷計畫、垃圾處理、2015 成長管理、

開放空間、自然保育與復育計畫、鐵路計畫、動物園等，皆在網站上有清

楚說明。依據 2040 Growth Concept（圖 14），該區域目前發展的原則為：

安全穩定的社區、土地和財務的有效運用、健康的產業發展、自然資源的

保育、均衡的運輸系統、合宜住宅(Metro, 2014)。 

(二) 計畫內容 

1. 成長管理策略 

年代 計畫類型 失敗原因 

1982 
整治河川計

畫（水患） 
技術上可行，但忽略政治接受度。 

1983 
固態垃圾管

理 
Metro 擬定計畫，但因為環境汙染問題，遭到居

民抗議反對。 

1980s 
財政記帳失

誤 

Metro 因內部記帳缺失，短缺 60 萬美金，後期

雖加強控管，但也僅能仰賴聯邦補助款、服務費

等，仍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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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奧勒岡州 1973 年的 Land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ct

即要求轄區內各個城市應採取更嚴厲謹慎的策略以防止都市蔓延，其

中一項即是要求劃定都市發展界線。在 1977 年，奧勒岡州最高法院

針對規範此項策略主要在引導都市開發落於計畫或有需要發展的地

區，並讓其遠離農村或資源地。這些界線在都市發展與農地間劃出明

顯的界線，因此潛在農業用地可以免除來自都市的外溢作用，以及為

都市地區提供重要之環境與經濟效益。 

「都市成長界線」劃設的目的在促進緊密、連續的發展型態，以

提高公共設施成本之有效性，同時保存目前不適合發展的開放空間、

農地及環境敏感地等。此策略期望能達成保存重要農地與森林、有效

提供公共設施、減輕環境汙染、提供足夠之土地供住宅、工商業、遊

憩、開放空間及其他各種都市活動使用等目標。因此成長界線外土地

必須指定做為非都市用地外，尚需考慮以下因素：  

(1) 證明都市人口長期成長需求與州、區域以及地方的目標政策

相符； 

(2) 住宅、就業機會與可居性之需求； 

(3) 有秩序、經濟地提供公共設施與服務； 

(4) 既有都市邊緣土地之最大使用效率； 

(5) 環境、能源、經濟與社會後果； 

(6) 農地、森林與其他資源地之保留； 

(7) 計畫都市之用途與鄰近資源活動之相容性。 

劃設「都市成長界線」是屬於都市圍堵策略（Urban Containment）

之一，其他配套策略尚包括：都市分期發展、分區管制手段、工作地

－居住地平衡、鄰里保存、新社區開發等。此外，據奧勒岡州的都市

成長界線劃設經驗顯示，當都市內部不斷發展與再發展時，所設定的

都市發展外圍邊界需因應市場需求而定期檢討。 

2. 購買保護區土地 

另外，為了限制都市成長，Metro 所採用的手段為利用政府施放

債劵方式（1995 年和 2006 年批准的債券議案），以及徵稅（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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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擇徵收方案）之後的財源，來購買保護區的土地，保護區土地

種類包括：水源地、野生動植物棲息地等。其中徵稅的財源亦用來幫

助以下項目(Metro, 2014)： 

(1) 自然保護區的恢復和維護。 

(2) 自然保護區的改善工程：主要為提供腳踏車道、人行步道等

方便旅客親山親水的設施。 

(3) 公園、停車場等公共設施的維護和改善：例如增設公共廁所、

停車場規劃、遊憩設施等。 

(4) 支援義工計畫。 

(5) 教育宣導。 

(6) 支持社區自發性的保育計畫。 

 

圖14 波特蘭 2040 成長概念地圖 

資料來源：(Metro, 2014) 

3. 交通運輸 

為改善交通擁塞及提升整體運輸服務品質，波特蘭都會區域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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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土地及運輸服務的整合，並設法於各區域提供多種的運輸服務，

結合自行車、公路、軌道運輸及公車系統等。此外為支持永續發展，

亦積極於交通網絡規劃與設計中融入永續綠色概念與元素。 

4. 開放空間、步道及綠道網 

為改善交通擁塞、因應能源成本之上升並減緩氣候暖化，波特蘭

都會區政府相當重視步道及綠道系統的建置，且將此系統視為運輸網

絡的一環，期望於未來建置達 930 英哩步/綠道網，用以連結區域內的

社區、開放空間及景點。區域內步道、綠道系統除了有專屬之委員會

外，同時也有由市民聯合會、權益團體、政府、非營利組織及企業共

同組成的聯盟(Connecting Green Alliance)，一同致力創造完善的步道、

綠道網。 

5. 經濟及產業發展 

為了促進城市的緊湊發展並提升就業及整體經濟活力，產業空間

應儘量佈局在城市核心及重要運輸走廊周邊，同時提升產業空間的可

及性，尤其是在交通轉運中心－產業區－商業中心之間。 

(三) 推動機制6 

波特蘭都會區域發展願景及相關計畫之推動落實係由區域議會(Metro 

Council)、眾多諮詢委員會及各方公眾共同擘畫、參與。各參與者中，區

域議會所扮演之角色相對重要，其主要職責不僅包括處理跨域相關議題、

推動長程發展規劃，同時也須對相關計畫進行監督，並負責財政的年度預

算，及建立規費和其他稅收措施；而委員會及公眾則負責給予都會區政府

及其幕僚建議。 

波特蘭區域議會之所以能順利就區域的整體願景來進行區域的規劃，

而不會受到內部政治衝突之影響，係因制定了建構區域規劃架構法治基礎

的都會憲章(Metro Charter)。透過憲章，區域議會即充分擁有決策過程中的

政治正當性(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民國 101 年)。 

                                         
6 內容引用自「北北基生活圈跨域空間發展整體策略規劃」規劃報告內容（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民國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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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會區域規劃組織（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s, 

MPO） 

美國多年來透過「都會區域規劃組織」（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s，簡稱 MPO）協調區域交通建設等層面，以提升公共建設投

資效益，其精神及做法可作為我國都會區域治理之參考。 

(一) 發展歷程 

美國有聯邦政府、州政府、縣政府和市政府，但沒有協調縣和市事務

的區域政府。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别是 1960 年代以後，聯邦政府逐漸

重視基礎設施和環境區域的協調，增加對公路建設、城市再開發和環境整

治的聯邦基金撥款，並要求地方政府必須提交相應的區域規劃和論證報告，

爰負責 都會 區交 通規 劃的 都會 規劃 組織（ 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 MPO）應運而生，截至 2009 年止，美國計有 484 個都市化地

區、385 個法定 MPO (Association of 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s, 

2014)。。 

MPO 的起源為 1962 年立法通過的聯邦補助公路法（The Federal-Aid 

Highway Act），該法案要求 5 萬人以上的大都市，其交通建設計畫必須考

量到周邊地區的交通串連、完整規劃與合作7，之後雖然部分大城市已成立

類似MPO的組織，但一直到1965年，公共道路交通管理局（Bureau of Public 

Roads）才真正要求建立起一個專責機構來負責城市的交通規劃。 

同年 1965 年城市與住房發展法（The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Act）通過，反而建立起 MPO 組織的雛形，是一種區域合作下，通過選舉

組成的議會，而非傳統官員指派的組織；之後 1960~1970 年代，美國的交

通建設計畫轉型成需要長期規劃以及穩定資金支持的計畫，與臺灣現況的

地方跨域交通串連問題類似，故 1970 年代，交通規劃過程便開始要求必

須附有短期的資金改善計畫，以及長程總體計畫，並著重在開闢「非資本

密集型」的交通設施，以利地方層級可以順利串連起都市的交通計畫，以

及解決交通堵塞的問題。另外，聯邦公路總署與都市大眾運輸總署

                                         
7 continuing, comprehensive and cooperative planning process，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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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WA-UMTA）聯合頒佈都市運輸規劃法規8，要求人口 20 萬以上的都

市每年必須要有運輸改善計畫9（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 Program，TIP），

並由 MPO 組織以及地方政府自行審核，這代表著中央權力下放的一個重

大改變(Association of 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s, 2014)，但事實上

成效都還未達預期，直到 1991 年頒布「跨運具地面運輸效率法案」

（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ISTEA10），MPO 組織才

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視。 

ISTEA 法案除了授權 MPO 組織可主導增加聯邦補助款之外，也可以

決定運輸建設的優先次序，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與 MPO 組織協調，以獲

得交通建設的補助與協商優先項目次序(林建元、林相伯、陳一夫、蕭琬玲、

賴慧勳, 民國 100 年)。 

(二) 主要項目 

MPO 的主要工作內容為以下各點(Association of 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s, 2014)： 

1. 統一規劃執行方案（Unified Planning Work Program，

UPWP）。 

2. 都會區運輸計劃或長期運輸計畫（MTP，RTP 或 LRTP）

指導本地區至少未來 20 年願景 

3. 運輸改善實施方案（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 Program，

TIP），至少需包括 5 年內之工程建設項目。 

4. 建立擁擠管理程序（Congestion Management Process，

CMP） 

5. 公眾參與計劃（Public Participation Plan，PPP） 

                                         
8 The joint FHWA/UMTA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regulations。 
9 於 2015 年改為 4 年為一期的計畫，內容為列出所有聯邦政府補助及重視的地面運輸計畫，以

及對區域發展有重大意義的交通運輸計畫，並安排區域運輸項目投資的優先次序與預期進度，

包括每個階段的基本花費（初步工程規劃、完稿設計圖、徵用費用和施工）。 
10 ISTEA 法案的雖僅著重交通，但其主要目的為透過交通的改善，達到促進經濟發展、節約能

源、改善空氣品質與達到社會公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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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MPO 職責與運作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Association of 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s, 2014)；本案繪製 

(三) 資金、財源等補助方式 

1. 中央補助地方，但由 MPO 主導增發的聯邦補助款。 

2. 五年期專案補助款，保障運輸工程的穩定財源。 

(四) 主要職責 

1. 統籌分配聯邦和其他交通資金。 

2. 確保地區發展符合計畫展望。 

3. 交通計畫需考量區域未來發展模式及多元的財務計畫。 

4. 促進政府、利益團體、居民三方的溝通合作。 

(五) 組織結構 

MPO 組織在美國各地的團隊組成皆略有不同，MPO 可以是一個議會

兼職辦理，甚至簡單到僅有一個主管加上一個專職人員；但也可以是專責

機構，或甚至成立區域政府，擁有龐大的幕僚群。較常見的 MPO 組織結

構為（圖 16）：最高決策部門－政策委員會，次級委員會－市民顧問委員

會、技術及規劃委員會、特別工作委員會，其組成分別為一般市民、政府

部門人員、專家及技術人員等(林建元、林相伯、陳一夫、蕭琬玲、賴慧勳, 

民國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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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MPO 常見之組織結構 

資料來源：(林建元、林相伯、陳一夫、蕭琬玲、賴慧勳, 民國 100 年)，本案重新繪製 

2.3.3 日本 

一、 首都圈計畫 

(一) 發展歷程 

首都圈整備計畫類似日本的區域計畫，受國土綜合開發法、全國綜合

開發計畫及首都圈整備法指導，始於 1958 年，約 10 年左右檢討一次，不

僅具有指導性且兼具實質計畫的區域性計畫。東京都的民意機關是東京都

議會，行政機關乃東京都廳，首長為東京都知事，主要辦理東京都地區內

行政及東京都區部內之都市行政，也代表說東京都廳同時兼具市政府以及

縣政府的雙重階層(周育仁, 2010)。 

(二) 計畫內容 

1. 計畫範疇 

狹義的日本首都圈係指東京圈，範圍涵蓋東京都、神奈川、崎玉

縣、千葉縣等一都三縣，此區域為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更

是具備航運、空運、鐵路的運輸中心，而東京圈的橫濱區是日本工商

業的核心地區，沿著東京灣延伸的京濱工業區和京葉工業區組成日本

最大的工業區。廣義的首都圈範圍涵蓋東京都、崎玉縣、千葉縣、神

奈川縣、茨城縣、櫪木縣、群馬縣及山梨縣等一都七縣，面積佔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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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人口數佔全國 1/3，GDP 佔全國 38%。 

東京首都圈的地域特性從三個方向分析，第一是從日夜間人口的

差異可得知之就業通勤範圍，也就是多數在東京都中心就業的外圍都

市人口所涵蓋的區域；第二則可以從生活圈及都市服務設施可及的範

圍，例如：醫療、商業與教育等；第三則可以從地域產業的特性，例

如中心都市偏重三級產業或電信業，觀光客為主的餐飲或住宿業則以

北關東最多，港灣由於交通的便利性所以物流業最發達(關東地方整

備局, 2009)。近年首都圈整備計畫要項如下： 

(1) 首都圈政策區域：設定不同的政策區域，針對各區域採用不

同的土地使用規劃、事業制度以及稅收政策。 

(2) 業務核都市：為平衡國土發展上都市機能過度集中的「一極

集中結構」，提出的「多極分散型（多核心）結構」，發展業

務核城市與次中心，形成區域分工，目前被認可的區域有

14 個（圖 17）。 

(3) 近郊綠地保全制度：「近郊綠地保全區域」被指定（至 2010

年底為 19 地區、15,861ha），區域內的建物新建、重建及

增建，樹木砍筏行為規定需向都城縣知事等申報。 

(4) 國會遷移計畫：基於首都機能分散、東京都會於地震帶的防

災危機管理功能等理由，自 1990 年起日本眾參兩院持續討

論是否遷移國會至首都圈以外之區域，惟目前尚未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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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業務核城市多極分散型結構 

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省, 2011) 

2. 挑戰與課題 

首都圈計畫面臨時代潮流趨勢下的諸多課題，包含：經濟全球化、

少子高齡化社會、天然或人為災害的發生、全球暖化以及生活型態多

樣化等趨勢，皆須有對策因應(關東地方整備局, 2009)。 

(1) 地形環境易受自然災害的侵襲，未來三十年需預防直下型地

震的發生，以及地震可能引起的大規模海嘯；多處平坦且人

口聚集的地方需預防河川水患的發生，另一方面首都圈周圍

的山地因地質脆弱，也具有高度的土石災害潛勢。 

(2) 少子化造成人口下降，且高齡化社會急速到來。首都圈幾乎

佔了全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約 4200 萬人），未滿十五歲的

人口低於全國平均，另外在都市地區雖然高齡化的比率較低，

但高齡者卻是逐漸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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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村地區因高齡化造成農林業的經濟衰退，棄耕地增加。造

成糧食、木材無法穩定地供給。 

(4) 首都圈總生產毛額約為 194 兆日圓，佔全日本約 40%以上。

首都圈的經濟將引領日本經濟發展，包含：製造業、運輸物

流業、商業、農業、林業、水產業及觀光業等。 

(5) 首都圈內核心地區與周邊區域之都市服務水準不均，包含醫

療、文化、教育設施等。居住水準則有老舊木造房屋耐震、

住宅面積狹小等問題。 

(6) 因年降雨量變化、森林水源涵養不足等問題，造成水資源利

用的脆弱度增加，不穩定性提高；首都圈的電力供給多倚賴

其他地區及國外，例如：中東地區、東南亞以及澳洲等地進

口天然氣、石油及燃煤等。 

(7) 都市環境面臨全球暖化下的熱島效應、綠地面積減少及生態

系劣化、空氣、土壤的污染與封閉性水域，例如東京灣水質

惡化、沿岸海域環境惡化、大量生產與消費下的大量廢棄物

處理等問題。 

(8) 交通與通信等基礎設施之建設，在公路的整備計畫有所延遲，

道路安全的確保仍有強化的空間；另外首都圈雖擁有全球領

先的鐵路建設，但在不同都市間、不同路線的交互聯繫，以

增加使用者的便利性也可再強化。通信部分從行動電話使用

比率可看出其中存在都市核心與邊緣的落差。 

(9) 首都圏中的各國際港灣，例如：東京港、横浜港、川崎港、

千葉港、茨城港等面臨國內產業轉型及國際港灣競爭（中國

上海、香港、韓國釜山港等），港灣國際地位有待首都圈的

產業發展與提升。機場亦是有相類似的現象。 

(10) 首都圈的基礎設施屬於叫早期的建設計畫，存在設施設備老

化需汰換的問題，後續更新、維護管理的費用也將逐漸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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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目標、策略與方針 

在前述的時代趨勢挑戰及經濟就業嚴峻形勢下，首都圈計畫研擬

三大願景： 

(1) 領先世界與東亞的都會區域。 

(2) 確保日本首都之中樞機能正常運作。 

(3) 滿足 4200 萬人安居生活與工作的建全環境。 

在此三大願景下訂定五大方針： 

(1) 從強化首都圈的國際競爭力帶動全日本的經濟發展。 

(2) 致力 4200 萬人安心生活與美好地域的實現，例如集約型都

市的轉型、持續完整的交通體系建構或完善托育與扶老環境

的建構等。 

(3) 致力免於天然災害威脅之安全地域的實現，例如，研擬地震、

海嘯、颱風及土石流等因應對策。 

(4) 保護與創建良好的環境，例如：全球暖化的因應對策、森林

與農地的確保以及親水與綠色空間的維護、建構循環型社會

等。 

(5) 實現不同主體間的交流及合作，例如：強化不同區域間的觀

光交流、都市與農漁村的交流合作，以及實現多元族群的文

化共生社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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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首都圈環境基礎設施的未來想像 

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省, 2011) 

二、 廣域行政與地方計畫(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13) 

日本推動之跨區域合作，主要有日本總務省推動之「廣域行政」，與

國土交通省推動之「廣域地方計畫」。其中，廣域行政制度歷經 1960～1980

年代的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期，確為日本帶來效益，並促使日本國內之地方

自治體凝聚廣域合作共識，直至 2009 年，考量其階段性任務已達成，爰

廢止原由中央政府主導的廣域行政，轉型鼓勵地方自主性選擇推動區域合

作（定住自立圈），另由國土交通省，在全國國土計畫的框架下，訂定推

動「廣域地方計畫」。 

(一) 「廣域行政」制度 

1. 由中央的總務省主導推動，以法令強制規定各地區須劃設廣

域行政圈，透過協商及制定規章，處理各地方政府共通性地

方事務。 

2. 各行政圈可設廣域行政組織，負責計畫之研擬、推動及聯繫，

共同降低行政成本。 

3. 搭配廣域行政圈計畫制度，日本中央政府提出兩項財政支援，

以鼓勵地方自治體於區域合作後進而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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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9 年順利廢止原由中央主導式之廣域行政制度，改以地

方自主性的地域合作（定住自立圈）取代。 

(二) 「廣域地方計畫」制度 

1. 由國土交通省訂定專法，明確規範廣域地方計畫之推動組織、

基本方針、策定程序、地方參與合作方式、協調機制、計畫

執行等，避免跨域計畫執行過程中，相關組織協調溝通的虛

耗。 

2. 創設各圈域之廣域地方計畫，由各地方依其自主特色自行提

案策定，逐步引導各圈域在產業及經濟上的自立發展。 

3. 各項政策及戰略方針計畫，須與預算之編列有相同之制定流

程及時程，且須同步連結並行。 

日本廣域行政制度之推動，已有豐碩的推動經驗及實施成果，後續並

進一步推動廣域地方計畫，有效整合各項地域性公共設施，促進區域間的

合作、互補與共生。 

2.3.4 小結：國外案例 

一、 綜合分析 

(一) 倫敦計畫 

大倫敦都會區域的範圍劃設可以算是有著相當程度的「制度稠密」

（institutional thickness），是一個由行動者改變制度的角度來考察都會區域

範圍劃設的極佳案例(何東波, 2006)；同時，也揭示了未來我國都會區域計

畫在「整合」及「策略性指導」的意義。然英國在計畫擬定、民眾參與及

推動落實的機制上，有其發展悠久的民主體制與公民素養，這也是我國在

推動上可以學習效法之處。 

事實上，大倫敦政府與其 32 個自治市和倫敦市（共 33 個行政區）的

關係，基本上並非為「上對下」的自治監督關係，而應為「夥伴關係」

（partnership）。而成立大倫敦政府的主要目的為彌補跨域規劃與整合的間

隙。另外，區域政府擬定之計畫是策略規劃性質，推動策略並非為強制力，



貳、文獻回顧 

47 

而以多中心、彈性、協調的角色，整合大倫敦地區各地的地方需求。 

(二) 波特蘭都會區計畫 

不同於其他都會區域計畫，波特蘭區域政府的成長管理計畫以限制成

長為目的，而非提高經濟競爭力，再者，波特蘭都會區域的案例帶著明顯

的規劃目標與十分正式的（formal）治理制度組織，揭示了都會區域計畫

在規劃及治理介面的必要性；同時，也說明如何在研擬過程中鼓勵民眾參

與的方法、以及在計畫管理機制的可行性等面向，值得我國借鏡。 

(三) 首都圈計畫 

日本首都圈案例則從區域規劃角度解決城市發展問題，綜合協調各地

人口、經濟發展和資源利用，重視城鄉綜合發展、戰略規劃與政策制定。

首都圈計畫形成相對明顯的區域機能分工，各業務核都市根據自身的基礎

與特色，承擔不同的機能，在分工合作、優勢互補的基礎上，發揮了整體

聚集之優勢。同時，首都圈規劃越來越重視人居環境建設，面臨世界城市

競爭，更加注重人居環境、社會問題與可持續發展。 

二、 對本研究之建議 

(一) 計畫面 

從本章針對英國、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的都會區域規劃案例回顧，

瞭解各國計畫關注的焦點課題可提供本研究相關建議。 

倫敦計畫的「住宅」議題政策規劃，基於兩項基礎性的供需評估報告，

且其在區域層級(regional level)規範供給總量，但並不涉及其轄下各行政區

的分配量，同時建議各行政區應從次區域層級（sub-regional level）合作的

方式達成目標。檢視我國目前概況，尚無類似大倫敦市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的都會治理組織，且在國家層級的上位規劃綱領或政策亦欠缺

從都會空間思考的住宅整體規劃，以致住宅空間政策往往落入單一縣市內

的空間計畫甚至各別都市計畫。 

本研究建議未來「都會區域計畫」參考倫敦計畫的作法，針對跨域特

性的都會區住宅議題應進行整體「需求/供給」分析評估，並於上位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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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納入相關的空間發展及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日本首都圈計畫雖不免關注經濟與產業發展課題，但同時與倫敦計畫

相似，兩者皆認為空間計畫應更積極回應暖化與氣候變遷、人口結構改變

所帶來的衝擊。東京首都圈與我國北部都會區域發展類似，皆具有人口密

集且潛藏高自然災害風險的環境特性，因此東京對於涉及跨域的防災、自

然環境保育課題特別重視，亦可做為我國都會區域計畫應關注之議題參

考。 

另外，英格蘭與美國波特蘭都會區分別有以劃設綠帶（Green Belt）、

都市成長管理線（Urban Growth Boundary）的規劃策略，避免都市過度擴

張與蔓延。兩者由於國情、規劃體制皆與我國差異甚大，且其背後皆有具

法治基礎的組織（如：大倫敦政府、Metro）及法規支持，我國未來能否推

動類似的作法及組織，在國土計畫法通過立法之後仍尚待觀察。 

(二) 機制面 

英國的跨地區協議（MAA）模式是一個由下而上的推動過程，過去常

見的跨域治理外部衝突，由於在協議階段進行充分的溝通、政治運作，故

可以有效的減低計畫推動過程的政治及社會成本。我國過去幾年由國發會

鼓勵的跨域合作平臺也具有此精神，提供給未來擬訂都會區域計畫程序一

種不同於傳統的思考及途徑，也就是由縣市政府之間相互形成跨域議題的

共識，並主動提出擬定跨域計畫的啟動機制。 

美國由於國土幅員廣大，跨域合作組織 MPO 主要以交通基礎建設為

主，同時並結合財政預算機制；日本則與我國類似，已從傳統的中央先推

動跨域合作、凝聚地方合作氛圍後，進一步引發地方政府的自主合作(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13)。日本經驗也顯示，法制化及財政上的誘因是廣

域行政與地方計畫成功的關鍵，同時應擴大決策參與層面，可有效整合與

該圈域發展密切的相關團體意見，降低跨地域計畫之推動阻力。此點提供

了本研究後續在研擬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實施機制上很重要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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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區域計畫定位、性質與相關法理論述 

3.1 現行法下都會區域計畫之意義 

按以都會區域計畫所預設之功能角色，莫過於針對都會地區中跨行政

疆界事務，以該都會地區之一體性為前提，進行之空間規劃。然而，我國

現行區域計畫法對於究竟應有多少層級區域計畫並無規範，因此都會區域

計畫的擬定權限固然可以就現行法確認其屬於區域計中央主管機關內政

部，但是否此即表示都會區域計畫是一介乎全國區域計畫與地方區域計畫

之間之獨立區域計畫，即屬需要另行討論之問題，而此復基於綜合計畫層

級特性，進一步涉及都會區域計畫之法效與作用方式，故以下即針對此問

題進行分析。 

3.1.1 由擬定權限論都會區域計畫的架構定位 

按區域計畫法第五條規定: 左列地區應擬定區域計畫： 

一、 依全國性綜合開發計畫或地區性綜合開發計畫所指定之地

區。 

二、 以首都、直轄市、省會或省（縣）轄市為中心，為促進都市

實質發展而劃定之地區。 

三、 其他經內政部指定之地區。 

我國現行法對於何謂區域以及如何具體決定應定區域計畫第區範圍，

並無真正實體性定義或規範，反而較類似操作性定義，也就是原則上是由

區域計畫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透過特定行政措施(如在全國性綜合計畫或

單獨予以指定)而確定區域計畫之地區範圍。而將此點與區域計畫法第六條

一併予以觀察，可以看出，既然區域計畫地地區範圍可以是(一)跨越兩個

省（市）行政區以上，(二)跨越兩個縣（市）行政區以上之區域計畫，(三)

跨越兩個鄉、鎮（市）行政區以上。則立法者原本對於區域計畫之想像，

一者不排斥縣層級以下的區域計畫，其次則凡計畫地區範圍跨越縣市以上

者，皆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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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除了可以看出區域計畫在法規範的文義來看，並不必然以單一

層級為限，卻對於最多可含多少層級區域計畫並限制，而只能由法目的、

體系及功能角度嘗試發現其合理之解釋。 

換言之，在全國區域計畫與地方區域計畫之間，若是針對綜合計畫由

上而下逐級指導，只要在功能上存在針對跨越縣市之特定地區範圍認為有

必要，尚無法直接導出，對於在全國區域計畫與地方區域計畫間插入中間

層級區域計畫之禁止。然而，由於綜合計畫(於此當指區域計畫)層級越高，

其內容越發抽象、普遍，往往不會直接具體控制土地利用，以致地方政府

所擬定地方區域計畫，其實即用以提供中介指導之機能，以助全國區域計

畫將原本抽象之原則性指導，轉換為在其各自行政轄區可具體對於地方政

府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第 1 項個別土地分區、編定進行控管之機制，而

也才更能具體控管各地方區域計畫範圍內都市計畫(此種考量在於都計權

限在地方，且非都市土地分區、編定權限也在地方)。準此，則當全國區域

計畫與地方區域計畫之間域插入中介層級的區域計畫時，無論其原因是出

於原住民特定地區、流域還是都會地區，立刻面臨就算定出這些特定地區

區域計畫的內容，而這些內容究竟應該擁有何種中介性效力，既有別於全

國區域計畫也有別於地方區域計畫。 

若由此點出發，以都會區域計畫地跨域特性來看，既然其體系定位高

於地方區域計畫，因此其內容與效力皆不宜如同地方區域計畫直接控管其

計畫區內土地，而是應該定位於指導地方區域計畫(含直轄市之都市計畫)，

是以其內容實趨近於全國區域計畫之策略性與原則性，只是可能在針對特

定跨域性問題(課題)時，顯出其較為具體之一面(如指導區內地方區域計畫

如何修正配合)，因此，嚴格說來其內容對於全國區域計畫最多只能做到補

充之功能，而較難以完全如地方區域計畫一般擁有獨立之地位與效力。換

言之，都會區域計畫如果由操作實務面來看，縱使以立於全國區域計畫下

肢特定區域計畫方式擬定、施行，其實內容上很難跳脫，作為全國區域計

畫中針對特定範圍跨行政區事務規範之角色，蓋此部分內容實際正是全國

區域計畫之應有內容。 

承上述，是否需要在中間層級加上特定區域計畫(如都會區域計畫)就

法制面來看是開放的，但由架構來說意義不大，因為其內容皆可由全國區



參、區域計畫定位、性質與相關法理論述 

51 

域計畫予以吸收。至於，在實務上，由於都會區域計畫縱使要擬定，依照

前引法規，其擬定權限仍歸屬區域計畫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因此與其擬

定出都會區域計畫考量可能引發其與全國區域計畫間層級架構為何之疑

慮，徒然製造後續法解釋上的負擔，實不如將其內容直接收納於全國區域

計畫之中，反收效力疑慮較少、計畫體系架構較為簡明之利。鑑於此一考

量，本研究建議將都會區域計畫所欲規範之事務內容收納於全國區域計畫

之中，作為全國區域計畫內容之一部，而無須自為獨立之法定計畫。 

3.1.2 都會區域計畫是否為真正的獨立計畫 

基於前述建議，都會區域計畫既然是全國區域計畫之一部，在法理上，

其即不具實質上獨立存在於全國區域計畫外(法定)區域計畫之意涵。在此

了解下，都會區域計畫無論是以全國區域計畫專章或是附冊之形式呈現，

皆不至於影響前述之定性，自也不會影響其效力特性。因為，在此意涵下，

都會區域計畫的擬定其實等同全國區域計畫內容的補充，亦即實質上這樣

擬定行為的法律意義就是全國區域計畫在通檢以外臨時變更的程序，而都

會區域計畫的擬定事實上只是一個依職權發動此程序的名義或理由。 

準此，都會區域計畫內容之效力即為全國區域計畫之效力，而得以其

在綜合計畫體系中最居上位對下層級綜合計畫生拘束力，並依區域計畫法

第十二條得要求相關事業部門計畫配合。惟其作用方式亦如同全國區域計

畫，原則上不直接針對個別土地進行規制，而仍須透過地方政府所擬定地

方區域計畫、都市計畫等始間接發揮作用。 

而都會區域計畫內容為全國區域計畫所吸收後，與既有全國區域計畫

內容合為一體，故相關內容間問題亦是以同一法規內部體系與規範邏輯處

理。準此，固然法規內容具一體性以及內部邏輯之一致性，但同一法規內

自仍允許特定條文因其所涉事務特殊性，排除其他特定條文之適用，此種

現象在立法上實屬常見。因此，若都會區域計畫內容規定排除主文之適用

並無不可，蓋無論是專章或附冊其實與主文在法效力與地位上，並無不同。

(可參考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一、三之效力) 

至於都會區域計畫適用區域計畫法第十三條問題，則既然都會區域計

畫僅是全國區域計畫之附冊，則在法理上並無獨立於全國區域計畫外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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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計算修訂、通檢週期之理。按區域計畫法第十三條在規範結構上，除宣

告定期性通盤檢討之外，並允許特定原因下對區域計畫進行臨時性之變更。

換言之，都會相關跨域事務若有待處理者，其正逢全國區域計畫通盤檢討，

自可直接配合辦理。若於非通檢期間而有急迫應處理都會跨域事務時，自

可以臨時變更全國區域計畫名義，依職權啟動變更程序。 

3.2 都會區域計畫的法效 

按都會區域計畫做為全國區域計畫之一部份內容，則如前所言，其法

效自必仍就全國區域計畫予以探究。而全國區域計畫係依據區域計畫法所

擬定，以下即就區域計畫法相關規範，討論全國區域計畫之法效，及其與

其他空間計畫間之法律關連。 

3.2.1 區域計畫之基礎法效 

現行區域計畫法就依該法所擬定區域計畫之法效，就效力相關規範而

言，主要規定於第三章區域土地使用管制之前，其中涵蓋第 11、12 條。

唯此二條文，一者規定區域計畫對於都市計畫得以直接拘束 ，另一者則

規範區域計畫與各事業部門計畫間之關係 。除此之外，區域計畫法對於

區域計畫(不論層級)法效之規範，勉強只在第十五條第一項關於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上，規定地方政府依據區域計畫內容中之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

計畫，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報經上級主管機

關核備後，實施管制。由此可知，區域計畫內容中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計

畫做為地方政府製定非都市土地分區圖與編定非都市土地種類之依據，雖

尚不能謂對於個別土地具有直接規範之法律效力，但仍應肯認其指導地方

政府前述作為之效力，而此種指導性效力實亦無妨解為間接性的拘束力。 

易言之，前述三種效力，無論其作用方式為直接或間接，效力具強制

性或是非強制性，大體皆可歸納為區域計畫法下區域計畫(內容)所能擁有

的基礎法效。然而，因為區域計畫在我國過往實務上乃是以單層級結構運

作，不管初始之七個區域計畫以及日後之四個區域計畫，甚至現今之全國

區域計畫，就上述三種效力的運作方式而言，皆相對單純。然在採行多層

級架構後，前述基礎法效的運作就有進一步討論之必要。且都會區域計畫、

流域區域計畫與原住民特定區域計畫皆屬於區域計畫多層級化後之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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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隨著者幾個特殊區域計畫與地方區域計畫的擬定與公告實施，自須如

前述，將基礎法效在區域計畫多層級化後的變化作為探討都會區域計畫法

效問題之基礎。 

以下即循由上而下順序逐層級予以分析、說明之。 

3.2.2 對於全國區域計畫之影響（一併通檢） 

在全國區域計畫與各地方區域計畫陸續發布實施之後，我國的區域計

畫將呈現多層級之構造，而全國區域計畫也因而成為法律上實質的全國國

土計畫。準此，都會區域計畫在定位上只有兩種可能，亦即介乎全國區域

計畫與地方區域計畫之間的獨立（特定區）區域計畫，其次則可歸屬於全

國區域計畫或地方區域計畫其中一者。由於都會區域畫旨在規範跨區域性

都會空間相關事務，其本質與功能實無法由地方區域計畫收納，故大體應

僅須討論其作為全國區域計畫之一部即為已足。 

如前所言，以上兩種對於都會區域計畫之定位方式，依現行法規定皆

屬可行，但實則由體系面予執行實務面之考量，仍以將都會區域計畫收納

於全國區域計畫為較佳處理方式，其考量之理由於後進一步說明。 

按多層級化是綜合計畫原生地的結構特徵，原不足為怪。只是，此種

空間綜合計畫多層級結構的運作方式，卻在原理面上留下兩個必須注意的

基本法則；亦即下位階綜合計畫既受上位階綜合計畫之指導，即無由牴觸

上位階綜合計畫之指導意旨，以落實由上向下指導、控管之制度精神；其

次，則同層級綜合計畫由於出於各自平行、獨立之計畫擬定權限，而各同

層級綜合計畫之位階與效力相同，對於同一國土空間之規範乃具空間獨佔

(互斥)性，導致同層級綜合計畫之計畫空間範圍並不重疊。基於此二法則，

只要都會區域計畫定位為獨立存在且介乎全國區域計畫與地方區域計畫

間區域計畫，則必須能夠有效區隔全國區域計畫與都會區域計畫之法效力

作用方式與內容，方得在法制面上合理化此中間層級區域計畫之存在。 

準此，既然全國區域計畫原本即以整體規範跨地方區域空間相關事務

為其功能與內容，則無論都會、流域或是原住民等具備跨地域性、跨專業

性空間課題之處理，原本即可逕以全國區域計畫規範之。易言之，將特定

區域(如都會)獨立擬定區域計畫地前提，基於前面所提及法理，其在空間



103 年度「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總結報告書 

54 

綜合計畫系統中之法效作用主要在於控管地方區域計畫與都市計畫，而其

對於地方政府在非都市土地分區與編定上之指導力，將因為中間隔上一層

地方區域計畫而益加薄弱，而這和全國區域計畫的法效作用特性幾無不同。

換言之，獨立的都會區域計畫在法效上無法與全國區域計畫有所明確區隔，

充其量只能在計畫內容上做到較全國區域計畫更為具體處理都會跨域事

務，但嚴格來說，此種較為具體的內容卻不是全國區域計畫所不宜及不能

收納者。相對於法效上所呈現狀態，獨立的都會區域計畫因為其層級低於

全國區域計畫，一方面內容不得牴觸其上之全國區域計畫，增加法規解釋

的複雜度與行政負擔，其實也因為依區域計畫法第六條之規定，都會區域

計畫(實亦含其他特定區域計畫)與全國區域計畫之相關行政程序同由中央

主管機關辦理，導致內政部在既有全國區域計畫外，尚須個別執行各特定

區域計畫(以本研究而言當指都會區域計畫)之種種擬定、變更(無論通盤檢

討或是臨時變更)，將大量增加中央主管機關區域計畫相關行政作業之量與

複雜度。 

基於上述考量，本研究如前所言，建議將都會區域計畫定位為全國區

域計畫之一部，其無論做為全國計畫之專篇或是附冊，在效力面與相關行

政作業上都將一體化。具體言之，此即如前所言，縱使都會區域計畫部分

之內容有部分與全國區域計畫其他章節有所差異，亦將不至於因為層級差

異而衍生瑕疵問題 ，而行政程序方面，則都會區域計畫該部分之內容變

更自可一併於全國區域計畫通盤檢討程序中辦理，或在符合區域計畫法第

13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情形下，以臨時變更全國區域計畫名義辦理。 

3.2.3 對地方區域計畫之影響 

既然都會區域計畫位居地方區域計畫之上層級，無論其是否做為全國

區域計畫之一部或是做為獨立之特定區域計畫，其法效依空間綜合計畫之

層級化法理皆應對各地方區域計畫據直接之拘束力(指導)。故當都會區域

計畫內容異動之際，無論其原因出於通盤檢討或是臨時變更，其相關地方

區域計畫皆應配合變更。準此，既然都會區域計畫在內容上可能具體規範

相關各直轄市、縣市主管土地事務，又具有對直轄市、縣所擬地方區域計

畫拘束力，實質等同介入地方對轄區土地之管理權，此固然法理上問題不

大，但實務面上卻原屬容易滋生中央地方糾紛之處。是以，就都會區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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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擬定、變更，一方面應如本研究所建議，依議題導向由相關各地方政

府與中央主管機關、相關機關共同協議為之，另方面也才能因為接受度高

而得以進一步討論與地方區域計畫同步或平行擬定、變更之可能性，也才

能充分發揮空間綜合計畫做為跨域、跨專業協調平台之功能、角色。 

3.2.4 對於都市計畫之影響 

就全國區域計畫或都會區域計畫之層級而言，理論上其對都市計畫之

影響應透過地方區域計畫為之，而不具直接拘束力。此乃由前引空間綜合

計畫法理所致，尚與區域計畫法第 11 條所規定之法效作用無直接關聯。

按以目前進行中之地方區域計畫言之，各該地方區域計畫範圍內之都市計

畫與各該方區域計畫間之法律關係自以區域計畫法第 11 條為準，惟未擬

定地方區域計畫之直轄市，如台北市，由於其上並不存在地方區域計畫，

結構上自然仍由其高一層級區域計畫對其都市計畫進行指導、控管，於此，

自是由全國區域計畫(含都會區域計畫)對此種都市計畫為指導、控管而發

揮其直接拘束力。此種作用模式完全符合前引區域計畫法第 11 條規範意

旨。 

3.2.5 對於事業部門計畫之影響 

由於在體系結構上的特性與行政部門專業分工且相互尊重，綜合計畫

系統與部門計畫在計畫法制的原理上，乃屬於平行存在的各自獨立系統。

因此，兩類型空間計畫間不存在直接的上下位或優先順位，而只能個別由

雙方所據法規，透過解釋發現其間關聯。而區域計畫法第 12 條則額外提

供一條路徑，讓兩系統計畫間得以在內容上和諧化、一致化，亦即雙向式

地讓兩系統之計畫能夠相互配合。 

姑且不論實務上部門計畫由於權限獨立且可能主管機關較為強勢，往

往多有自行其是情形，致使空間綜合計畫追趕於後或是兩邊未曾嘗試一致

化。然而，區域計畫法第 12 條規範內容縱使欠缺足以良好運作之支援性

程序設計，仍符合實體法法理。就此而言，初看之下似乎對於都會區域計

畫與部門計畫間無何法理上影響，但實質上，因為都會區域計畫內容透過

相關各級政府、部門機關參與協商而成，自亦得將其結果轉化於都會區域

計畫內容，作出對於各相關地方區域計畫、都市計畫與部門計畫應如何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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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調整之指示，將可能一定程度減輕區域計畫法第 12 條對額外設計協調

程序之依賴性。再者，即使各機關(此處函相關各級政府)共同協商結果可

以採締結行政契約方式辦理，然在某方對行政契約內容怠於履行時，後續

執行問題仍會成為政治性爭議，故將此些協議結果納入都會區域計畫(實質

上成為全國區域計畫內容)，將使此些協議結果取得法規效力，並得運用於

相關審議程序，如開發許可、地方區域計畫審議、都市計畫審議等，可一

定程度降低後續執行上之法律面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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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之探討 

基於都會區域計畫性質、定位與其具指導相關範圍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之功能，並且在前章國內外相關經驗

與案例探討之後，本章以下 3.1 節將先就工作計畫書原先設定之五項（不

含“其他”）應載明內容進行分析，接續 3.2 節則彙整第貳章文獻回顧、本

案深度訪談及座談會意見後，研提本研究所建議之「應載明內容」架構與

基本論述。 

4.1 與全國及縣市區域計畫之異同 

4.1.1 計畫位階與定位 

「都會區域計畫」由前章之論述可知，其計畫位階仍屬於中央全國區

域計畫層級，高於目前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擬的地方區域計畫。故都會

區域計畫做為全國區域計畫的補充說明或附冊，其內容對於地方區域計畫

仍有計畫指導的高權，亦即依據區域計畫法，地方層級的空間計畫應配合

都會區域計畫內容進行檢討與修正。 

但本研究本次於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實施機制中建議地方縣市政府具

有向中央區域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案擬定「都會區域計畫」之管道，

中央主管機關可召開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該提案是否成案，此種方式擴大

了地方縣市政府對跨域議題參與的深度與廣度，不再只是傳統上被動地由

中央提案後告知，也為日後全國區域計畫與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如何

順利銜接，預設了良好的發展基礎。 

4.1.2 計畫規範與指導程度 

全國區域計畫之範疇及於全國各縣市（包含離島），計畫較難對「都

會區域」空間給予詳細的規範，而縣市區域計畫也僅就單一縣市範圍擬定。

故「都會區域計畫」在全國區域計畫的大架構下，可進一步補足各別跨域

的都會區域空間發展指導原則，例如：住宅供需、都會交通系統及成長管

理策略，將有利地方因應處理跨域議題並研擬相關空間計畫時之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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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原應載明內容之分析 

4.2.1 都會區域範圍界定 

所謂「都會區域」，其空間範圍一般性而言具有高人口密度、高交通

流量以及高建築密度等特性，範圍內並具有多元且密集的公共服務與設施，

其所產生的各種經濟活動範圍，是一種動態的人類活動與行為模式的展現，

故較難以單一行政疆界劃分。因此，國際上尚無對於都會區域範圍的統一

界定標準，各國依據不同國情、時代發展背景或歷史變遷等因素，皆有對

於都會區域範圍不同的認定方式。 

都會區域範圍的定義一般多以人口聚集地區為基礎，進而輔以其他目

的或指標以指認發展同質的空間。例如：透過客觀數據的交通旅次之通勤

人口辨識共享勞動市場區域，或是產業發展的一致性、關聯性判斷地方經

濟一體化的空間範疇。另外，學理上對於都會區域範圍的界定，除了人口

動態活動範圍外，也常以行政組織編制、區域人口規模、自然及人文資源

之合理分配、災害防救及環境之維護、族群與語言、宗教特性及風俗習慣、

社區意識、地方財政、交通與資訊網絡發展、選區劃分或民意趨勢等各種

不同方式進行。 

有鑑於全球城市競爭需擴大發展腹地以及整合資源，主要核心都市與

周邊次要都市逐步整合為「都會區域」空間。因此，都會區域的空間規劃

與其所應配套的治理機制之建構，將是我國各都會區域面對全球區域競爭、

環境變遷挑戰與都市生活品質提升之重要且無可迴避的基礎工作之一。 

本研究建議應突破傳統固有疆界思維，以創新的彈性規劃方式界定範

圍，並建議以都會區域「計畫範疇」取代原有的都會區域「範圍界定」。 

在都會區域計畫的功能、屬性及定位考量下，為結合啟動、實質規劃

及擬定的推動機制，本研究建議「都會區域計畫」之研擬應以「議題為導

向」的規劃方式形成計畫規劃內容，故其計畫範疇應依不同的「議題」特

性而定，根據跨域治理的一般或特定需要，可採「功能性」的計畫範疇界

定方式（圖 19）。例如：為因應北部都會區域的「交通運輸」系統整合或

打造北部區域做為產業發展與品牌行銷的相關議題，此時都會區域計畫範

疇將異於因應北部「治水防洪」議題的計畫範疇；前者之空間範疇可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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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隧道或北宜直鐵的規劃而及於北宜蘭（包含頭城、礁溪一帶），而後

者則可能因聚焦於「基隆河流域的都市防洪」，故其空間範疇為新北市、

臺北市與基隆市等縣市。 

 

圖19 議題導向之計畫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故界定都會區域「計畫範疇」將包含所優先處理的議題涉及之事務為

何，以及該事務所涉及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為何。後續將於本報

告書第五章【案例試擬】進一步舉例補充說明。 

4.2.2 都會區域現況分析與亟需解決課題 

由於全球化時代強調的是區域整合與區域競爭，「都市」已成為資訊、

人才與資金流通重要的節點，越能掌握各種資源整合的都市將越能在全球

化的競爭態勢中脫穎而出。因此，世界上許多重要的都市，已從傳統單一

發展核心為主的「都市」型態，逐漸擴張為「都會區」(metropolitan area)

或轉變成多核心連結的「鉅型城市」（mega city），城市競爭已逐漸演變為

區域競爭。如中國發展最快的港珠澳區域或是上海市都有擴大既有城市腹

地的企圖，以爭取更多發展空間與資源整合的機會，期以在全球化競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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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穎而出。 

故都會區域的特性為人口聚集、形成高度都市化與經濟活動發達的空

間，且因就學、就業形成緊密的生活圈，故區域內的都市群通常具有主、

次核心的發展關係，同時也依賴彼此之間的交通設施串連，以橫越原有既

存的縣市行政界或不同都市發展間的中介鄉村地帶(rural area)，雖相關公

共設施資源得以跨域共享使用，但也可能因各別都市內部的發展過度集中，

造成環境壓力而導致都市生活品質劣化。以下首先說明都會區域一般性的

發展課題，接續則說明我國都會區域常見的發展課題。 

一、 都會區域一般發展課題 

(一) 高度密集發展衍生之生活品質下降 

都市化發展帶來現代化生活的便利以及就業機會，因此吸引更多人口

往都市或其周邊遷移，同時也提高了都市公共設施服務的利用效能；然而，

也因為都市化的高密度與高強度發展（包含：人口、交通、建物、土地利

用等），衍生了許多都市普遍面臨的問題，例如：居住空間不足、房價居

高不下、缺乏開放空間以及相關公共設施與服務（殯葬設施、廢棄物及污

水處理、水資源供給）不足，整體景觀不佳，影響生活品質等。 

(二) 都市過度擴張，導致資源配置失衡及土地利用缺乏效率 

由於都市高度集中發展的結果，都市內因空間有限造成發展用地不足，

較大型的公共設施難以在原有都市內提供應有的服務，造成都市向外逐步

擴張與蔓延現象。也因都市不斷向外擴張蔓延，導致政府需投入更多的資

源於公共建設或公共設施的服務以維持一定的水準。 

都會區域內因不同縣市管轄，容易造成行政界交界帶之土地使用或空

間發展無整體規劃，導致城鄉發展失序、土地缺乏有效利用。另若加上不

同部門計畫缺乏橫向連結，則空間發展將更為紊亂（例如：中部都會區內

的農地利用問題）。 

(三) 人為與自然的高災害風險及易致災性（vulnerability）  

大規模災害並無行政縣市界之分。例如臺北盆地的地震或極端氣候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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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災害將是跨縣市區域的空間分佈。目前消防單位擬定的災害防救計畫，

重點多著重在都市層級的災害防救資料建立、災害整備計畫、災害應變組

織、災後重建計畫等，顯少見到跨縣市的災害預防因應計畫；若檢視都市

計畫體系內的防救災計畫，更顯少著墨整體空間計畫的檢討，多僅擬定防

救災動線、防救災中心等措施，忽略整體跨域防災空間規劃。都會區域因

高度發展，發生天然或人為的特殊大規模災害將導致重大損失。 

(四) 全球化競爭下的產業發展需跨域整合戰略 

由於「都會區域」超越「國家」成為全球化競爭態勢下的一種新型態

的空間單元，都市經濟的發展的關鍵之一仍是如何面對舊有產業結構轉型、

如何與鄰近周邊縣市的優勢結盟，進行跨域整合與擴大市場規模，提升都

會區域整體經濟效益。在產業發展面向上，關注的仍是土地資源取得、人

才的留駐與資金的挹住等課題，土地取得在都會區域中可藉由區位優勢或

建構提升交通可及性而達成互補，對於人才的留駐則建議應從如何提升都

會區域的良好環境品質著手，有好的生活居住環境，也才能進一步吸引優

秀人才。 

二、 我國都會區域現況與常見課題 

(一) 發展歷程與現況 

回顧我國都市化發展歷程，隨著產業轉型、農村人口往都市逐漸集中，

一直到 1960 年代的經濟起飛、十大建設逐步開展，工業化帶動的就業機

會以及重大交通路網的佈建，致使西部平原逐漸從鄉村走向都市化，此時

為傳統的都市發展過程。然而，在國道一號、國道三號、全國東西向快速

道路系統乃至 2007 年高速鐵路完工之後，快速便捷的交通以及資通訊的

發展，影響產業空間區位的配置及民眾住宅區位的選擇，西部平原逐漸形

成北、中、南三大都會區域的現象；其中，以北部都會區的人口與產業聚

集為最（圖 20）。根據統計，2011 年北部區域人口佔全國人口的 44.60％，

其次為南部區域，佔全國人口的 27.65%；若以都市化人口比例相較，則北

部區域都市化人口占 87.5%為最高，南部區域則占總人口的 78.6%次之(國

家發展委員會,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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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臺灣人口成長分佈圖(1987-2012)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2012 

從圖 21 可知，1960 年代遷移目標以台北都會區及高雄都會區為主，

臺中為輔，1980 初期移入高雄都會區的趨勢減少，但臺北市略微增加。1980

末至 1990 年代全台人口則大量往臺北都會區遷徙，由過去 30 年的全國遷

徙情況看來，1987 年前後是我國人口遷移的高峰，平均遷徙率達 12.69％，

主要為鄉村地區人口向都會區遷移。1987 年後人口流動態勢逐漸平穩，總

體遷徙率持續下降。 

2012 年全國總體遷徙率已降至 7.18％，顯示目前人口分佈態勢版圖已

大致抵定，社經發展已不再有大幅度的轉型，全國人口遷徙的動能漸趨平

緩(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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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臺灣各階段人口遷徙方向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2012 

(二) 我國三大都會常見課題 

1. 北部都會區域 

根據民國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結果發現，「跨鄉鎮市區」通勤工

作人口計算通勤率，民國 99 年底 15 歲以上跨鄉鎮市區通勤的工作人

口有 458 萬人，占工作人口比率 42.9％（通勤率），較民國 89 年增加

7.8 個百分點。若按縣市觀察，以新北市跨鄉鎮市區的通勤工作人口

104 萬 8 千人最多，台北市 63 萬 8 千人居次，高雄市 61 萬 9 千人居

第三。另若以通勤率而言，則以基隆市 58.7％最高，新北市 54.6％居

次，再其次為新竹縣及台北市，分別為 52.3％、51.8％。顯示，北部

都會區域間的跨域流動性極高，發展密切。 

由於北部都會區域為三大都會區域中人口數量最多、最密集之區

域，未來北部都會區域持續的擴張、人口持續的移入，環境承載力是

否足以負荷？將是北部都會區域應正視之議題之一；另外，因應產業

發展、觀光旅遊、就業與居住環境品質等因素，北部都會區域內不同

運具之間：包含軌道運輸、公路、雙空港以及雙海港等交通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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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亦亟待跨域性的空間計畫治理（圖 22）。 

北部都會區域亦是我國國家首要門戶與經貿金融、創新研發、文

化科技之重要核心11。然而，在全球氣候變遷風險逐年升高之下，面

臨洪水威脅、海平面上升以及地震、地質災害之威脅、水資源供給瓶

頸與核電廠潛在的不確定性等因素，重大公共設施的佈建與防救災系

統整合、都市防洪與治水、首都機能風險分散與備援等議題，亦將是

北部都會區域計畫應面對之嚴峻挑戰。 

 

圖22 北部都會區整體空間發展結構圖 

資料來源：「北北基生活圈跨域空間發展整體策略規劃」案（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民國 101 年） 

2. 中部都會區域 

中部都會區域在臺中縣市改制升格後，其一般認定的大致範圍涵

蓋的主要核心為臺中市區、次要核心為彰化市及南投市等地。臺中市

做為本都會區域的領頭羊，是優質文化生活中樞及新興科技走廊國際

都會，近年積極發展大眾運輸系統，包含捷運綠線的動工興建、BRT

快捷公車的鋪設以及台鐵的「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等，

大眾交通路網的逐步成形將影響中部都會區域的整體空間結構。同時，

加上臺中港、中部國際機場做為兩岸直航的對口也日漸成熟，臺中港

                                         
11參考：第貳章/文獻回顧/2.2.2 北臺都會區域計畫 2030（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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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區、水湳經貿生態園區等重大開發建設的進行，因此，中部都會

區域在未來應充滿各種的發展契機，其規劃內涵應展現更高的視野與

格局。 

然而農業用地與工商業用地長期在土地使用上的競合與在土地

管理上名不副實的現象，應是中部都會區域需關注的關鍵議題。在全

國農地總量保護的控管之下，如何處理本都會區內農、工土地交錯使

用、環境成本卻由外部負擔的議題，將涉及經發、農政與環保等單位

橫向之協調與整合，此將與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之成長管理策略息息

相關。 

 

圖23 臺中都會區環形城市發展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民國 102 年)  

3. 南部都會區域 

南部都會區域一般認定以高雄市為主要核心，臺南市及屏東縣之

部分發展地區為次要核心，在國土空間定位上係為國際港都及文化與

海洋雙核國際都會（圖 24）。主核心高雄市早期以我國重工業發展及

經營國際港口營運為重要的收入來源，近年則積極發展產業轉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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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服務型的國際觀光大都會。南部都會區域由於氣候溫和、高鐵通車

效應以及都會區域捷運系統的建設、地方施政的民意認同等因素，有

逐漸吸納周邊中小型城鎮人口移入的趨勢；此外，由於高雄、臺南皆

於民國 99 年完成縣市合併升格，原有的城鄉發展在各自行政區域內

仍處於整合時期，未來若將研擬「南部都會區域計畫」，則針對南部

都會區域的整體發展、空間結構應有因應對策。 

此外，南部都會區域針對高屏溪流域治理長期以來有跨域的合作

討論，更進而衍生對其他交通、產業及教育等議題之探討。未來由於

氣候變遷衝擊以及南部產業、農業及民生用水分配等問題，因此，水

資源調派與利用將是影響南部都會區域是否得以永續發展之議題之

一。 

 

圖24 南部區域空間發展結構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 2008) 



肆、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之探討 

67 

4.2.3 都會區域發展目標及策略 

都會區劃設擬定之目標與原則，主要在於空間及社會資源的利用必須

符合經濟原則、各項資源必須公平合理的分配、環境資源必須予以保護與

永續利用，及治理必須有效及合法。 

因此，都會區之形成除了要求達到規模經濟及聚集經濟外，另外，亦

需著重於都會區內各面向間之效率與公平，及促進都會區之永續發展。故

一般而言，都會區域計畫的基本目標主要有四項：一、社會公平性，二、

經濟競爭力，三、環境保護，四、財政效率，可通用於絕大多數的都會區

域。此四大目標依其意涵可再細分。其中公平性又可區分為「基本生活權

利的保障」與「提高社會和諧」，經濟競爭力又可區分為「創造附加價值」

與「降低生產成本」，環境保護又可區分為「生態環境保育」以及「生活

環境品質提升」，財政效率係指「公共建設或服務的成本降低」(何東波, 

2006)。 

如同上述，本研究建議未來都會區域計畫應「以議題為導向」的方式

進行規劃，可於目前的區域計畫體制中達到最佳效益。因此，都會區域發

展目標與策略應以所指認的「議題」密切結合；而「策略」意涵即為該「議

題」從規劃面所提出的因應解決之道；而「目標」意涵則為該「策略」實

行之預期成果，可分為「量化性」目標設定或「質化性」的目標陳述。 

因此，都會區域發展議題指認、策略研擬及目標設定應視為一整體性

的架構與內容。向上應檢視目標設定、策略研擬是否符合「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計畫」、「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原則，水平上則應檢視相關目的事業

之部門發展計畫是否已擬有相關計畫、目標及策略，視需求納入都會區域

計畫之內容，以做為「都會區域部門發展」之相關指導原則（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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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都會區域計畫、目標與策略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4.2.4 都會區域成長管理 

一、 成長管理之基本理念 

「成長管理」（Growth Management）概念源自美國，係先以理性規範

個別人口對各種用地的使用量，假定每個都市都有其「最適規模」，1970

年代之前，尚未有成長管理概念，而是倡導「成長管制」且側重環境資源

的保育，重點在限制社區的成長速度、環境承載能力以及興建公共設施的

財務能力。「成長管理」名詞最早出現在 1975 年出版的 Management & 

Control Of Growth 這本書的第一冊中，它將成長管理定義：「成長管理係

政府利用種種的傳統及改良的技術、工具、計畫與方案，企圖指導地方上

的土地使用形態，包括土地開發的態度、區位、速度及性質。」 

美國都市土地學會（Urban Land Institute）則曾定義：「有效的成長管

理為一種預期開發需要及容納開發活動的過程，用以平衡不同的土地使用

目標及調節地方與區域之利益」(陳彥仲等, 2006)。 

國內相關亦有相關文獻指出：「廣義的成長管理，是一種土地利用政

策，以都市和區域綜合計畫為基礎，制訂明確執行方式與法令依據，尤其

強調區域性的發展。對於實質環境的發展一定要從區域的眼光、適當的誘

導，以避免過度集中或惡性循環」(林秉勳,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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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成長管理」可說是一種對都市未來實質環境品質的管理政策，

實施成長管理的目的在於因應都市快速成長下，可能對社會、環境所產生

的外部負面效果，藉由規劃的介入，以維持公共設施與其服務水準及一定

之環境品質。都市發展應考量某一地區之基礎環境容受力（Carrying 

Capacity），例如：土地使用（住宅及農地等）、水資源總量等，以規劃手

段、計畫引導及法律規範等工具，運用公共政策以確保都市仍可在經濟上

得以有效率的成長。 

(一) 在技術運用上  

仍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為實施之基礎，為避免管制策略所可能產

生之負面效果，便採取多目標策略組合之方式，形成管理效果，解決地方

發展問題。例如以總量管制與階段性成長方案來影響土地開發之區位、時

序與速度，同時為避免採取上述方案導致土地供需失衡，造成房價上漲。  

(二) 在政策選擇上  

兼顧土地資源保護與經濟發展需求之均衡，一方面引導成長到適當地

區，避免破壞重要環境資源；另一方面，提供土地開發誘因，刺激經濟成

長，使得環境保護政策與經濟發展政策達到平衡。 

(三) 在財政上  

考量地方財政支出能力與公共設施需求之均衡，透過公共設施之提供，

來指導並引導都市發展，進而控制土地開發速度、總量與品質，並以成長

付費之方式，企圖達到財政平衡與稅賦公平之效果。  

(四) 在制度形成上  

成長管理之成功，主要來自環保聯盟、民眾參與、與政府首長之支持。

在執行上，使得土地使用決策有走向中央化之傾向，由州政府透過獎懲措

施，要求各層級政府與計畫間達到執行一致性之要求，同時協調政府間配

合政策之推動，提昇計畫可行性與行政部門之執行成效。 

二、 本研究對「成長管理」之建議 

(一) 研擬目標、策略及執行計畫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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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由於經歷 1970~199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成長管理為順應後勢而

起的經濟發展趨勢，而轉變為「成長管理」，注重的是引導、管理成長的

重新分配，目的在平衡環境資源與發展需求。但 1990 年後直到現在，成

長管理概念已被「智慧型成長」取代，以新都市主義、緊密城市、TOD 等

概念強調都市的緊密發展，並試圖尋求經濟、環境、社會皆可接受的開發

方式(Chapin, 2012)。 

由上述演變可知，「成長管理」（growth management）之概念符合永續

發展理念，為追求永續發展的其中一項管理工具，其要引導區域成長與發

展，而非反對成長，只是要求讓人口與產業活動之分佈更符合發展目標之

需求。空間發展之成長管理企圖在開發與保育之間尋求經濟發展、環境保

育與社會公平的均衡。為了尋求這些不同目標之間的衝突管理，成長管理

的策略或作法是非常多元的，其中包括公共投資（或建設）、財務機制（或

誘因制度）建構、訂定管制規範、訂定開發條件、訂定民眾參與之基本要

求等規則(何東波, 2006)。 

故本研究建議，未來的都會區域空間規劃應將「成長管理」視為規劃

的基本原則與理念，後續計畫目標的設定、策略的研擬與執行計畫的提出

等，皆應遵循本節所述的成長管理規劃原則。 

(二) 提升制度量能的管理12 

由於本研究建議，未來都會區域計畫的推動實施機制將是建構一個可

以整合中央與地方對跨域性區域計畫議題的一個平台，因此，涉及相關部

門的成長管理策略皆可於此平台協調，例如：經濟部水利署對於某流域區

域（包含都市發展地區）的逕流量總量管控。本研究認為，除了總量型的

成長管理外，經由協商制度平台、制訂共同發展目標及策略，也是另一種

型態的成長管理，不同都會區域可選取對其適用的成長管理方式。 

透過本研究都會區域計畫啟動機制與協商平台，強化政府部門之間的

協調與整合，以提升「制度容受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亦是我國落實

成長管理精神之策略。政府制度量能的提升可促使計畫有效率的推動與執

                                         
12 詳見[附錄]-本研究第九次、第十次工作會議討論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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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經由各階段不同的發展目標設定，進行計畫定期的滾動式檢討，將可

對都市地區的成長達成一定的管控效果 

4.2.5 都會區域部門發展 

由於全球化的趨勢，原有以單一都市行政界線為主的規劃模式難以配

合多元且彈性的跨域發展，加上跨域議題廣泛且繁複，許多國家皆面臨空

間規劃體系與治理模式的變革，故論述的焦點也集中在跨部門政策的整合

以及跨地域行政的管理(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13)。因此，都會區域計

畫除了從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規劃部門的觀點，提出因應跨域性空間議題

的「都會區域計畫」，其中包含議題所涉及的相關部門發展，在此本研究

統稱界定此為「都會區域部門發展」。 

回顧 2006 年內政部營建署所委託的「國土規劃前置作業辦理計畫-子

計畫 1.都會區域規劃標準作業程序之研究」(陳彥仲等, 2006)，對於部門發

展與都會區域規劃有深入的探討。該研究報告指出「部門綱要計畫」擬定

考量因素應包含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及公共利益等，並應在土地使

用計畫過程中作平衡的考慮。 

另外，政府部門對中長期政策推動的一貫性，影響到部門發展（計畫）

的擬定及國土空間結構的發展。因此政府對中長期政策的態度，關係到部

門發展所需的預算支援，且由於部門發展所指導的部門計畫內容，依據法

令常散見各相關目的事業法中，因此「都會區域部門發展」應如何整合，

在計畫研擬過程及協調機制上將是關鍵。 

由於都會區域屬於大尺度、跨域性的空間計畫，性質為都會區域發展

之架構性規劃，故本報告第伍章即建議：都會區域推動機制在區域計畫法

賦予的權責範圍內，應將既有相關部門發展計畫進行空間面上的整合，以

及充分協調與規劃議題相關的部門對規劃內容之意見，包含對於計畫目標

的設定、策略的研擬及行動方案的提出等，於統合後納入都會區域計畫。

此作法將有助於都會區域計畫擬定後的落實與執行。 

4.2.6 其他相關事項 

本研究除了對前五項原應載明內容進行分析外，尚有最後一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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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關事項」。依據區域計畫法第七條有關區域計畫應表明的事項，最後

一項為「其他」，以及甫於今(105)年一月由總統公告的國土計畫法第九條

第一項第十款為「其他相關事項」，皆有對計畫載明內容或項目的規範，

可能無法完美或會有未盡事宜之處的考量，故在計畫應載明內容上預留

「其他」乙項，以保留計畫擬定者的彈性。 

4.2.7 對原應載明內容之具體建議 

一、 都會區域範圍界定 

由於本研究建議「都會區域計畫」採以議題為導向的策略式規劃，且

認為在我國尚未有跨域型的政府組織或管理權責單位出現之前，以明確範

圍界定都會區域計畫的方式並非計畫能否落實的關鍵，故建議都會區域計

畫應突破傳統疆界的思維，採依各別議題、較具彈性的「計畫範疇」界定

計畫效力範圍，而非以地理上的實際界線做區隔。 

二、 都會區域現況分析與亟需解決課題 

空間計畫的擬定目的勢必回應某特定的空間發展課題。因「都會區域

計畫」採議題為導向之規劃，故本研究建議，提案單位於規劃前期即應透

過資料蒐集、議題分析及共識凝聚等方式，指認預期回應的跨域議題（即

課題）為何，並以「計畫議題」、「議題指認」等取代原「都會區域現況分

析與亟需解決課題」之用語。 

三、 都會區域發展目標及策略 

因都會區域計畫仍上承全國區域計畫的基本原則、目標與策略，故都

會區域計畫內容於「計畫議題」指認後，建議仍保留載明「計畫目標」及

「發展策略」，才能據以指導地方縣市政府的空間發展政策及計畫。 

四、 都會區域成長管理 

本研究建議將成長管理視為規劃的一種基本價值、理念，作為指導「計

畫目標」、「策略」及「執行計畫」等的前提。故都會區域成長管理應於「規

劃背景與理念」中陳述對經濟、環境與社會三大面向的意涵為何。例如：

土地的需求、資源的使用等…是否符合永續及成長管理基本原則。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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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特別訂定「都會區域成長管理」此項目。 

五、 都會區域部門發展 

由於空間計畫原本即具有部門計畫整合的特性，故部門發展策略或計

畫與「都會區域計畫」的協調整合即為能否成功的關鍵；也因都會區域計

畫將依特定跨域議題需要而定，故部門發展的內容也因議題而有所不同。

本研究建議有關都會區域部門發展內容應依據「計畫議題」，於「計畫目

標」、「發展策略」及「執行計畫」等內容應依相關部門的政策、構想加以

研擬。故建議並不特別訂定「都會區域部門發展」此項目。 

六、 其他相關事項  

由於計畫擬定常有未盡事宜、或可能非屬於前開事項者，並且區域計

畫法及國土計畫法對載明內容皆有「其他」一項，故本研究建議「都會區

域計畫」應載明內容保留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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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之建議 

基於本章 4.2 節對本案工作需求書原先所要求的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

內容之分析，本研究參酌本報告第貳章-文獻回顧之國土計畫法、區域計畫

法相關條文精神，以及國外相關都會區域規劃案例，並配合本研究所提之

「以議題為導向」的都會區域計畫規劃方法論的架構，以下將研提對未來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之架構建議（即「都會區域計畫」章節）與

論述，以供後續推動實際擬定都會區域計畫之參考（圖 26）。 

 

圖26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建議架構 

4.3.1 第壹章 前言：性質、議題與範疇 

建議第壹章為「前言」，內容包含首先說明計畫性質、定位與功能，

並指認出應優先處理都會區域發展課題，以闡述研擬該計畫之目的為何。 

一、 計畫性質、定位與功能 

「都會區域計畫」並非單一獨立的實質計畫，而是依附於「全國區域

計畫」下的一個補充說明（附冊），其法效力仍來自於全國區域計畫，並

103年度「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委託研究案-期末審查簡報 1010

2.2 應載明內容之建議：整體架構

第 壹 章 前言

1.1  計畫緣起

1.2 計畫議題

1.3 計畫範疇

第 貳 章 規劃背景與理念

2.1  環境關注

2.2  經濟發展

2.3 社會公平

第 參 章 計畫目標與策略

3.1 議題分析

3.2  發展目標

3.3  發展策略

第 肆 章 執行計畫

4.1 空間政策與計畫

4.2  部門發展與建設

4.3  其他整合性方案

第 伍 章 檢討與控管機制

5.1 計畫時程

5.2  控管機制

第陸章 其他

（說明未盡事宜，例如與其他同

層級計畫如何進行多元治理）

都會區域計畫
應載明內容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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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屬性視為：一種對都會區域重大議題的指認與處理或是對跨域整合性

議題合作具有共識的「協議文件」（或稱之為「行政契約」），藉由全國區

域計畫在行政程序上的「通盤檢討或（臨時）變更」（依據區域計畫法第

13 條）予以補充之。 

同時，本研究亦將「都會區域計畫」定位為「以議題為導向」的策略

性計畫，因其位階亦為全國區域計畫層級，而功能則為補全國區域計畫對

「都會區域」發展議題的指導原則及策略內容之不足。 

二、 計畫議題 

在計畫性質、定位與功能說明之後，「都會區域計畫」做為回應攸關

都會區域發展重大「議題」的一份共識性協議政策文件，故在議題指認上

即為一種空間治理的價值選擇，將聚焦於具有跨域、與空間發展或土地利

用之相關議題；同時，議題的形成除了申請機關的治理判斷外，還包含審

議過程的相關單位、行政團體與部門的協同參與，故於規劃審議的共識形

成，亦是屬於議題形成過程的一部份。 

爰此，並非所有都會區域皆會有研擬「都會區域計畫」之急迫性與必

要性，必須檢視其所提出之優先因應「議題」是否具有重大性，以及該議

題涉及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對該議題的提出是否有達初步共識。

故本研究建議應於一開始第壹章的「前言」中，即清楚說明其擬定計畫的

目的是為回應何項重大的跨域性議題。 

通常提案者對於議題一般會有初步想法，本研究則建議可進一步透過

下列方式指認： 

(一) 基礎資料的蒐集：包含與該都會區域發展相關的空間政策與計畫、

新聞媒體或輿論關注的重要政策、跨域性議題及焦點等。 

(二) 分析與篩選：提案者透過與相關部門發展的政策、計畫或與該區

域縣市政府的發展構想，經相互分析、篩選與驗證，檢視空間計

畫、部門發展計畫或縣市發展構想，彼此在空間發展或土地使用

規劃上是否有何衝突點（Hot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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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識與指認：再透過與跨域議題相關的目的事業深度訪談、有關

單位及專家學者的座談會討論，凝聚最後對於都會區域計畫重大

跨域議題的共識。 

三、 計畫範疇 

因將「都會區域計畫」視為參與者之間的一種「協議文件」，則其計

畫範疇即為議題所涉及的相關事務及其事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故計畫

擬定的參與者即為指所涉事務範圍的相關利害關係人（以機關為主），故

包含中央及地方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具有

行政效力的機關團體、組織等。 

經由對所指認之議題的涉及事務分析，計畫內容得以列表的方式擬具

此共識性文件的計畫擬定機關、有關機關等，從議題事務及所涉機關界定

該都會區域計畫的計畫範疇。 

4.3.2 第貳章 規劃背景與理念 

於都會區域計畫的議題指認與範疇界定之後、並在研擬相關的因應

「策略」及「目標」設定之前，本研究建議規劃者應先陳述目前當代的規

劃價值觀與永續發展等基本的普世理念，以及，對應在我國國土規劃體制

下所研擬的都會區域計畫根本價值為何。基本論述內容應來自於國際上對

空間規劃的觀念與思潮演進、上位「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與「全國區

域計畫」之相關內容。因此，有關都會區域「成長管理」的概念與規劃精

神，本研究建議應於此章予以論述。 

關於「規劃背景與理念」之論述，本研究並建議應從永續發展的三大

支柱進行論述，包含：環境關注、經濟發展及社會公平。做為都會區域計

畫研擬目標與策略的前提與基本原則，並據以引導地方區域計畫在環境、

經濟與社會三大面向的規劃構想。 

一、 環境關注 

對於大規模、跨域性環境災害的基礎條件分析，例如河川流域與所經

過的都市發展地區之互動關係、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及公害防治的議題與

因應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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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發展 

全球化發展趨勢下，「都會區域」做為介於國家、城市之間的空間單

元，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的主體，因此跨域性的產業發展議題

與策略建議於規劃背景論述。 

三、 社會公平 

人口結構質與量的改變尤以先進國家最為明顯，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到空間規劃的基礎條件設定。都會區域發展也應關注某部分無法參與市場

機制競爭的族群之需求是否得以被滿足，以及可否獲得公平發展的機會。 

4.3.3 第參章 計畫目標及策略 

一、 計畫目標 

經由對所指認的議題進行基本分析、評估與方法論說明，本節應擬訂

「目標」，以說明該計畫預期達到的政策效果（Policy Outcome）為何。都

會區域計畫設定的基本目標如前節所述，應是「空間及社會資源的利用」

需符合經濟原則、各項資源必須公平合理的分配、環境資源必須予以保護

與永續利用，及治理必須有效及合法。故都會區域之形成除了要求達到規

模經濟及聚集經濟外，另外，亦需著重於都會區域內各面向之間的效率與

公平及促進都會區域之永續發展。 

二、 發展策略 

本研究建議都會區域計畫的「策略」研擬，應以引導空間發展、區位

配置或具有土地使用意涵的發展策略為原則。 

例如：以首都圈「住宅」課題為例，新北市區域計畫(草案)僅能就該

市未來的人口總量推估至計畫目標年之都市計畫「住宅用地」需求，並無

法與鄰近臺北市、基隆市或桃園市之空間計畫就新北市跨域的「住宅」議

題進行整體規劃，未來的「北部都會區域計畫」即可於此扮演關鍵的角色

與功能，研擬考量基隆、臺北、新北與桃園等首都生活圈範圍下的住宅用

地總量規劃或社會住宅等區位配置之建議等策略作為。同時，對於因應北

部高房價的問題，在設定未來「可滿足多少比例的青年、社會弱勢或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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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得以享有合理的居住環境」或「提供一定數量的合理價格社會住宅的

供給」等目標之下，研擬相關策略。 

又或者，對於跨域性的公用及公共設施配置或使用目標，可研擬具「成

長管理」概念的策略。例如：研訂都會區域之主、次要都市核心及地方市

鎮之發展定位，指導各縣市區域計畫中的「城鄉發展模式」，間接引導中

央部門發展的投入或地方空間計畫對公用及公共設施之區位配置，促使公

共建設或服務能有效利用，同時提升財政效率。 

另外，為回應跨域議題的發展策略，往往需跨部門的相關空間發展策

略配合。故本研究參酌國土計畫法相關條文，建議計畫範疇中所界定的相

關部門，其部門發展計畫應依以下原則配合都會區域計畫： 

(一) 都會區域計畫主管機關應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跨域議

題，從其部門發展涉及之空間政策或區位適宜性等面向，綜合評

估後訂定其部門的都會區域空間發展策略； 

(二)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

時，除應遵循全國區域計畫（包含都會區域計畫）之指導外，並

應於先期規劃階段，徵詢同級主管機關之意見。 

(三) 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之部門計畫與全國區域計畫（包含

都會區域計畫）所定之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或計畫產生競合時，應

報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若協調不成時，得報請行政院決定之。 

4.3.4 第肆章 執行計畫(應辦及配合事項) 

都會區域計畫在所擬訂的目標及策略之下，本研究建議依據區域計畫

法第 11、12 條，應研擬執行計畫，以延續計畫之策略內容對相關部門發

展及地方縣市空間計畫（都市計畫及區域計畫）的指導性，同時，並應於

執行計畫(應辦及配合事項)內容註明主協辦機關、計畫期程（短期 1 年、

中期 2-5 年及長期 5 年以上）等。 

本研究建議之執行計畫(應辦及配合事項)至少有以下三種類型（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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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空間計畫或政策的調整 

現有中央或地方的空間計畫或政策（含法規），應如何配合後續都會

區域計畫發佈實施後進行修訂的執行計畫，此處的空間計畫與政策在中央

多以「內政部」做為其主管機關。 

二、 部門發展與建設計畫的配合 

都會區域計畫研擬過程所協調整合的部門發展構想，對既有或規劃中

之計畫或方案將進行的調整或配合計畫，則歸於此類型。以北部都會區域

為例，本研究過程經篩選出「住宅」、「交通運輸」與「治水防洪」三大優

先議題，與此三議題相關的部門發展政策或計畫，即應配合北部都會區域

計畫的內容進行必要的調整或修訂。 

此類型的執行計畫或應配合事項之主管機關則以內政部以外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為主。 

三、 其他新建議的整合方案 

在新的計畫目標及策略之下，從整體規劃的觀點提出其他具共識性、

已獲得相關部門認可的新方案(或政策措施)，此類型以跨部門整合的政策

或計畫為主，故主管機關可能涵蓋內政部及其他相關部門。 

 

圖27 執行計畫(應辦及配合事項)的三種建議類型 

 

•現有中央或地方的空間計畫或政策（含法規），配合後續計

畫發佈實施後進行修訂的計畫（內政部為主管機關）。
1.空間計畫或政策的調整

•都會區域計畫研擬過程所協調整合的部門發展構想，對既有

或規劃中之計畫或方案將進行的調整或配合修訂的計畫。
2.部門發展與建設計畫的配合

•從整體規劃觀點提出其他具共識性、已獲得相關部門認可的

新方案(或政策措施)，以跨部門的整合政策或計畫為主。
3.其他新建議的整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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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第伍章 檢討與控管機制 

本章說明都會區域計畫的期程，是否配合全國區域計畫通盤檢討或臨

時變更進行；以及對於執行計畫的控管機制。都會區域計畫既然是「議題

導向」，同時又是全國區域計畫一部分，法理上即應適用區域計畫法規定

而辦理通檢與臨時變更。換言之，都會區域計畫之擬定、變更等程序，除

了連同在區域計畫通盤檢討時一併辦理外，其本身就是區域計畫臨時變更

程序，故其本質無論由議題導向還是由程序觀點皆為滾動式。 

一、 計畫期程 

都會區域計畫做為全國區域計畫的「附冊」，其檢討與修訂得於全國

區域計畫進行通盤檢討的時機一併檢討，或因實際需要採「臨時變更」的

方式同計畫申請程序進行修訂，檢討或修訂後的都會區域計畫內容則將併

入全國區域計畫以進行補充（法理論述請詳本報告第肆章內容）。 

本節將說明計畫時程是否與全國區域計畫之通盤檢討並行，或者該計

畫是以全國區域計畫臨時變更的行政程序，以及是否有落日的相關規定。 

二、 控管機制 

說明對於執行計畫的定期檢討及修訂等相關事宜，例如：召開定期區

域計畫委員會或審議諮詢平台的工作會議形式，對於都會區域計畫所擬的

執行計畫進行執行進度的管控與協調。 

4.3.6 第陸章 其他相關事項 

本章說明未在前面章節論述但仍有必要提及之相關事項。例如：都會

區域計畫擬定後，與「流域特定區域計畫」之間如何進行多元計畫的治理，

以及，與其他相關的部門政策如何進行協調，以達成與本都會區域計畫同

步運作的效果，例如：檢視不同政策計畫之間的目標設定或策略研擬，彼

此之間是否有相互抵觸之處，可於此節敘明，以便供後續執行期間，一旦

發生不同部門對於計畫執行產生認知差異時之檢視準據。 

另外，若已知在中央相關部門或地方政府、有相關的財源或預算編列，

也可於此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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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架構建議 

章名 節名 說明 

第壹章 

前言 

一、計畫性質、定位

及功能 

說明擬訂原因、依據本研究界定之「都會

區域計畫」性質、功能，說明計畫目的。 

二、計畫議題 說明本計畫所指認的跨域優先議題為何。 

三、計畫範疇 

說明議題涉及之「事務」範疇，以及事務

所涉及的利害相關人（以機關為主），包含

中央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他行政

團體等）。經由議題、事務及參與機關之確

認以界定計畫範疇。 

第貳章 

規劃背景及

理念 

一、環境關注 
 當代規劃價值觀、永續發展等基本規劃

理念之背景陳述及本計畫價值論述。包

含：成長管理理念等。（此部分上承國際

規劃思潮與全國區域計畫理念（或部門

計畫），同時下接地方區域計畫在環境、

經濟與社會三大面向的計畫構想。 

 研擬原則：引導空間發展、區位配置或

具有土地使用意涵。 

 本章內容做為研擬「目標」及「策略」

之基本原則。 

二、經濟發展 

三、社會公平 

第參章 

計畫目標及

策略 

一、議題分析 各議題的分析、評估與方法論。 

二、計畫目標 
回應該議題預期達到的政策效果（policy 

outcome）。 

三、發展策略 目標設定下的因應策略為何。 

第肆章 

執行計畫 

一、空間計畫的調整 
說明現有政策、地方區計及都計或法規要

點應如何配合修訂。 

二、部門計畫的配合 
說明相關已提出之部門發展計畫或建設應

如何整合。 

三、新建議方案 若有新建議方案可在此節提出。 

第伍章 

檢討與控管

機制 

一、進度與時程 說明此計畫時程、是否有落日規定等… 

二、控管機制 
定期檢討及修訂相關事宜，含定期會議或

工作會議的召開。 

第陸章 

其他相關 

事項 

 保留得載明「其他」事項的空間，如有具

體的經費編列者，可於此說明經費控管；

或是多元計畫治理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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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實施機制 

本章以下 5.1 節將首先探討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制度，接續 5.2 節提

出本研究對於都會區域計畫的推動實施機制之建議。 

5.1 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制度之探討 

區域計畫法第 18、19 與 20 條對於區域開發建設之推動有相關規定。

第 18 條賦予中央與地方機關在推動區域建設時得組織「區域建設推行委

員會」（以下簡稱：區建會）；第 19 條為規定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之法定

任務；第 20 條則規定，區域內個別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區域建設推行

委員會之建議，分別訂定開發或建設進度及編列年度預算。其中依照區域

建設推行委員會依推動時間不同，分為兩個時間點描述區建會推動情形： 

5.1.1 推動相關歷程 

一、 民國 50 年代推動情形 

早期臺灣地區劃分為 7 個區域，北部區域曾於民國 57 年成立「區域

建設委員會」，直屬行政院，臺灣省政府於民國 59 年為實施「臺灣南區區

域計畫」成立「臺灣省南區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二者之職掌主要在協

調、指導及建議區域計畫與各項實質建設工作，分別於成立二年後，均因

未能順利推動工作而陸續撤銷，主因有以下五點(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2012)： 

(一) 權責不夠明確，如都市計畫之審議，經由該委員會審議後，仍需

再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徒增審議流程。 

(二) 委員會大都由各部會次長級或省府廳處副首長兼任，無實質決定

權，常造成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現象。 

(三) 該委員會屬行政院，無地方政府代表參與，對地方事務不盡瞭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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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委員會無預算審核權，無法要求各級政府配合區域計畫編列預算，

推動建設實施。 

(五) 無監督考核權，如各主管單位未依照區域計畫推動有關業務，該

委員會亦無約束力。 

二、 近年推動情形 

近年北臺區域合作平台與內政部亦曾啟動區域建設推動委員會之相

關討論，相關推動情形如下： 

(一) 北臺區域合作平台 

原先希望由北臺區域合作平台八縣市共同成立簽署之北臺區域建設

推動委員會，因部分縣市仍有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將對地方自治高權產生

衝擊的疑慮，最後功敗垂成，也導致跨域議題仍回到較為柔性的區域合作

平台運作。 

(二) 內政部 

區域計畫法主管機關內政部鑒於民國 98 年行政院核定之「國土空間

發展策略計畫」指示，各區域範圍內地方政府應就共同事項，透過平台討

論、協調，建立共識後再推動實施與建設。是以，行政院經建會（現為國

家發展委員會）乃透過「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補助計畫」協助北臺、中

台、雲嘉南與高屏區域平台之成立。當時，內政部原規劃依據區域計畫法

籌組區建會，使跨域建設經委員會審查者可優先補助，並籌劃於現有公共

建設部門中增設「區域建設部門」，做為匡列跨域建設計畫經費之管道，

以促進區域建設或相關經費之建議、協調或推動等事項。 

後於民國 99 年內政部營建署邀集專家學者初步規劃方向，研具「直

轄市、縣(市)政府籌組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相關運作機制及配合事項」，並

於同年函請相關部會與各地方政府回覆意見，並舉辦座談會研討。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地方政府提出相關意見（表 4），本研究並綜整如下： 

1. 遇政黨輪替，區建會之成員可能隨之變動，恐影響區域建設

中長期計畫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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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公共建設先期規劃要成立新部門別或匡列一定比例額度，

需考量所擬辦理跨部門建設與現有 8 大部門 17 項次類別可

能會產生競合（例如：跨域之下水道、軌道運輸建設會被歸

類於區域建設部門，而非原先環境資源部門或交通部門）。 

3. 計畫型補助款係由地方政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在符合

前述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之原則下，由主管機關衡酌實際需

要予以補助，以利政府資源之有效配置，似不宜逕以各區建

會通過之補助案件做為要求各主管機關應予補助之條件。 

5.1.2 小結：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之探討 

我國區域計畫法雖賦予中央主管機關在推動區域建設時得組織「區域

建設推行委員會」，同時亦規範區域內個別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區建會之

建議，並分別訂定開發或建設進度及編列年度預算。然而，經上述分析可

知，在實務上區建會的成立與推動尚需許多主客觀因素與條件配合，目前

在中央部門或與地方政府間未達共識前，成立區建會組織並維持其常態運

作尚有困難。 

故本研究建議，在未來都會區域計畫之擬定機關依法仍為內政部的規

定下，在都會區域計畫的形成與實施機制面應納入多方參與，包括計畫啟

動階段與規劃階段。 

 啟動階段：建議增加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研擬都會區域計畫之

管道，得報請內政部納為研訂都會區域計畫之參考 

 規劃階段：邀請跨域議題所涉事務的地方政府機關、中央部會目

的事業機關舉辦協商會議，就跨域議題之空間規劃或土地使用需

求研提因應對策。 

在此建議機制下（詳 5.2 節 推動實施機制之建議），期能補足區域建

設推行委員會未能成立，但跨域合作與落實需要以地方共識為基礎的政治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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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央部會及縣市政府對區建會之意見彙整表 

機關 相關意見 

經建會 

1. 未來地方選舉結果如遇政黨輪替，區建會之成員可能隨之變動，恐影響區域建設中長期計畫之推動。 

2. 經費來源：若公共建設先期規劃要成立新部門別或匡列一定比例額度，先期作業必須依循中程計畫

核定結果來編列預算，此建議方式與次類別分立的程序與作法有別，亦將造成資源重疊與排擠效

果，經建會未來必將視此類跨域計畫之核定情形，適時配合調整相關預算審議機制，以有效鼓勵跨

域計畫之推動。 

3. 建議應由各該專案補助計畫之主辦機關，於其所訂之競爭型補助辦法中，增訂「計畫經區域建設推

行委員會討論通過」為申請補助之必要條件 

4. 地方政府所建議之區域建設計畫，要與中央部會的中長程計畫相互連結，此部分建請再詳予規劃 

5. 早於民國 57 年及 59 年，我國即曾分別由行政院及省政府成立北區及南區之區域建設推行委員

會，其職掌與現行區建會之任務相似，惟二者均未能順利推動，其原因包括權責不夠明確(尤其與

區域計畫委員會之分工)、無預算審議權以要求各級政府配合編列預算、無監督考核權以約束相關

計畫之推動等。為免蹈覆轍，建議針對區建會之推動宜就相關制度整合與建立作一通盤考量，以收

實效。 

研考會 

1. 原則支持區建會之推動。 

2. 現行臺灣北中南東四大區域計畫與「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花東」、

「澎金馬」等 7 區域生活圈之涵蓋性及多層次治理之適配性。 

3. 區建會之組成宜由鼓勵地方自行組成，而非透過指定方式為之。 

4. 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間之協調機制宜併同規劃，以強化區域與區域間資源競爭之調和以及衝突之協

調。 

5. 依區域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區建會任務偏重區域公共設施之興修等硬體建設，建議考量將相關軟

體性區域治理議題納入。 

財政部 

1. 推動區建會與否尊重營建署之政策。 

2. 經費來源：若公共建設先期規劃要成立新部門別或匡列一定比例額度，需考量所擬辦理跨部門建設

與現有 9 大部門 23 次類別可能會相互競合(如跨域之下水道、軌道建設與非跨域之下水道、軌道

建設)，其自成立一部門之必要性與意涵為何；至建議於既有 9 大部門中匡列一定比例額度預算供

區域建設計畫運用部分是否可行，財政部尊重主管機關意見。 

主計處 

1. 關於區域建設經費來源匡列第十部門別：事涉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審議程序，仍請參酌主管機關

經建會意見卓酌。 

2. 關於補助辦法規定通過區建會推薦優先補助部分：目前財劃法修正草案業已增定中央對跨區域之建

設計畫或合作事項，已規定應優先給予補助。 

3. 計畫型補助款係由地方政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在符合前述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之原則下，由

主管機關衡酌實際需要予以補助，以利政府資源之有效配置，似不宜逕以各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通

過之補助案件，作為要求各主管機關應予補助之條件。 

內政部民政司 
1. 對區建會之推動無意見 

2. 地方制度法第 24-1條關於地方相互合作條款，不限於相鄰區域之地方政府 

營建署城鄉發

展分署 

1. 建議中央層級應有由各中央部會代表共同成立之相對應的跨部會區域建設平臺組織，負責整合協調

區域內或區域間跨部會及地方事務。 

地方政府 

（臺北市、新北

市、新竹縣、新竹

市、宜蘭縣、台中

縣、南投縣、臺南

市、高雄市） 

1. 區建會與現有區域合作平台功能區別宜予以釐清。 

2. 區建會組織尚未擬定設置辦法或組織章程。若要設置相關辦法建議應規範委員組成結構、專業學術

或技術領域，及討論議案之議決方式，避免過度依賴協商導致條件交換式的決策破壞委員會應擔負

之功能。 

3. 區建會應由內政部作為協調單位，並建議敦請中央政府能成立院級跨部會工作小組，俾指導各地方

層級區建會所提出之區域建設計畫及提出區域建設建議事項。 

4. 原則同意公共建設先期規劃成立新部門（區域建設別） 

5. 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應有指導區域公共建設事項之功能，故建議經地方及中央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

討論通過案件，中央應納入預算辦理或全額補助地方辦理，並研訂區域公共建設之中央與地方執行

分工事項，俾利計畫具體落實。 

離島 

（金門縣、連江縣） 

1. 除地方政府外，過去離島有太多事權機關，建議成立「離島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以利離島區域

發展之高度思考離島發展。 

2. 建議區建會應以地方政府自發性組織組成方式進行。 

3. 離島在水資源分配、學區、海運以及垃圾處理等問題與臺灣本島有相關往來互動，不應排斥離島加

入本島之區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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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本研究對推動實施機制之建議 

於本報告第參章之區域計畫性質、定位與相關法理論述基礎下，為符

合擬定都會區域計畫之精神-以共識為基礎的協議文件，本研究研提以下

「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實施機制」之建議。此建議機制分為三階段進行，分

別是：(一)啟動階段 (二)規劃階段 (三)定案及實施階段（圖 29）。其中，「啟

動階段」可區分為提案的時機與途徑、議題形成方式建議。 

5.2.1 第一階段：啟動階段 

一、 提案時機與途徑 

本研究建議於都會區域計畫成案前，三個提案時機與途徑如下： 

(一) 基於區域計畫法第 12 條之內容：「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區域內

有關之開發或建設事業計畫，均應與區域計畫密切配合；必要時

應修正其事業計畫，或建議主管機關變更區域計畫。」爰此，當

相關部門事業計畫在跨縣市的都會區域空間發展上，認為在部門

與部門介面上有矛盾、衝突或窒礙難行的跨域議題產生，可藉由

研擬都會區域計畫以做為一個部門協商平台時，則相關部門可向

「都會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內政部）建議，由擬定機關內部討

論後向中央區域計畫委員會申請提案，以開啟後續規劃階段。 

(二) 既有或現行的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亦

即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基於直轄市、縣(市)整體空間發展、

認為有必要經由都會區域計畫的研擬，以整合跨部門間（中央不

同部門）或府際間（中央與地方政府、地方與地方政府）的相關

政策或計畫時，可向「都會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內政部）建

議，由擬定機關內部討論後向中央區域計畫委員會申請提案，以

開啟後續規劃階段。 

(三) 中央之國土或區域規劃主管機關（內政部），基於整體性的都會

區域空間發展及規劃構想、認為有必要經由都會區域計畫之研擬，

以整合跨部門的相關政策或計畫時，可逕行申請提案至中央區域

計畫委員會討論，成案後以開啟後續的規劃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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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題形成方式 

議題形成與提案時機為一體之兩面。因當中央或地方的區域計畫主管

機關認知有跨域性重大議題產生時，也將是啟動擬定「都會區域計畫」的

提案時機。本節將說明如何從議題的產生、形成到與該議題涉及的事務機

關、行政團體之間達成共識的方式建議。 

(一) 議題產生 

1. 輿論民意 

由於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對於民意的反

應皆相當重視。因此，輿論與民意對於跨域性議題的看法通常會在各

級選舉過程中，藉由候選人本身或意見領袖、利益團體等提出不同的

訴求，也往往會在各種新聞媒體、網路曝光。因此，中央或地方的區

域計畫主管與擬定機關，藉由政黨的政治活動、首長政見，可初步瞭

解在各別都會區域中備受民眾關切的重大跨域議題為何。 

2. 文獻分析 

都會區域計畫提案機關基於輿論民意、首長政見等觀點，可藉由

蒐集、分析並彙整與該跨域議題相關之部門政策、計畫或該區域之縣

市發展構想，進一步分析該議題在空間發展與土地使用意涵的論述、

與其他部門計畫之關聯性，以及是否與部門計畫、縣市發展構想之間

產生矛盾或競合之處（Hot Spots）。 

3. 深度訪談與座談 

藉由與議題相關之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深度訪談，可進一步瞭解、

確認該議題的重要性、是否為地方真正所關注的跨域議題，亦或者是

否有其他重要的議題應一併被納入考量。 

(二) 議題篩選原則 

為符合擬定都會區域計畫之目的與精神，議題應具有跨域、重大性及

需要空間計畫指導等特性。建議可從現行全國及縣市區域計畫無法處理、

無其他目的事業計畫處理的角度思考，且避免已有相關計畫因應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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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篩選原則考量如下： 

1. 都會區域空間特有之跨域性（跨縣市）問題； 

2. 目前無其他目的事業機關及部門計畫處理，具有空間與土地

利用的意涵； 

3. 是否為輿論所關切的焦點； 

4. 是否具有重要性與急迫性； 

5. 空間計畫、相關部門及縣市發展構想之間，具有相互競合的

矛盾或衝突點（Hot Spots）。 

(三) 共識凝聚 

都會區域計畫屬於全國性的區域計畫層級，其擬定機關依法為中央主

管機關內政部。在本研究將其定位為「以議題為導向」的計畫下，由於後

續計畫的策略推動、執行計畫的落實，皆需要跨部門的中央及地方政府協

力始能成功，故建議從跨域議題的產生、形成與提出，應有中央、地方政

府及相關行政機關或團體的共識凝聚過程。此共識凝聚可藉由提案機關辦

理相關的中央、地方目的事業機關的訪談，或舉辦多次的座談會而逐漸地

收斂及促成（圖 28）。 

 

圖28 跨域議題的共識凝聚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5.2.2 第二階段：規劃階段 

經計畫擬定單位向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報告並成案後，將視該議題

之特性，分案由區委會專案小組進行實質規劃草案之審查。此階段應納入

利害關係人（例如：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民間組織、行政團體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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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亦即將於「計畫範疇」中敘明的事務所涉機關。 

由擬定機關、事務範疇所涉之機關及區委會部分相關成員組成該都會

區域計畫的協商平台，透過 2~3 次之公聽會形式尋求各方共識後，由擬定

機關擬定計畫「草案」，此具共識性的計畫草案將進入下一階段。若此階

段在一定時程內於協商平台中無法達成各利害關係人的協商共識13，則將

由區委會專案小組向區委會大會報告後，結束此項提案。 

5.2.3 第三階段：定案及實施 

在規劃階段完成具共識性的計畫草案後，此草案將進入第三階段：「定

案及實施」，由區委會大會討論並做成決議。若該草案被否決或於 3 個月

內無法經區委會大會做成決議者，則該提案將被退回原提案機關；若該提

案經區委會大會確認審議通過後，將報請行政院備案後公告實施。 

「都會區域計畫」經報請行政院備案並公告實施後，後續執行方式本

研究初步建議如下： 

一、 依「執行計畫」推動概況與進度，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職權，

視需要召集利害關係人（即：計畫範疇界定之有關機關與團

體，國發會應列為必要出席單位），召開計畫執行成效評估會

議，並做成執行成效摘要報告。執行成效評估會議建議討論

以下三點： 

(一) 檢討「執行計畫」之推動進度、是否符合原都會區域計畫所設定

之計畫目標與策略方向及功能目的。 

(二) 「執行計畫」推動實施過程是否遭遇窒礙難行，或有無須進一步

跨部會協調之事項。 

(三) 檢視計畫發佈實施後之相關部門新興政策或空間發展策略，有無

與該已發佈之都會區域計畫內容（包含：目標、策略與執行計畫

等）矛盾或衝突。 

                                         
13 由於欠缺共識之事務將因為相關單位不配合而難以執行，最差情形亦無法締結行政契約，故

慮及其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雙重困難，建議在一定時間內無達成共識議題，仍應結案。至於日

後發現仍有討論或規範必要者，可以重新提案，啟動區域計畫擬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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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計畫」進度落後或推動上遭遇困難者，得由中央主管

機關透過該會議，協調相關縣市政府或目的事業機關後進行

改善，並列管後續追蹤；其中若涉及跨部門的預算及經費者，

則於該會議建請國發會協助辦理。 

三、 若中央主管機關無法透過協商會議解決爭議或進行協調者，

則得報請共同上級機關（行政院）決議之。 

四、 經協商會議或上級機關決議後，「執行計畫」內容應進行必要

調整後納入原計畫；但若涉及整體計畫方向或目的之重大修

正者，則建議應重新啟動計畫的變更程序。 

5.3 小結：推動實施機制 

本章首先回顧探討過往國內推動「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制度的相關

經驗，受限於政治環境的現實條件等因素，若要以「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

做為推動「都會區域計畫」的規劃與實施組織，短期內尚無法實現。 

因此，本研究建議在區域計畫法賦予的主管機關以及各級區域計畫委

員會審議權限之內，將跨域議題的「共識」視為擬定「都會區域計畫」最

重要的前提與基礎，無論申請提案者為中央或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都

需將此精神嵌入目前區域計畫審議機制中，一方面可保有地方政府對跨域

性重大議題自行研擬提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維持法定由中央主管機關

擬定計畫，並經由區域計畫委員會最後審議確認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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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實施機制建議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當有跨域性議題產生，依據區域計畫法#5、#13擬定或變更

完成研擬計畫(草案)
（計畫擬定機關-內政部）

達共識者

通過

由中央主管機關報請上級機關備案後公告實施
（行政院）

規
劃
階
段

定
案
及
實
施
階
段

啟
動
階
段

提出研擬「都會區域計畫」之構想
（相關中央部門、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透過資料蒐集、訪談與座談等方式，形成規劃草案

確認跨域性優先因應議題
（相關中央部門、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草案經擬定機關提案至區委會討論是否成案

[草案]由擬定機關提案至區委會討論
（計畫擬定機關-內政部）

討論擬定「都會區域計畫」之必要性，決定是否成案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經區委會同意成案後，邀集計畫範疇有關機關以2~3次公聽會討論與協商

組成協商平台討論[草案]內容之規劃主軸、方向、原則等
（計畫擬定機關-內政部）

未達共識者

經協商平台達共識後，由擬定機關完成計畫草案

向內政部區委會報告後結案
( 計畫擬定機關-內政部 )

說明原始構想、協商及歧見

審議「都會區域計畫」草案之內容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3個月內未審議通過

召開都會區域計畫推動成效評估會議
（計畫擬定機關-內政部）

定期或不定期開會檢討計畫執行成效及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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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案例試擬】以北部都會區域為例 

6.1 前言 

6.1.1 計畫緣起 

北部區域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的中心。從近年

的人口成長趨勢來看，全國人口有逐漸往北部各縣市集中發展的趨勢，自

民國 99 年五都改制以及民國 103 年底桃園市完成升格成為第六都之後，

磁吸效應造成人口往北、中、南三大都會區移動的軌跡更加明顯(圖 30)。 

 

圖30 臺灣各鄉鎮市人口增長趨勢(民國 99~103 年) 

在全球化的發展之下，「國家」的角色日漸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各國

以「都會區」或「城市-區域(City-Region)」為主體的空間單元，爭取成為

「人流、物流、金流以及資訊流」各種流動所匯集的全球重要節點（Hub），

以提升在國際上的經濟競爭優勢。我國由於資源有限，在國土空間發展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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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計畫及全國區域計畫的指導之下，建議西部走廊應以城市區域為範圍，

整合治理工作並致力於城鄉夥伴關係，並避免內部零和競爭，另外也為回

應北部高人口密度及所衍生的高災害風險及居住不正義等課題，基於下述

幾點原因之說明，應擬訂「北部都會區域計畫」： 

北部都會地區房價居高不下、一房難求的情形尤以臺北市、新北市最

為嚴重，雖有高住宅自有率但也有高空屋率，對多數青年世代或通勤族或

弱勢族群而言，基本人權與良好居住空間並不容易得到滿足。在北部大眾

運輸（包含：高鐵南港站、新北市三環三線、淡水輕軌捷運、機場捷運線、

臺鐵捷運化等）路網持續的發展與規劃建設之下，如何以 TOD 理念、結

合運輸與住宅供給的規劃，以適度抒解高房價下的住宅需求壓力，亦需跨

域性的資源整合及政策措施配套。 

為因應國際的城市區域競爭，北部都會區域應帶頭示範進行跨域資源

整合，包含如何處理北部雙港（基隆港、臺北港）與雙機場（松山機場、

桃園機場）的定位與競合，研擬整體空間發展計畫，以整合相關部門發展

並指導相關縣市之空間結構調整，引導土地合理與有效利用。 

根據今年英國劍橋大學的一項調查，臺北市在全球 301 個接受評比的

大城市中，是未來 10 年內最脆弱的城市14。北部都會區域主要都市地區因

人口發展稠密、環境條件具高風險，因此亟須從跨域性的資源整合回應氣

候變遷衝擊，並進行氣候變遷調適手段。 

6.1.2 計畫議題 

一、 資料蒐集 

(一) 空間政策或計畫 

1. 中央層級區域計畫 

回顧民國 71 年台灣北部區域計畫及民國 84 年「台灣北部區域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詳本報告第貳章 2.2.1 節），皆有對於北部區

                                         
14 英國的倫敦勞依茲（Lloyd's）保險市場根據劍橋大學賈奇商學院風險研究中心的調查報告，

於本月初發表「2015-2025 城市風險指標」，評估這些大城市面臨 18 項災害威脅的承受能力，

台北市是臺灣唯一接受評比的城市。＜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201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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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發展面臨課題的相關論述，雖「北部區域」範圍與本計畫所提之「北

部都會區域」範圍不完全一致，但於該時空背景下所關注的發展課題，

仍值得本計畫參考。 

84 年版的第一次通檢計畫延續 71 年的內容，課題皆著重於「防

洪計畫」、「交通運輸系統」、「公共設施」、「環境品質」及「住宅建設」

等面向，因此，諸如大台北防洪計畫、高速公路計畫、都會區大眾運

輸系統規劃等，都於當時奠定了相當的基礎；另外「住宅建設」的發

展課題與對策已被重視，84 年版計畫內容提到：「……未來台北生活

圈住宅需求將持續增加，如何抒解台北生活圈住宅需求之壓力實為北

部區域住宅建設課題之一」，同時提出「發展新竹科學城計畫，引導

新竹生活圈成為次區域中心，以抒解台北生活圈住宅開發之壓力」、

「配合林口、淡水新市鎮與新社區開發，廣建國宅提估都市發展用地」、

「配合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北二高、北宜高速公路之完成，應

規劃都會區周邊衛星都市、整體開發」等住宅建設對策。 

2. 縣市層級之空間計畫15 

新北市區域計畫（草案）提及住宅課題與因應對策，由於雙北市、

新北與桃園間的往來密切，故新北市的住宅問題應由上位區域計畫出

面協調、整合並提出相關規劃指導原則；另在基隆市區域計畫（草案）

中提及有關基隆河廊帶整體規劃的構想，將涉及與新北市之間的跨域

規劃，也應於上位區域計畫提出相關指導。台北市近期則提出首都圈

公共住宅的規劃構想，亦與本計畫議題相關。 

(二) 相關部門政策或計畫 

1. 住宅 

內政部依據行政院於民國 94 年核定之「整體住宅政策」、100 年

核定之「101-104 年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及 101 年 12 月 30 日施

行之「住宅法」推動相關住宅政策。依住宅法第 5 條規定，內政部應

                                         
15 都會區域計畫規劃應檢視地方層級空間計畫相關跨域性議題。故北部都會區域應檢視，包含：

新北市區域計畫（草案）、台北市都市計畫、基隆市區域計畫（草案）、桃園市區域計畫（草

案）之相關跨域議題。並與本計畫所提之議題相互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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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住宅政策並報請行政院核定。整體住宅政策主要內涵包括建全住宅

租售市場、提供多元居住協助以及提升居住環境品質等政策。 

「101 至 104 年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執行策略中提及相關社

會住宅建設，包含：浮洲合宜住宅、機場捷運 A7 站以及「台北都會

區規劃興建合宜住宅整體構想計畫」等方案，另近期內政部亦提出相

關青年住宅政策。 

2. 交通運輸 

交通部於 104 年 5 月完成「北部區域整體交通系統改善方案」報

告，其中列出許多與北部都會區域發展相關之重大交通運輸建設或計

畫。包含：「國際機場發展計畫」、「基隆港、台北港及蘇澳港未來發

展及建設計畫」、「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臺北都會

區大眾捷運系統工程計畫」、「公路系統發展計畫」以及「北部區域觀

光建設計畫-共 8 項」等。 

3. 治水防洪 

經濟部水利署透過排水管理辦法第 11 條所規定之排水計畫書，

加以規範新開發區的土地開發使用出流管制。對於有關中央管區域排

水集水區內新開發案，於民國 97 年即已訂定「中央管區域排水計畫

書審查作業要點」據以審查排水計畫書，以進行土地開發使用出流管

制，並經協商內政部(營建署及地政司)及相關部會修訂要點（民國 103 

年 8 月 28 日正式令頒執行），本於早期進行土地使用管制精神，要

求各開發單位於開發計畫規劃審議階段，應提出第一階段排水規劃書，

於實質開發時再提出第二階段排水計畫書，並區分為都市土地與非都

市土地加以規範(經濟部, 民國 104 年)。 

為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強化都市防適災能力，期往永續城市

邁進，內政部營建署於民國 103 年辦理「都市總合治水綱要計畫」，

考量我國環境特性、體制、資源、研發與實務能量等，提出都市總合

治水架構及策略，作為推動都市總合治水之基石，重要內容包括都市

降雨容受指標、都市總合治水總體目標量與流域分擔量之訂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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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解決流域範圍內各種衝突議題，配合流域整體規劃擬定「流

域特定區域計畫」之先期規劃(內政部, 民國 103 年)。該計畫希望透

過空間計畫的操作型式，將有關流域治理的衝突與協調成果，落實於

土地使用管制的規範上，以先期規劃角度研擬流域特定區域計畫執行

內容與流程，供日後相關行政作業參考。 

有關民國 89 年象神颱風後依據行政院函示（台 90 內字第 014344

號）對於「基隆河流域十公頃以上民間投資開發案」及「禁止都市計

畫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可建築用地」之規定，基於「基隆河整體治

理計畫『前期計畫』」已於民國 94 年完成多年，內政部於民國 104 年

報院擬定「基隆河流域土地開發管制行動方案」，擬調整前開函示規

定，將基隆河流域都市及非都市土地限制回歸相關法令，並由相關部

會及各地方政府本於職權積極推動該行動方案。 

另臺北市政府目前亦積極推動「明日社子島」計畫，相關規劃構

想將對基隆河流域治理及土地使用產生不同程度的衝擊，也應納入議

題篩選與指認之考量。 

二、 共識凝聚 

本計畫研擬過程曾進行與提案計畫議題相關的中央及地方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深度訪談，瞭解其對本案初步研提的北部都會區域「住宅」、「交

通運輸」及「治水防洪」三項議題之看法，為求進一步能凝聚共識以確認

北部都會區域的跨域議題。經資料彙整，發現受訪機關對此三項議題並無

太大歧異，皆表示北部都會區域的「住宅」議題應有上位的空間計畫指導

原則，關於供需總量分析及相關區位建議，以及興辦社會住宅的土地、財

源等中央的配套支持措施。相關訪談摘要彙整如對照表（表 5）。 

表5 中央與地方機關訪談彙整表 

受訪機關 跨域議題 治理機制 

經濟部 

水利署 

1. 中央管區域河川已要求相關開發行

為應納入排水計畫書；建議未來地方

縣市管河川也應納入規範。 

2. 都市的發展與山坡地的開發等土地

利用，與整體河川、流域治理理應結

合為一體。 

1. 對於在跨域空間計畫規劃及審議階段納

入相關部門主管機關的參與或建構相關

協商平台的建議樂觀其成。 

2. 結合營建署的土地管制及水利署的流域

治理兩者，是必然的趨勢，只是在細節

上如何操作、是否在相關的法規命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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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開發審議過程納入逕流量的管制

等，可進一步研議。 

交通部 

運研所 

1. 地方民意的輪替往往影響相關計畫

與政策的延續性，例如：桃園鐵路立

體化計畫。 

2. 松山機場在北部區域的定位牽涉更

高層級的國安問題。 

3. 都會區捷運運能隨里程數增加而邊

際效應遞減，捷運的延伸應更加考量

跨縣市、跨域的都會整體規劃。 

1. 交通規劃與土地使用的規劃結合應越早

進行越好，才能得到相互的綜效。例如：

桃園航空城計畫與桃園機場聯外公路的

規劃等，若無整合易導致缺乏效率。 

2. 都市規劃階段應融入智慧交通控制

（ITS）相關的規劃概念；在前階段建議

先由土地使用部門出面整合，接續相關

部門比較容易依循。 

內政部 

營建署 

國宅組 

1. 對於都會區的住宅政策規劃，研擬定

性的原則可行，若要定量則相對困難

（因缺乏跨域性的相關住宅供需數

據及研究）。 

2. 北部都會區域範圍為北、北、基、桃，

原則上可行。 

1. 社會住宅具有一定的因地制宜特性，縣

市政府對地方情況較易掌握，但地方興

建社會住宅面臨財源及土地問題，對若

在都會區域計畫能納入跨域的住宅策略

或規範，樂觀其成。  

2. 除了計畫面，中央補助地方的興辦社會

住宅政策也有考量跨域。 

基隆市政府 

都市發展處 

1. 基隆河廊帶是否規劃社會住宅，應從

都會區域的角度分析。（住宅） 

2. 本市具規劃銀髮住宅潛力，可紓解北

部區域住宅部分壓力。（住宅） 

3. 基隆港發展及周邊聯外道路與與本

市發展密切相關，但整體規劃上涉及

交通部及中央相關部門，需上位計畫

整合。（交通） 

4. 都市計畫檢討應考量土地蓄洪能

力，降低對環境的衝擊。（治水） 

都會區域計畫的研擬應多傾聽地方意見，

避免與地方想法差異過大，難以執行。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1. 認同由都會區域角度提出住宅的相

關議題與對策。（住宅） 

2. 社子島整體規劃將採低衝擊的開發

策略。(治水) 

1. 建議因應跨域議題，應編列常態性人

員、經費及相關資源等。 

2. 需要相關智庫進行針對跨域議題的數據

分析並累積研究成果供政策推動參考。 

新北市政府 

城鄉發展局 

1. 建議中央應規範區域性整體社會住

宅數量或區間範圍、區位選取原則，

另說明提供地方支援的財源、土地配

套為何。（住宅） 

2. 林口世大運選手村應與台北市、桃園

市的社宅需求相互配合與共同管

理。（住宅） 

3. 本市已從都市及建築等土地管理相

關法令修訂積極因應都市防洪的議

題。（治水） 

1. 建議朝向成立制度性的都會區協商平

台，處理跨域議題。 

2. 國土法下建議成立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委

員會，並設都會區域建設基金，強化委員

會的職權，以有效推動跨縣市的發展與建

設。 

桃園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1. 建議中央空間計畫訂定跨域目標與

指導原則，並提出相關土地、財源、

租稅配套。（住宅） 

2. 產業、環境資源與跨域大型公共設

施，應區域性整體考量。（其他） 

建議成立常態性跨域合作與協調的機制或

平台。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訪談記錄請詳見：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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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議題指認 

經本（提案）單位對於北部都會區域發展的相關政策、計畫等資料蒐

集，並與中央、地方相關機關進行深度訪談（或說明已舉辦○場次座談會

的方式表述之）凝聚各方共識後，已釐清並確認北部都會區域發展優先因

應的跨域議題為「住宅」、「交通運輸」、「治水防洪」三大項，各項議題的

跨部門面向、與其他部門或縣市政府政策或計畫相異所衍生的衝突點或熱

點（Hot Spots）為何，分別說明如下： 

(一) 住宅 

鑑於就業、就學機會及生活服務水準普遍較佳等因素，北部都會區域

對中南部人口產生磁吸作用，相當高比例的人口願意每日花費較長的時間

利用大眾運輸工具通勤，跨縣市就學或就業的現象極為普遍。然而，因我

國過去住宅政策鮮少從都會區空間的角度思考，且依住宅法有關社會住宅

之規劃、興辦、獎勵及管理屬於地方事務，故某些都會區域空間的住宅供

需失衡情況仍有待積極性的住宅政策填補。 

另外，我國雖因少子化以及人口成長趨緩，但由於小家庭普遍興起，

戶量逐年遞減造成住宅需求量仍高，加上高齡化人口比例漸增，故因應人

口結構改變，從不同功能取向的住宅類型，到居住生活圈的公共設施配套

與服務水準，住宅政策應進一步思考供給是否能滿足未來不同生命階段的

個人或家庭所需。 

故在北部都會區域空間規劃上，如何結合交通系統網絡的整合、串連

並與都會區域的產業發展搭配，引導合適的區位或利用都市更新等多元取

得的方式增加住宅（社會住宅）供給量，以協助緩和北部都會區域的住宅

需求壓力，並提供各族群合理安全的居住環境，為北部都會區域之關鍵課

題。從「住宅」供需以及其他面向所延伸之跨域空間發展議題如下： 

1. 隨著北部都會區域大眾運輸系統路網擴張逐漸成形，可能造

成的人口聚集、住宅需求增加及都市化蔓延等現象，北部都

會區域住宅政策如何整合產業、交通與都市發展等需求整體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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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都會區房價居高不下，造成一般青年、弱勢族群一房難求的

現象，近期中央與地方政府分別提出社會住宅、公共住宅或

青年住宅等因應對策。然而，從供給/需求分析到對策提出

缺乏都會區域跨域思維，與交通、產業部門的發展配套整合

亦薄弱，亟待跨域的空間計畫整合。 

3. 都會區域的重要交通轉運節點或門戶計畫是否考量鄰近縣

市居住以及生活圈通勤的需求？跨域交通廊帶或沿線場站

的規劃（例如：捷運基隆延伸或北宜直鐵）如何結合新興產

業發展並平衡都會區域的住宅供需？ 

4. 都會區域的居住環境如何融合緊湊城市(compact city)、

TOD 及生態城市等規劃理念？ 

(二) 交通運輸 

北部都會區域擁有基隆港、台北港、桃園國際機場以及松山機場四個

主要對外門戶。基隆港由於面臨對岸中國海西港口的崛起競爭，近年面臨

貨運量嚴重衰退，加上台北港的開通也稀釋了部分原有的貨運量，因此期

由原以貨運為主的港口行為觀光遊憩型態為主的港口，而台北港則除具有

貨運功能之外，近年則發展與對岸直航的客輪業務，成為我國與對岸另一

重要的門戶，雙海港如何適當的定位與分工，將影響北部都會區域的產業

及觀光活動等發展。 

空港部分，由於松山機場近年由國內機場逐漸轉型納入部分東北亞航

圈的國際型機場，航線增加的情形下與桃園國際機場也形成了某種程度的

分工。然而，預計 105 年桃園-臺北間的機場捷運通車，由台北市中心出發

到達桃園國際機場的時間將大幅縮短為 30 分鐘，是否於台北市中心保留

一小型機場一直存有不同的爭議。支持者認為可以大幅開放台北市中心的

天空與土地，有利於未來城市的整體發展；而反對者則提出桃園機場無法

完全取代松山機場的理由，認為首都型的機場存在有利於商務人士與國際

觀光旅客的交通往返，對於產業及觀光發展具有相當大的助益。 

因此，北部都會區域的海空門戶及跨域性大眾運輸路網的建設規劃，

應為北部都會區域計畫的優先課題之一。從「交通運輸」以及其他面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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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之跨域空間發展議題如下： 

1. 如何結合北部重大投資建設計畫（例如：桃園航空城）、高

鐵與捷運系統（機場捷運、雙北捷運）及周邊都市發展和工

業區更新，發揮北臺優勢產業並提升北部都會區域之整體競

爭力？ 

2. 桃園航空城計畫為進行中的重大投資建設計畫，影響北臺區

域甚至全國發展甚鉅，且航空城計畫與北臺區域之基隆港、

台北港、松山機場皆為「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之重點，故

為發揮「前店後廠」之整體經濟效益，航空城之規劃發展應

結合北臺都會區域之地方優勢產業，例如：台北市金融服務、

基隆港之智慧物流或宜蘭之精緻農業等，帶領北臺都會區域

之產業競爭力提升。 

3. 北部面臨產業轉型與老舊工業區更新課題，因產業發展與交

通運輸、雙海港及雙空港之物流與倉儲空間配置息息相關，

都會區域計畫因應之空間發展結構或空間發展策略為何？ 

4. 機場捷運通車以及桃園機場第三跑道完成增建後，引發市區

的松山機場是否遷移之議題，影響北部都會區域空間發展結

構甚鉅，同時也是北部都會區域發展的關鍵議題之一。 

(三) 防洪治水 

北部都會區域雖早期已有「大台北防洪計畫」之建設，然而隨著都市

人口聚集與擴張、都市化程度越來越高以及近年極端氣候的衝擊影響之下，

跨域性的防洪治水策略似乎也已經超出水利單位之工程手段可以解決的

範疇，勢必須引入結合土地使用與都市規劃設計之總合治水方法，例如：

開闢都市地區滯洪池、都會周邊山坡地的嚴格開發限制或雨水貯流等措施。

也因此將延伸出都會區域發展需求及治水防洪之間的議題。 

另外，行政院於民國 90 年函示基隆河流域禁止十公頃以上的民間投

資開發案申請、都市計畫農業區與保護區禁止變更為可建築用地等兩項政

策指示，近年因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有成，故亦面臨修正檢討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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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防洪治水」與其他面向所延伸之跨域空間發展議題如下（本試擬

以基隆河流域為主）16：  

1. 因應「基隆河流域土地開發管制行動方案」之推動，未來基

隆河流域周邊土地利用、相關非都市土地開發與都市建設應

如何符合出流管制與逕流分擔的基本原則？ 

2. 因環境敏感特性且人口密集，北部都會區域具有高脆弱度及

災害風險，尤以都市水患為最。如何降低都會區域之氣候變

遷衝擊，包含極端天氣下的都市地區熱島效應、都市水患或

長期乾旱等災害，需都會區域計畫之整體規劃與治理策略。 

6.1.3 計畫範疇 

由前述三項跨域議題涉及之事務（推動政策或計畫）、其主管機關與

相關機關共同界定本計畫之計畫範疇（表 6）。 

一、 事務 

所涉相關事務範疇包含：住宅、土地使用、交通運輸及治水防洪之中

央及地方相關機關正在推動或規劃屬於跨域型的政策或計畫。 

二、 機關 

(一) 計畫擬定機關  

本計畫擬定機關為「內政部」。 

(二) 有關機關 

將列表說明本計畫所涉事務之主管機關、相關機關（表 6）。 

 

 

 

                                         
16 經本案工作會議的討論，北部都會區域案例試擬將納入「治水防洪」為優先議題之一，並以

基隆河流域進行示範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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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優先議題所涉及之機關及其相關政策或計畫    

議題 機關/單位 相關政策或計畫 

住宅 

中央機關 

內政部 101-104 年整體住宅政策 

國防部 國有土地檢討政策 

財政部 推動社會住宅稅率優惠 

地方政府 

基隆市政府 五堵地區公共住宅規劃案 

臺北市政府 首都圈公共住宅政策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合宜住宅、社會住宅政策 

桃園市政府 八德社會住宅推動政策 

交通

運輸 

中央機關 交通部 桃園國際機場捷運聯外建設計畫 

地方政府 

基隆市政府 捷運南港延伸基隆推動計畫 

新北市政府 台北都會區環狀線捷運系統計畫 

桃園市政府 
桃園國際機場捷運聯外建設計畫   

桃園航空城計畫 

宜蘭縣政府 臺鐵南港至頭城提速改善計畫 

治水

防洪17 

中央機關 

經濟部 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 

農委會 山坡地水土保持計畫 

內政部 基隆河流域土地開發管制行動方案 

地方政府 

基隆市政府 基隆河流域廊帶整體規劃 

新北市政府 汐止地區產業發展計畫 

臺北市政府 社子島整體開發計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模擬                           註：部分政策或計畫名稱為“模擬” 

 

 

                                         
17 因以基隆河流域試擬，故擇取或模擬該流域範圍內相關政策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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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規劃背景與理念 

本計畫在國際主要的規劃思潮脈絡及全國區域計畫的指導原則下，將

依循永續發展的基本原則與理念進行北部都會區域的空間規劃。本計畫規

劃背景與理念以下分別從環境關注、發展趨勢及社會面向闡述： 

6.2.1 環境關注 

近年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造成的各地災難頻傳，引起了各領域及空間

規劃者對環境議題的重視，也就是人居環境應如何與自然環境和平共存。

以美國加州灣區的都會區規劃為例，在 2008 年加州通過「永續社區與氣

候保護法」（Sustainable Communities and Climate Protection Act of 

2008）的立法，呼籲 18 個大都市規劃組織(MPOs)制定「永續發展社區策

略」，以透過整合土地使用、住宅和交通運輸規劃，達到先前設訂的溫室

氣體減量目標18 。 

另外，日本東京首都圈計畫中也特別指出，因年降雨量變化、森林水

源涵養不足等問題，造成水資源利用的脆弱度增加，另外都市環境面臨暖

化下的熱島效應、綠地面積減少及空氣、土壤的污染、東京灣水質惡化與

大量廢棄物處理等問題19。 

北部地區的自然環境原具有較高脆弱度，加上主要都市中心人口稠密，

為因應潛在的都會地區高災害風險，都會區域計畫應以「全國區域計畫」

環境敏感地區劃設基礎為前提，並依循國土保育、流域綜合治理及確保農

地總量等目標，採「成長管理」的觀念與原則進行空間規劃。 

「成長管理」是一種對都市（或都會區域）未來實質環境品質的管理

政策，實施成長管理的目的在於因應都市快速成長下，可能對社會、環境

所產生的外部負面效果，藉由規劃的介入，以維持公共設施與其服務水準

及一定之環境品質。都市發展應考量某一地區之基礎環境容受力

（Carrying Capacity），例如：土地使用、水資源總量等，以規劃策略、

計畫引導及法律規範等工具，運用公共政策以確保都會區域在維持環境資

源前提下，在經濟上仍得以有效率的成長。 

                                         
18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alifornias-sustainable-communities-and-climate-protection-law/  
19

 http://www.ktr.mlit.go.jp/shihon/shihon00000025.html （日本國土交通省，2009）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alifornias-sustainable-communities-and-climate-protection-law/
http://www.ktr.mlit.go.jp/shihon/shihon00000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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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經濟發展 

面對變化快速的全球化經濟局勢，已從單一城市間的競爭擴大到以

「都會區域」為主體的競爭，強調的城市與城市間的跨域治理與整合。例

如，英國依據 1999 年的 GLA（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Act）法案於 2000

年成立大倫敦政府，掌管轄下 32 個行政區(Borough)，並於 2004 年發佈了

第一次的大倫敦計畫，主要目標即是為整合大倫敦地區之資源，提升倫敦

在世界的經濟競爭力。 

因此，在我國縣市跨域合作平台的多年運作機制基礎下，為更有效充

分整合區域資源，共同解決面臨的國土保育、土地使用、交通運輸、產業

發展等跨域性課題，以達強化都會區域機能並提升整體國際競爭力之目標，

應整合相關部門發展，並擬訂都會區域計畫引導都會區域下的各別縣市朝

互助互利的方向發展。 

6.2.3 社會公平 

雖然我國未來總人口數量呈現成長趨緩，但仍存在由鄉村往都市集中

以及都會區蔓延的現象；此外，全國區域計畫也指出高齡少子化現象將衝

擊公共設施的使用與規劃。因此，都會區域發展面臨的將是如何引導人口

合理的成長，也面臨人口結構改變的挑戰。 

一般而言，都市相較於鄉村地區提供較佳的就業機會，自然吸引人口

遷移至都市發展，同時都市也提供比鄉村較多的醫療、教育及休閒育樂等

休閒選擇。然而，都會區域的空間廣義而言應包含「都市」與「鄉村」地

區，故都會區域計畫的空間規劃仍應重視是否有城鄉失衡、優良環境或農

地是否有被侵擾破壞等問題。另外，高齡者、弱勢、青年、原住民或新住

民等不同族群，在都會區域強調產業競爭與經濟發展的同時，其安養、就

業、居住等生活環境也應受到特別關注。 

6.3 發展目標及策略 

在前述「規劃背景與理念」的原則下，本節將對已指認之議題分析及

評估，並研提本計畫設定之目標及相關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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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住宅 

一、 議題分析 

(一) 範圍：基隆市、新北市、臺北市及桃園市 

(二) 供需分析20（依據全國區域計畫至 115 年） 

1. 總需求量 

參考北、北、基、桃之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都市計畫(臺北

市)及人口與家戶數(含戶量變化趨勢、住宅持有率、自然空屋率等因

子)之推估，評估四縣市未來十年每年將有超過 49,000 宅的住宅需

求。 

另考量高齡與少子化等人口結構的改變，評估未來北、北、基、

桃之社會住宅需求量為每年 1.5 萬宅，10 年共需約 15 萬宅。 

2. 總供給量 

參考北、北、基、桃之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都市計畫(臺北

市)之住宅用地規劃、各縣市都市計畫容積率及每人平均居住水準的

情形下，評估四縣市未來 10 年每年可提供約 45,000 宅的住宅供給；

另綜合目前中央及四縣市的社會住宅推動政策，評估每年約僅可提供

7500 宅的社會住宅供給量。 

二、 發展目標 

在總體的供給與需求分析之下，未來十年至 115 年，北、北、基、桃

四縣市的市場性住宅缺口存有 40,000 宅的量，而社會性住宅的缺口為

75,000 宅。為滿足前述缺口本計畫設定住宅發展目標如下： 

(一) 目標一： 

結合北部都會區域大眾運輸規劃與產業發展戰略，提供北北基桃首都

生活圈之合理、安全的居住環境及優良的生活品質。 

                                         
20 分析數值為模擬值，未來實際研擬需再以實際數值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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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標二： 

以每年提供總住宅數的 0.5%做為社會住宅為目標21
 ，設定未來首都生

活圈 4 縣市每年提供 15,500 宅(臺北市：6000 宅/年、新北市：4500 宅/年、

基隆市 2000 宅/年、桃園市 3000 宅/年)，至 115 年共增加 155,000 宅的社

會住宅量。 

三、 發展策略22 

(一) 於桃園機場捷運沿線場站周邊，結合 TOD 與相關中央財稅配套

措施，發展社會住宅、青年住宅，每年至少提供 2000 宅。 

(二) 結合新北市、臺北市與基隆市政府，以低環境衝擊、永續與生態

等原則方式進行基隆河廊帶整體規劃。 

(三) 充分有效運用林口世大運選手村後之空間，轉做提供北部都會區

域之公共住宅、社會住宅使用。 

(四) 建構都會區域空屋資訊平台，鼓勵地方政府開放非設籍該縣市的

民眾可跨域申請社會住宅、公共住宅。地方政府可與民間力量結

合，推動實施政府包租包管、代租代管等措施，以有效利用空餘

屋；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應提供相關的稅制優惠減免措

施。 

(五) 應進行北部都會區域之國有或相關軍方土地盤點，如有符合上位

計畫或政策原則興辦社會住宅的優良區位，並可結合都會區域發

展及各縣市本身的空間計畫者，建議中央可協助地方政府利用多

元彈性的方式取得土地。 

 

 

                                         
21 參考臺北市政府 4 年提供 20,000 宅、8 年 50000 宅的政策目標，故每年 0.5%（臺北市總戶數

以 100 萬戶估算；北北基桃四縣市總人口以 910 萬人估算）。 
22 因係案例模擬，故僅研擬部分「住宅」策略，「交通運輸」及「治水防洪」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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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交通運輸23  

一、 議題分析 

(一) 範圍：基隆市、新北市、臺北市及桃園市 

(二) 各運輸系統： 

1. 桃園國際航空城及聯外運輸系統有待強化建構 

桃園機場每年超過 3,000 萬人次客運量、200 萬公噸的貨運量，

目前機場設施能量不足，且聯外公路運輸容量已漸飽和，尖峰時段車

流量高導致服務水準不佳。 

2. 國際港轉型及聯外運輸系統有待改善 

基隆港部分運量及運輸功能轉移至臺北港，面臨定位轉型之壓力，

且包括公路及鐵路等聯外運輸運能已屆飽和（臺鐵八堵-南港段路線

利用率超過 9 成以上），如何維持客貨運之運輸效率，為基隆港需面

對之課題。 

3. 北部區域整體軌道運輸容量不足，公共運輸路網亟待整合與

效能提升 

臺鐵既有鐵道網運輸容量不足，臺北市與新北市及桃園市間，平

假日臺鐵旅運需求人數已逾 5 萬人次/日，縱貫線利用率自八堵至新竹

段路線使用率均高，板橋至桃園尖峰時刻可觀測到近 90%的承載率，

易產生旅客壅塞情形。 

另臺北捷運系統自民國 93 年之日均運量約 95.6 萬人次，至 102

年之日均運量約 174 萬人次，10 年間增加 81.9%，日均每公里載客人

數約為 1.43 萬人/公里，惟民國 98 年文湖線通車、民國 101 年新莊線

通車營運後，平均每日每公里載客人數呈現下降，都會捷運路網與運

量邊際效益遞減有待因應。 

                                         
23 本研究模擬交通課題之「課題分析、目標及策略」主要參考資料：「北部區域整體交通系統改

善方案」（交通部，10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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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目標 

(一) 目標一：打造北部都會區域海空港門戶成為開放且具競爭力的經

貿核心與國際關鍵節點。 

(二) 目標二：整合機場捷運、臺鐵形成完整軌道路網，並串連桃園國

際機場、高速鐵路、主要市區及區域城際鐵路，促成北部都會區

域重要公共運輸系統無縫接軌，提升整體運輸效能。臺北都會捷

運將不追求長度的擴充，未來將重點置於現有路線的經營，以香

港日運量 2.5 萬人/公里以上為目標 

三、 發展策略 

(一) 以桃園機場與臺北港為核心，結合物流、深層加工、經貿及觀光，

發揮區域及全球樞紐港之功能，並充實海空港軟硬體設施，提升

客貨服務品質。 

(二) 於機場捷運通車以及桃園國際機場服務容量可達標準後，應檢視

與評估松山機場之國際、國內航空服務之定位與功能。 

(三) 以軌道運輸系統串連北北基桃生活圈及桃園國際機場。 

(四) 考量捷運系統邊際效應遞減，應以穩定循序漸進建設未來路線，

並強化與臺北都會區整體鐵道路網連結。 

(五) 整體改善「臺北-基隆路廊」鐵路運輸系統之能量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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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治水防洪 

基隆河流域已於 2005 年完成整體治理計畫（前期計畫），採流域綜合

治水策略，完成後自侯硐介壽橋以下河段均達 200 年洪水重現期距（相當

納莉颱風規模之保護標準)，計畫完成後可保護新北市 713 公頃及基隆市

316 公頃之面積，總保護面積為 1,029 公頃；另員山子分洪工程已確實發

揮分洪減災功效24。 

一、 議題分析 

(一) 範圍：基隆市、新北市、臺北市 

(二) 基隆河流域環境衝擊分析： 

1. 未來氣候變遷的情境 

基隆河流域雖已經完成 200 年洪水發生頻率做為防洪標準，但未

來在極端天氣型態的降雨量屢創新高之下，治水防洪仍不可輕忽。由

於進行的工程防洪手段大致完成，未來以工程、堤防的方式來阻擋「外

水」溢淹已非常困難，能達成的治水成效有限。故都市洪災的預防應

結合內水管理思維，對於已開發與未開發的土地使用規劃就很重要，

以提高都市地區韌性為策略（圖 31）。 

 

圖31 「治水防洪」議題操作流程示意圖 

                                         
24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網站 http://www.wra10.gov.tw/ct.asp?xItem=44526&ctNode=30796&mp=10  

http://www.wra10.gov.tw/ct.asp?xItem=44526&ctNode=30796&m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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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域跨域治理 

內政部於民國 104 年 9 月研擬之「基隆河流域土地開發管制行動

方案」，建議將自民國 90 年以來的都市及非都市開發限制回歸相關法

令規定並嚴格管制。地方政府也持續對於基隆河流域兩側土地再發展

與利用有積極的規劃構想，都市發展與流域跨域治理應有上位計畫指

導。 

二、 發展目標 

目標一：打造北部都會區域為具氣候調適能力的韌性城市 

北部區域人口密集，加以洪、風、震等天然災害頻仍，及部份地區地

質脆弱等，面臨不可避免之氣候變遷，降低人為發展向災害高敏感地區發

展，同時針對災害潛勢區位，提供適當的生態防護，擬定災害應變對策，

使人與生態環境在安全格局之下發展，打造北部區域為優質的防災都會，

建構安全的都會生活環境。 

目標二：未來開發應符合流域總合治水之目標與原則 

基隆河流域兩側土地之開發利用應符合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之基本

原則，土地開發不得任意變更相關排水集水區範圍，並應設置相關滯洪設

施，減洪設施之減洪量應以 100 年重現期距 24 小時暴雨之標準計算，確

保開發後淹水面積與淹水深度不得大於開發前。 

三、 發展策略 

(一) 基隆河流域兩側土地開發不得增加下游水路負荷。開發後基地排

水出口之排洪量不得超出開發前該基地所匯集排水之 10 年重現

期距洪峰流量，亦不得增加基地排水出水口下游現況排水系統之

負擔。 

(二) 為削減因土地開發所增加之逕流量，應採沿池排洪與逕流抑制等

方式設置減洪設施，例如滯蓄洪池、雨水貯留、增加地表入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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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避免原有低窪地區天然滯蓄洪空間消失，導致周邊地區淹水風

險增高，開發基地如位於高淹水潛勢之低窪地區，除滿足上述原

則外，開發計畫應提供與原有天然滯蓄洪空間相同功能之補償設

施，如開發基地內或鄰近地區之滯蓄洪池、高腳屋等。 

(四) 山坡地住宅與其他建築開發除依相關法令規範外，應加強防災、

開發管制及排水溝設計，如位屬地質、地層構造不良、使用強度

過高、公共設施不足等地區，應加強對建築設計、雜項工程及施

工管理等之管制。 

(五) 應規劃透水空間及維護流域資源：恢復都會核心區內水圳(道)自

然景緻，留設山水區周邊、綠地滯洪池，提升基地保水。 

(六) 基隆河流於位於基隆市、新北市、臺北市等縣市之都市計畫土地，

屬河川用地，其周邊土地使用分區除了保護區、農業區之外，亦

包括與居住及生產相關用地，應藉由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定期檢

討基隆河沿岸之土地使用。 

 

圖32 基隆河沿岸土地（基隆市範圍）使用檢討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後續追蹤及成效評估(經濟部水利署，101 年)；變更基

隆市（七堵暖暖地區）主要計畫（配合五堵北市地重劃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

主要計畫）書（基隆市政府，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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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執行計畫（應辦及配合辦理事項） 

在住宅、交通運輸及治水防洪的議題策略下，應研擬相關執行計畫（應

辦及配合辦理事項）。執行計畫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一、現有空間政策或計畫(A 類)之檢討或修正，內政部主辦。 

二、既有部門發展及建設計畫(B 類)之配合，內政部以外部門主辦。 

三、其他建議的新方案及措施(C 類)，跨部會整合的新方案建議。 

對於已核定的政策或計畫依原執行時程進行檢討，對於新建議的執行

計畫就其實施優先順序可分為短(1 年)、中(2-5 年)、長期(5 年以上)期程，

同時，執行計畫的主協辦機關並應一併註明。 

表7 空間政策或計畫(A 類) 

編號 應辦 (及配合辦理)事項 主辦機關 時程 附註 

A1 辦理「基隆市區域計畫」通盤檢討 基隆市政府 公告後 2年內 
住宅目標二 

交通目標一 

A2 基隆河沿岸土地使用檢討範圍劃設 

基隆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 

公告後 2年內 
治水目標一 

治水目標二 

A3 辦理「新北市區域計畫」通盤檢討 新北市政府 公告後 2年內 
住宅目標二 

交通目標一 

A4 
辦理「臺北市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納入社會住宅實施方案） 臺北市政府 公告後 2年內 住宅目標二 

A5 辦理「桃園市區域計畫」通盤檢討 桃園市政府 公告後 2年內 

住宅目標一 

住宅目標二 

交通目標一 

交通目標二 

A6 

檢討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

規範及研訂「基隆河沿岸都市計畫

地區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可建築

用地注意事項」，納入經濟部水利署

之出流管制原則。 

內政部 短期 
治水目標一 

治水目標二 

表8 既有部門發展及建設計畫(B 類) 

編號 應辦 (及配合辦理)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附註 

B1 北部閒置國防用地釋出做為住宅用 國防部 短期 住宅目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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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可行性評估。 
住宅目標二 

B2 

基隆港碼頭以「東客西貨」規劃，

結合國防部辦理東 4、5 軍用碼頭遷

移事宜，東 2~東 6 發展「國際郵輪

基地暨觀光商業專區」方案。 

交通部 中期 交通目標一 

B3 辦理桃園機場航廈擴建整建方案 。 交通部 中期 交通目標一 

B4 
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建設計

畫（結合 TOD 發展）。 
交通部 中期 交通目標二 

B5 

推動國道 1 甲與國道 2 甲以形成航

空城雙循環服務，確保高快速公路

系統之穩定性。 

交通部 中期 交通目標二 

B6 
研擬空屋提供政府包租包管稅制獎

勵措施 
財政部 短期 

住宅目標一 

住宅目標二 

表9 新建議方案及措施(C 類) 

編號 應辦 (及配合辦理)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附註 

C1 

都市開發審議應結合水利單位或鄰

近受影響衝擊的縣市，應提供相關的

排水計畫書一併審查。 

臺北市、新北市

及基隆市政府

等目的事業機

關水利署等 

短期 治水目標二 

C2 
開挖率標準檢討與訂定法定空地透

水率 

北部區域縣市

政府、水利署等 短期 
治水目標一 

治水目標二 

C3 設置雨水貯留與再利用設施規範 
北部區域縣市

政府、水利署等 短期 治水目標二 

C4 

統籌協調與整合基隆河治理與土地

利用跨域合作(包括：沿岸土地利用

與管制、水質整治與改善、防洪建

設、河岸景觀營造、水上遊憩活動規

範、水污染源輔導與稽查、廢棄物清

淤、環境教育宣導、水域水岸休閒活

動行銷、動植物保育復育、洪水平原

管制檢討及防災救計畫)。 

經 濟 部 水 利

署、內政部 短期 
治水目標一 

治水目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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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檢討與控管機制 

6.5.1 本計畫之檢討期程 

本計畫將配合 103 年修正後發佈之「全國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時程，以「北部都會區域計畫」之名稱做為全國區域計畫第一次通檢的「附

冊」文件。 

6.5.2 執行計畫（應辦及配合辦理事項）之控管機制 

本報告第壹章計畫範疇界定中的中央部會及縣市政府、有關機關及行

政單位或團體等，應定期(每六個月、一年至少兩次)召開會議，檢討本計

畫各執行計畫推動進度、是否有內容需調整或已有之預算編列辦理概況。 

6.6 其他相關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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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歷經每月定期工作會議、兩次專家學者座談會及多次的中央及

地方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深度訪談，完成本案交付的五項主要工作項

目，並且於整體研究過程中，因應委託單位的需求，另外也從擬定權限、

法效性探討都會區域計畫的法理（本報告書第參章）。 

綜合本研究的成果，本章最後研提以下整體性的結論與建議，以供後

續持續推動或研擬都會區域計畫時之參考。 

7.1 結論 

7.1.1 提供共識性計畫的制度性保障 

在我國現行區域計畫法體制下，都會區域計畫定位為「功能性的計畫」，

目的為整合與跨域性議題相關的實質計畫，並縫合各部門政策或計畫之間

的空間發展落差；在不另外增加政府額外的財政負擔下，將本案研提的推

動機制嵌入現有的規劃體制中，並盡可能降低可能衍生的制度性成本。 

本研究並建議擬定都會區域計畫的關鍵–應以各利害關係人的「共識」

為前提與基礎，因區域計畫法則可提供此共識性文件（或稱行政契約）一

個制度性的保障，使得計畫內容的相關策略與執行計畫能有延續性，較不

易因政治更迭而異動，行政執行機關也能有所依循。 

7.1.2 應兼顧永續發展與城鄉均衡 

在五都升格前，過去的統籌款分配，直轄市大約占 40%，其餘 23 縣

市約為 39%，常有分配比例不公平的爭議，雖未來擬朝向改用人口規模、

業務量的公式去計算(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009)，但仍有磁吸效應的疑

慮，現況是資源已過度集中，且人口不斷往都會區域發展。 

未來的都會區域計畫若仍強調產業與經濟發展的國際競爭力，勢必引

發更多公共資源挹注到都市土地的開發，可能再度拉升都市土地的經濟價

值，但卻也可能衍生國家資源過度集中於都會區的疑慮，使得原本已有的

城鄉差距更形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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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各國的跨域性計畫規劃內容，經濟發展與強化競爭力都是很重要

的基本目標及內容，然而，由於我國在氣候變遷衝擊越來越嚴峻以及國土

極具環境敏感特性的狀況下，本研究建議除了考量區域競爭力之外，仍要

兼顧環境保護與社會公平的面向，應有對於該區域基本現況的平衡性論述，

以及相關的目標、策略與執行計畫可能對環境與社會產生什麼樣影響的說

明。 

7.1.3 以計畫「範疇」的概念取代傳統空間「範圍」 

因應時代趨勢，本研究建議都會區域計畫應以「議題為導向」的策略

式規劃進行，也因此，將不需規範擬定都會區域計畫的個數，而是將視各

別都會區域發展情況，由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建議的機制發動提案、申請與

擬定；同時，基於我國政治體制下成立一跨域型的政府（或準政府）幾不

可能，故本研究建議以計畫「範疇」的概念取代傳統計畫的空間「範圍」，

也使得都會區域計畫具有比較高的操作性。 

7.2 建議 

7.2.1 整合空間規劃與相關部門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10)「落實執行」

章節中提及的「部門間衝突」，乃為各中央部會甚為難解的困擾之一。目

前由中央相關「部門計畫」或「重大個案計畫」向行政院提出後，交由國

家發展委員會審議，進行綜合性規劃、協調等資源分配事宜。 

然目前區域計畫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當所提之重大建設計畫涉及

不同部門觀點而產生矛盾或衝突時，各級區域計畫卻不一定能於現行的部

門綜合性審議體制內發揮作用，故常發生核定通過的重大建設計畫與已規

劃發佈的空間計畫規劃方向或原則不盡相符，又或者，空間計畫往往成為

配合部門發展計畫而進行土地使用變更的角色，失去原空間計畫應有的前

瞻規劃意義。 

故本案建議未來的部門綜合性審議機制應與空間計畫研擬及推動機

制相互配合，從計畫的規劃面到審議的程序面，步調應逐漸整合並趨於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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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補足計畫與預算、財源之間的落差 

當計畫範圍跨出單一行政區界限時，必然引發財源、稅收等資源分配

問題，與我國「財政收支劃分法」的內容有關。事實上地方政府仰賴中央

給予的稅收分成與統籌分配25的財政問題向來難解，一方面鼓勵地方自治、

給予治理權限，另一方面卻又由中央主導稅收分配，導致地方政府常空有

計畫，卻缺乏經費編列，而力有未逮。其間若再加上跨域型的計畫，則該

如何給予適當財源分配、引領機關與單位合作，都將是一大挑戰。 

財務計畫雖並非擬定執行計畫的必要內容，然本研究仍建議，在計畫

規劃及研擬過程中，應從既有部門預算、相關補助款等管道審慎評估其財

務可行性，特別是在當前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尚難成立、不增加政府財政

負擔的情況下，建議強化跨部門預算執行與跨域型計畫規劃的整合。 

7.2.3 掌握國土計畫法通過後的契機 

為因應國土計畫法已完成立法並經總統公布（總統 105 年 1 月 6 日華

總一義字第 10400154511 號令），未來應依據國土計畫法的相關條文規定

與精神，檢討本研究之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及推動機制研究成果，必

要時應進行修正。 

例如：國土計畫法中提及應定期發布國土白皮書、推動國土規劃研究

及必要時得指定國家級國土規劃研究專責法人或機構等條文內容，與本研

究認為「都會區域計畫」應有專責組織負責協調與推動之建議相互呼應。 

由於地方發展跨域事務的產生，往往與政治因素密切相關，故本研究

採取議題開放式的計畫形成與推動架構，一方面從區域計畫法而言原即有

此精神，另一方面在現行體制下也較具有操作性與執行性。在全球化以及

全球暖化下的「都會區域」空間，各國皆面臨人口結構改變、人才與資金

流動、產業與環境變遷等課題，而我國特殊的社會經濟發展背景下的挑戰

又更為嚴峻。 

例如，目前中部都會區域從北彰化延伸到臺中市之間的發展，未來中

部都會區域計畫可先僅就此具急迫性的跨域議題處理，而不需要如過去研

                                         
25法令依據為「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103 年度「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總結報告書 

120 

擬一種全盤藍圖式的都會區域計畫。因此，無論北部、中部或南部都會區

域，建議相關縣市政府應透過現有平台、縣市合作等機制進行討論，依據

地方需求向中央主管機關建議開啟都會區域計畫之擬定，而中央政府相關

行政部門也應加快啟動都會區域的整體規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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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專家座談會會議紀錄 

附錄 1-1：第 1 次專家座談會 

壹、時  間：104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貳、地  點：本署 6 樓第 601 會議室 

參、主  席：計畫主持人 鄭安廷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與會專家學者及機關代表發言意見摘要： 

 討論議題一：都會區域計畫擬訂流程、議題及範圍劃定 

一、 林組長秉勳 

(一) 不論現行區域計畫法或未來國土計畫法，空間計畫體系皆分為兩

個層級，分別是全國區域（或國土）計畫與直轄市、縣（市）區

域（或國土）計畫。其中全國區域計畫不但是目前空間規劃體系

最上位的法定計畫，亦具有指導都市計畫與縣（市）區域計畫的

功能，至於都會區域計畫及特定區域計畫皆屬全國區域計畫的一

部分，係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及公告實施。 

(二) 但目前區域計畫仍存在許多跨域議題，是單一縣（市）無法處理，

且各議題牽涉範圍亦有所不同，因此希望本案可就北部都會區為

例，先找出幾個較關鍵的議題，再研擬各該空間議題的計畫範圍

作為示範，並以區域資源共享及整合效率者優先考量，以提高都

會區域的機能。 

(三) 另一部分則是與各部門、機關之間的分工與合作，使計畫得以發

揮效用，然而長期以來，空間計畫與重要建設計畫的審議與資源

核定都掌控在國發會，與區域計畫法原本規定稍有不同（詳區域

計畫法§12 及§20）。本案為都會區域計畫的前期規劃，主要目的

在確認都會區域計畫的內涵與形式，而後續推動機制則於第 2 次

專家學者座談會再行討論。 

(四) 關於跨域治理部分，營建署很難處理治理問題，但依照國土計畫

法內容，在程序方面，各部會的先期計畫須經過國土主管機關的

審議與認可，如計畫已大到影響國家的利益，才會配合修改國土

計畫，其中不只處理資源的分配，也會處理空間規劃的議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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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保育與防洪治水的議題為例，當整體空間規劃與土地使用

計畫，已納入縣（市）區域計畫與部門計畫時，仍須有跨域計畫

來統整處理，這就是本案希望可處理的核心問題。 

二、 林教授盛豐  

(一) 都會區域計畫定位不明 

1. 都會區域計畫的定義仍不明確，是否與過去以各縣市行政轄區

為範圍的都會區域有所不同？ 

2. 都會區域計畫與以往的北、中、南、東區域計畫有何不同？都

會區域計畫是否必須以 6 都為首，劃設都會區域計畫範圍？現

況存在太多區域計畫的名詞（全國區域計畫、北中南東部區域

計畫、縣市區域計畫等），易混淆，為何要稱作「都會」區域計

畫，是否有一定的原因？ 

3. 建議內政部應先定義台灣的 City Region 範圍，也許以 6 都作為

priority cities，引領其他鄰近縣市一起發展。 

(二) 組織公司化，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1. 回應賀陳董事長關於公司化組織的發言，either service 或

infrastructures 皆是很新的想法，在此認同，但現行體制，所有

縣（市）政府最 concern 的就是土地使用的權責機關是否還是

地方政府，再來就是 infrastructure 的投入，未來中央財源補助

是否有配套，即便賀陳董事長所提的公司化組織可以成立，但

這些 concerns 仍然存在，因資源分配的主要權力仍在國發會，

所以如果 positive 去處理問題，跨域平台應設在國發會組織內，

建議先把所有重大的 infrastructure 進行疊圖分析，找出衝突之

處，營建署提出建議意見，其角色應只是幕僚單位，可著重在

現況的檢討及研提空間規劃的問題，再提供國發會參考處理。 

2. 另一個問題是 leadership，營建署與受託單位可能被地方諸侯馴

化，這樣持續下去，臺灣只會變成諸侯聯合國。然而，現在只

有國發會握有預算，還有 leadership 的實權，營建署則無任何

施力點，除非營建署可在土地使用權利上有更多掌控，否則無

法建立 leadership 去 control。 

(三) 回應林組長空間規劃重點的說法 

即使沒有國發會的認可，營建署還是可就土地使用部分進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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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在於重大計畫之主管機關，並不會主動提供營建署資料，

所以建議營建署可先獲取相關資料，然後就各部門計畫進行土地

使用計畫疊圖，直接發布並指出問題，否則營建署就只是協助重

大部門計畫畫竣工圖，並未思考區位發展的適當性。 

三、 鄭計畫主持人安廷  

(一) 回應林教授的問題，說明都會區域計畫的定位 

1. 本團隊參酌國外案例與國內過去推動經驗，結果顯示並非每一

個地方都有擬定都會區域計畫的需求，再者，都會區域計畫不

必然一定要以固定的縣（市）轄區作為計畫範圍的單位，因此，

都會區域計畫的定位將在整合中央各部門，在廣域空間的建設

計畫，如簡報內容第 2 點所述 。 

2. 都會區域計畫為基於「City Region」的概念，並不以「6 都」

為首，但的確與「6 都」有關係。謝謝林教授的 City Region 建

議，本團隊將會納入後續推動機制中討論。 

(二) 回應張委員的治理模式建議 

感謝張委員的建議，本團隊內部也討論過幾個治理模式，曾參考

各國外案例，如：英國 MAA 或倫敦計畫、德國行政契約、美國

MPO、日本首都圈計畫等作法，並各有優劣，而評估後決定，類

似廣域計畫 的類型可能較不適宜運用在本案，而團隊也還在持

續討論後續推動機制的部分。 

(三) 回應林教授關於法人化組織及成效問題 

行政法人的相關研究，如林教授的說明，同時解答了為何在現行

體制下，法人化或半法人化組織的執行成效不彰，的確與地方組

織的現況有關，但本案仍不排除公司化可能性，團隊討論時，雖

然覺得區建會為目前最有可能的工具，但現實中還是有困難。 

(四) 回應林組長與林教授關於營建署功能的定位 

都會區域計畫的法定效力係因納入全國區域計畫中，希望未來部

門計畫的構想可以更早在空間規劃體系中處理，並不是竣工圖，

而是可以實質發揮整合的功能。 

(五) 回應楊教授關於區建會的說明 

國內對於跨域計畫的困境，許多問題可能與國發會和內政部一些

職權重複有關，可能需進一步的調整，然而區建會部分，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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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可能有不一樣的政策，但的確區建會是目前比較接近具有一

定職能與財源的組織。 

四、 張委員桂林 

(一) 計畫範圍基準 

City Region 的定義可參考簡報第 7 頁，其完整定義是由歐盟研討

會提出並確認的，具體定義為：一個中心都市，周邊包括

countryside和 rural area，必須與中心都市有2/3以上的daily trips。

臺灣的空間體系計畫是族繁不及備載，但都會區域計畫不應有

boundary，因為都會區可能不斷地膨脹，但也不屬於尺度大小不

一的全國土地使用計畫，建議都會區域計畫的定性應為治理，也

就是 regional governance，而「都會」的字面意思是區域之下、都

市以上，且 60 年代開始有許多都會區計畫的委託研究，但大多

還是以各縣市行政範圍為基準。故建議委託團隊挑選 2~3 例對大

眾較有利的議題，進行議題範圍的評估，且該範圍不應是固定

的。 

(二) 議題來源 

另外，議題的來源應是各個法定計畫的內容，並應從 governance、

策略著手，臺灣許多單位職責重複，造成 operation 的混亂，也無

一定的軌跡可循，這其中又牽涉到許多財政、稅務、空間支援、

治理的問題，政府現在處理問題，竟是釋放公權力，讓私人申請

者或開發商去都委會討價還價，然後地方政府反而對本身的產業、

區位的需求不甚了解，土地使用的區位配置不當是幾十年老問

題。 

(三) 後續執行方式 

目前最緊急的議題可參考新聞重點，而處理方式則應建立專門的

平台與人力，效法美國 MPO 組織運行方式，像是 60 年代的

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進行 negotiation、consult 等工

作，可能以臺北做為示範計畫地點，重新調整各單位的錢，找出

財源建立機制與 channel，並在一定的目標之下，授權該專門組織

進行承上啟下的工作。 

(四) 回應汪總工的建議 

關於都會區域計畫的定位，原則上不涉及地方自治的職權，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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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地方的土地使用計畫，加上本案目的並非是重新擬定一個新

的計畫，而是整合目前各相關計畫，使各計畫間的衝突性降低，

所以不會做到空間指認，而是在降低中央各部門計畫間的衝突，

以及未來如何配合、引導地方公共設施的投入與施政計畫，來縫

補地方區計、部門計畫間的缺口，由於本案還在期初階段，尚在

評估各種可能性，如同剛剛各位提到的，目前最大的困境在組織

與財源，美國 MPO 有財源，但臺灣並沒有類似的財源機制，這

種情況下該如何推動等問題，還請各位先進提供建議。 

(五) 補充意見 

1. 在思維上，強烈建議跨域計畫應與土地使用脫鉤，因為跨域問

題有非常多的治理問題，都是本位主義造成的，個人以前就主

張，不應是中央擁有航空城公司，而是要地方政府一起入股，

尤其國外的法人化、公司化都是這樣經營，由中央、地方大家

一起出錢且營收攤平。營建署如一直要都會區域計畫與土地使

用規劃綁在一起，可能不太可行，畢竟很多計畫都是需財務支

持與配套機制，然而這些都是治理方面的問題。 

2. 國發會不是萬能的，本人前任職國發會，國發會最厲害的就是

2000 億的中央補助款，所以大型計畫都要經過國發會認可，因

此，建議從行政院建立一個帳號，把全台灣分成北、中、南、

東四個 city regions，當然 city region 不等於 metropolitan area，

而臺灣理應只分成 3 個 city regions，而不是 6 個，然後把東部

獨立出來一個特別的區，然後運用國發會財務機制，成立個別

區域的小型國發會組織，包含財務、經濟、產業、空間、人事

等單位，且各部會也應派代表加入，形成一個membership制度，

不用新增預算，而是由國家施政的重點去重新調配相關預算，

至人事費用則是由原單位支出，同借調機制。否則目前平台的

運作方式，地方政府只是被應邀到國發會去爭取權益而已。 

五、 汪總工程司禮國（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一) 請作業單位再清楚說明都會區域計畫的定位，不論是功能性、目

標性或議題性，都還請補充其論述，而目前看來，應比較屬於議

題性的作法，所以還請受託單位補充說明，為何選擇以議題為導

向。再來，都會區域計畫若要整合全國區域計畫與地方區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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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效地處理跨域問題，則組織和經費問題就必須到位，不然都

會區域計畫的實質效果，容易使人存疑，組織部分不一定要成立

正式組織，而且應有很多種作法，像是現有的合作平台等，但組

織與經費的運作，建議還是要法制化。 

(二) 都會區域計畫如果以議題為導向，且沒有固定行政界線，試問如

不以行政界限為基準，行政上該如何推動，就會是一大問題。再

者，經費部分如果只能依循現有經費申請機制，對於後續推動機

制上，並沒有實際的幫助或改善，建議透過本次都會區域計畫的

檢討，可以一併修正經費申請的機制。 

(三) 回應張委員所提的產業政策，縣（市）政府各有地方的產業政策，

且自有劃設的地方核心商業區，但是以都會區域尺度來看，只會

看到各種零碎的商業區，因此整體空間結構的調整，以及產業分

工、資源分配等問題，就會是都會區域計畫的重點，利用空間計

畫的指導性，減少資源的浪費與產業區位間不必要的競爭。 

六、 賀陳董事長旦 

(一) 計畫定位與組織、財源密不可分 

1. 座談會第一段討論是都會區域計畫的定位與機制，第二段是

範例模擬，但事實上很難分成兩段來討論，如同前面各位的

說法，都會區域計畫的確是一個很困難的題目。請看簡報第

7 頁，提到都會區域計畫的內容與基本原則，呼應張委員所

提的定位定性，都會區域計畫真正的困難在於，很難純粹只

是空間計畫，卻不去談論到機制，也很難真的不涉及組織和

財源，卻希望計畫可以具體執行。 

2. 簡報第 7 頁第 2 點原則「指導地方區域計畫，但不涉及地方

自治權限」，但引導不容易在現實中實現，建議改為：「不涉

及地方自治權限，但都會區域計畫應主張以準政府組織，協

助跨域的公共服務」，同時達到 1. 不取代行政概念的權限，

2. 實質上有跨域治理功能的組織，如捷運公司。越是屬於功

能性、議題型的組織，才能真正執行計畫，除了避免凌駕政

府行政組織，同時也具有實質執行計畫的功能。 

(二) 以跨域的真正目的，來建議計畫思維與組織類型 

1. 由於傳統的組織型態，遇到都會區域就必然跨域，且必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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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到第 3 點 - 各組織間的協調方式，但不應僅是被動性的協

調，既然下放權力到一個準政府組織，就不必完全遵照中央

的組織規程，而是以 1. 非傳統的空間計畫，以及 2. 以治理

為先的組織型態來達到形塑都會區域計畫的真正目的。 

2. 簡報第 6 頁提及國家現有的機制問題與國發會的功能，以及

都會區域計畫將納入全國區域計畫中，以附冊方式提出，但

是現在城市競爭力的說法越來越模糊，不論是核心城市還是

city region，都是比國家小一級的區域帶頭發展地方特色，這

種情形下，不應再用傳統的空間計畫來思考，畢竟空間資源

的合理分配，以及治理的彈性才是真正的目的，所以建議用

模糊，但又有實質跨域力量的組織來推動。 

3. 基於以上提到都會區計的實質問題，以及建議組織的配套方

式，可以考慮用公司化、法人化的組織，同時顧及財源與組

織運行的彈性，畢竟計畫執行過程中，財源才是影響最多的。

假如願意用財源與組織彈性來思考，儘量公司化，讓縣（市）

政府、事業單位可以用 MPO 入股的方式，來達到跨域治理的

真正目的。 

4. 另因 big data 的幫助，讓計畫層次已跳脫固有轄區大小的傳統

思考模式，而是針對真正的使用者、真實的使用情形為主，

如果能夠以使用者付費、實際消費方式來考量，也許可以提

供都會區域計畫關於模糊範圍、財源等問題，更多元的操作

方式與解決方案。 

(三) 回應王俊雄教授關於中央、地方層級政府的說法 

1. 現代的潮流就是去政府化，以小政府或是公司化、法人化組

織來做事，就如簡報第 10、14、15 頁的圖，並非要單一界線

才能做事情，簡單來說就是以功能型的為主，以臺灣的交通

單位，絕對是可以公司化，不一定要中央政府補助，也不需

成立專責組織才能做事，就連之後的上下水道、教育等事業

也都應該可以，只是需更多的資料和時間。現在的情況是不

得不朝向去政府或小政府的組織運作，否則永遠都被選票綁

架，或是所謂的地方諸侯、扭曲資源分配等事情，但如要成

立大政府組織，有可能會變成更沒效率、更沒彈性。 

2. Big data 仍未完全成熟，但至少是側重在真正的使用者與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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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權益，而不再被少數聲音很大的選民綁架，big data 的合宜

運用反而是更全面、更直接的民主，可以真正的 decentralize，

建議作業單位不妨大膽嘗試、彈性操作，站在真正的使用者

角度來思考。 

七、 楊教授重信  

(一) 跨域整合的實際困難 

都會區域計畫如果沒有實體範圍，縣（市）政府依照行政法相關

規定該如何執行，且必須要有地方議會支持，也要對選民負責，

該如何操作則還需再嚴密思考，有下列 3 點建議： 

1. 跨域的計畫如沒有具體化、實體化，不管什麼樣的平台，即便

形成決議都沒有拘束力，政黨一直輪替，萬一執政黨更替，現

有的跨域平台也沒了。 

2. 建議中央計畫型的補助款可獨立，不補助地方的建設，強迫跨

域合作來突破地方政府的本位主義。 

3. 各種組織的最大困難在於經費及人力的缺乏，最後淪為只能辦

活動，但也不是人的問題，在經費缺乏的情況下，區域議題沒

有智庫、財源及幕僚，最後都是空談。 

(二) 過去推動經驗的說明 

1. 過去的跨域組織經驗，包括有聯合協調會報、科學園區管理局、

高屏溪管理委員會等，都是國內跨域組織的推動經驗，還有剛

提到的組織型態如行政法人或行政契約等模式，不見得不可行，

而是缺乏穩定的財源及人力等支援系統，故不應侷限在某一種

組織或架構來推動，而是要找出最確實可行的方式。 

2. 雖然區域計畫及法人機制都是由內政部推動，但事實上連內政

部推動都有困難，畢竟涉及各部會及行政機關，但目前也很難

另外創造聯合政府。因此，全國性的跨域組織應由國發會成立

及統籌才有實質效力，故跨域計畫就由國發會審議，透過現有

中央補助款及預算分配機制運作，如此中央就可透過財源來掌

控跨域的計畫，至於縣（市）區域計畫才由內政部審議辦理。 

3. 以前的區域計畫才是真正跨域，而不是解決縣（市）的問題而

已，所以反對縣（市）區域計畫的原因在此。現在已存在太多

區域計畫（流域、原住民、離島特定區域及都會區域等）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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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澄清，如跨域問題可在一個系統下處理，就不要再多出很多

計畫自找麻煩。 

4. 區域計畫法內設有區建會機制，北部區建會 也曾成立運作，

因此建議回歸區域計畫法，依法成立區建會，但仍需進一步修

法，區建會內要有能力協調及分配資源的中央機關及主政者，

建議一個區域或聯合幾個縣市各指派一政務委員擔任主任委

員，否則依現有跨域平台的機制係由各縣（市）政府每年輪流

主辦，很難持續運作。 

5. 希望將來都會區域的組織可超越以上的困境，如地方本位主義、

政黨輪替等問題，讓組織可穩定作業，不受政黨輪替影響，至

議題可再協商討論。目前北臺區域平台分有 8 個部門，建議未

來組織成立可超越過去思維，不要再以部門區分，本來跨域議

題就是浮動範圍，且相當錯綜複雜及互相影響。 

八、 王教授俊雄 

中央政府長久以來的官場文化與積習，使得精省後即使只有中央

與地方兩層級政府，仍無法順利銜接與溝通。原本精省目的在於

地方政府若需協調，可直接透過中央單位，以簡化行政程序，所

以應儘量避免疊床架屋，無謂地增加中間層級的政府單位。而現

實中國發會不願直接面對中央與地方空間計畫無法銜接的問題，

故建議應由關心此議題的專業團體集結發聲，並監督應負責的機

關。 

  討論議題二：案例模擬，以北部都會區為試擬地區 

一、 華教授昌宜  

(一) 有關都會區域範圍，在美國 40,50 年前講的是以政府為單位的

Standard Statistics Metropolitan Area,然後到 30 年前開始有 Urban 

regional 或稱做 City Regional，是由幾個 SSMA 所結合起來的，

歐洲也是如此，後來中國大陸稱城市連綿區。回看臺灣，如以國

外的密度來看，臺灣西部區域大致就是一個都會區域，不過以臺

灣治理的角度仍以西部北、中、南三個都會區域區分應較合理恰

當。 

(二) 都會區域計畫的核心意義，我認為應以軟性的引導取代行政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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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整合。因為臺灣不像馬尼拉的都會區域政府可以進行「行政領

導」，除了交通以外，很難將各部門進行整合，都會區域計畫應

可做到的是「Coordination」-協調。 

(三) 都會區域計畫的目的，從各國經驗來看，無論是巴黎或倫敦，並

非以都會區域的福利為重點，仍以經濟發展為主；從操作面來看，

以美國城市為例，真正在都會區域內運作，還是以交通系統的整

合為核心。以我國桃園境內的高鐵、捷運、鐵路、公路、機場等

運具整合，確實是北部都會區域的重要議題。 

(四) 臺北市除了交通外還需要安全與防災，因為臺北市具有高度的環

境脆弱度，但因考量政治敏感性，遷都議題不受重視與討論，如

何分散政治與經濟的風險，在臺北市是一特殊的課題。 

(五) 雖目前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或全國區域計畫，皆是區分為北中南三

大城市區域，但建議未來無論什麼樣的計畫，都要關注經由「資

訊」（Information）所產生彼此之間的結合與其關聯性，以及其在

土地使用規劃上可能衍生的影響。 

二、 賀陳董事長旦 

(一) 以舊金山灣區為例，較接近跨域的行政部門組織就是 ABAG，運

作機制包括與地方組織的合約、稅收、重大跨域建設、鄰避性設

施等，較偏向具有權利義務分責的商業機制，是企業與地方政府

的契約行為，以使用者付費概念引導市場機制，較不會為了選票

而長期虧損。 

(二) 比上水更應先開始做的是污水，必須找專家來討論，利用污水較

成熟技術的機制，可更有機會 decentralize。反之，如果讓公共服

務變成以選票為導向，會增加許多無謂的投資。都會區域其實有

很多項目可脫離政治機制，使資源分配回歸市場機制，其他資源

就可挪移做更需政策輔佐的項目（如公益設施、產業輔導等），

工程財源亦不致排擠公益事業財源。 

(三) 都會區域計畫必須以議題思考，並從土地使用的角度來看都會區

域計畫的意義，應是相關產業帶動發展機會和國家投資秩序的建

立，都會區的概念不再只是空間規劃，而應強調整體競爭力與產

業特色。 

三、 林教授盛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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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應賀陳董事長的市場機制 

賀陳董事長所說的是一種新型態及 market driven，可能有 big data 

作為技術的前提，以 capital improvement plan 作為脈絡，與傳統

作法相當不同，這種 creative bureaucracy、浮動式 boundary 會產

生行政上的困擾，本人折衷建議，既然北、中、南是最早認定的

city hierarchy，建議先界定好區域中的城市系統，如 priority city、

secondary city、rural area 等，東部另外界定，再以北部區域來發

想議題，以牽涉的城市群為主。以北部區域計畫範圍之捷運系統

為例，從區域觀點如何將臺北捷運與桃園機場捷運串聯，其場站

佈線及公車系統如何整合。但今天重點是機制的討論，所以應就

一個重要議題來檢視推動機制，假定要討論交通的捷運系統，先

談平台設哪裡，其次才談平台機制的組成，確定後才有財源機制

的合宜性與預算問題。 

四、 鄭計畫主持人安廷  

(一) 回應林教授就議題討論方式的建議 

原先團隊設定議題討論的方式，也是擬先就交通課題討論，但考

量該課題可能無法被地方認同。 

(二) 回應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的範圍劃定建議 

內部過去也討論法源依據問題，但目前國土法仍在草案階段，所

以仍是依據區域計畫法，而在後續機制的部分，就會討論到未來

銜接的設計。 

(三) 回應桃園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對於產業用地的建議 

由於地方政府通常都對產業發展的主導性較為敏感，所以可能不

會涉及太多，但就產業用地的研究，後續會再做討論。 

五、 張委員桂林 

(一) 重要議題挑選建議 

1. 建議從簡報第 20 頁挑 3 個議題來討論，MPO 的前身就是

transportation commission，全美當初就是為了 high way 需要解

決 finance、network 等問題才成立，建議可找焦國安討論，大

臺北都會區有三鐵、聯外客運、公車、捷運站，這些就是

transportation commission。臺北市有 3800 多輛公車、5 種鐵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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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彼此之間運輸能源、pollution、服務水準、housing、相

關產業等都會互相影響，故交通議題應最優先處理。假如臺鐵

最多旅次只到苗栗，則苗栗就在北臺都會區的 boundary 內。 

2. 另外建議成立 housing company，為解決通勤人口的住房、工

作需求，就由總公司合理運用土地和資金去 provide 就業。自

由經濟示範區，應強調 regional branding，共同結合力量，形

成區域品牌形象對外招商，帶動產業發展，再一起向國外輸出

產品，而現在各單位卻各自為政對外招商。 

3. 由於下水道建設牽涉 infrastructure，且已有相關機關編列預算

執行，所以就不考量納入。建議都會區域計畫議題應處理各部

會都推卸不做，或相關部會皆有一些責任但沒有主管機關的部

分。 

(二) 回應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發言 

本案目的不只是找出問題而已，也試圖希望可以找出部分問題的

解決方案。 

六、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一) 回應華老師提到的資訊整合及協調問題，其實交通部門的系統也

還有很多需整合之處，最近常提到資訊沒有擴充，因為旅行時間

雖可估計到 door to door 的時間也較精準，但目前地方政府及相關

機關只負責各自主管業務，如資訊可相互整合，就應可掌握 door 

to door 的旅次數據。 

(二) 另外，臺北都會區的捷運系統投入很多資金，由於可及性、機動

性都提高很多，對住宅市場的影響很大，所以應是捷運系統與住

宅發展的關係比較高，值得再進一步了解。 

七、 楊教授重信  

(一) 現階段可能不適用部門別去看待跨域治理的議題，建議下列方式：

第一階段，先將目前實施中或研議中的計畫統整評估，並整理計

畫之間的關聯性，再將新的議題納入討論，以發揮擴大的效果，

此部分應優先處理。畢竟資源有限，延續性的計畫一定要做，但

可能有新的計畫可搭配整合，就不會只是單一部門的想法，雖然

認同說都會區域計畫不是一個 comprehensive plan，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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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的概念還是要納入，才能將各單位的計畫進行整合。

第二階段，臺灣不能困守，臺灣在美、日、中三強權之間，到底

未來的發展方向在哪？不要一廂情願地發展航空城，就以為可解

決所有問題，只怕最後還是由中國獲利，只留下環境破壞和污染。

因此，本階段應以臺灣的生存為最重要議題，除了現有重大建設，

還有什麼重大建設必須進行，都應予評估。 

(二) 各單位的計畫都有關連，且各自有其計畫目標，如以計畫為基礎，

來推動跨域治理，那 project base 需要有 comprehensive 的概念，

以發揮最大功用。 

(三) 資源分配部分，國發會規定 10 億以上重大公共建設須進行先期

規劃、綜合規劃，之後才有預算，故理論上資源配置不會太錯誤，

但往往在執行後才發現問題，可能與地方政府有關，因此，國發

會如何超然將經濟效益評估、社會效益、社會成本、財務分析等

制度化，並規範到地方政府，如臺灣塔花費 150 億的效益在哪?

其制度如可規範所有臺灣重大建設，跨域的經費就可掌控，組改

後經建會、國科會及研考會整併為國發會，應該做得到資源控制

評估，並以制度進行中長程預算的合理分配，而非目前的先期作

業。綜上，project plan 必須與制度結合，預算部分可參考以前離

島辦公室 regional office、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y（RDA）的

概念。 

八、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北市現正執行首都生活圈計畫，包含委員會，有別於北臺區域

合作平台，已初步與基隆市政府有合作的議題，是議題式的合作，

與都會區域計畫的概念符合，與基隆市政府討論的主要議題為漁

產合作、公車路線及基隆河河谷發展策略性規劃，其中包含公營

住宅、捷運、河岸藍帶系統、產業發展等，後續則會再與宜蘭、

桃園等其他縣市合作，逐步形成首都生活圈。 

九、 臺北市產業發展局 

無意見。 

十、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附錄 1-14 

 

無意見。 

十一、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未來以議題為導向界定都會區發展區域政策，並認同交通應是重

大優先的議題，應先釐清到底是為了什麼樣的目的去發展交通系

統，因此可能要先蒐集各重大的交通計畫，都會區域計畫不應只

是指出問題去形成政策，而比較期待可以找到現在看不到的問題，

且具有前瞻性，而不是現在北臺區域平台機制正在討論的問題。 

十二、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就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機制研擬，應考量中央、地方區域計畫，

以及未來國土計畫法的順利銜接，而國土計畫法草案訂有都會區

域的定義 ，故回應林教授所提的範圍劃設，應以北、中、南部

區域作為基礎，並以計畫議題涉及的範圍進行探討。 

十三、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以北臺來說，桃園的發展與交通關係很大，交通是桃園重要議題，

並須考量未來產業用地妥善的規劃與區域的均衡發展。 

十四、 經濟部工業局 

無意見。 

十五、 經濟部水利署 

無意見。 

十六、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無意見。 

十七、 交通部公路總局 

無意見。 

十八、 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一) 北臺跨域合作平台是北部 8 縣市辦理，已有一些議題的討論與交

流合作，但基隆與臺北市之間還夾著新北市，所以希望可加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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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一起討論。有關跨域的組織應制度化，包括經費來源及人力

團隊。目前北臺區域合作平台討論內容，其實都很發散，故中央

部會對於規劃及建設要有推動策略，並將規劃及建設整合，不應

是一年辦理一次，如此計畫很難延續及解決問題。 

(二) 國外都是先有主要政策指導並編列預算，各縣市再針對議題向中

央爭取補助，反觀目前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計畫，雖每年都有各局

處的計畫，但都沒有延續性，因此，建議中央要先有策略計畫去

收斂議題。贊成張委員及林教授之前的發言，本案是推動機制的

研究，議題的機制要怎麼建立，讓計畫可以繼續推動、完成，並

建議可先從運輸、住宅、區域平台的部分著手。 

十九、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同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意見。 

二十、 基隆市政府交通旅遊處 

臺北市都發局有提到首都生活圈、廊帶發展等計畫，建議都會區

域計畫的範圍可就捷運路網作為參考。 

二十一、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捷運施作前皆會先進行各部會及單位間之協調，提供幾點建議供

規劃參考： 

(一) 交通問題：交通屬延伸性需求，應先於上位空間計畫作整體發

展定位，後續才有交通計畫內容，但現在交通衍生問題應如何

因應處理，又是另一個課題，故上位空間規劃時，必須考慮交

通長遠的需求。 

(二) 組織：前面提到很多關於組織成立的建議，政府部門有公權力，

但財團法人等法人組織是不易執行公權力，仍須審慎考量。 

(三) 議題建議：不論交通計畫或都市計畫，在整體施政上都只是硬

體，但區域中還包含衛生醫療等軟體部分，建議是否也應納入

研究參考。 

二十二、 內政部營建署國民住宅組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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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無意見。 

二十四、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都會區域計畫作為全國區域計畫的附冊，目的是指導地方區域計

畫的發展，建議後續應有更明確的指導方向與配套措施，以提供

地方政府參考。 

二十五、 林組長秉勳 

(一) 都會區域計畫的定位 

目前空間發展計畫分為兩層級，但跨區域或跨部門，仍應有一

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計畫。而都會區域的性質，不同於流域範

圍可就地理特性劃分，因都會區就是各種議題所形成之影響範

圍，所以跨域治理不可能只考量單一部門，因一個議題可能牽

涉很多部門，而都會區域計畫就是試圖透過計畫推動，使部門

間更有效率協調和整合。 

(二) 議題挑選 

1. 全國區域計畫對於新住宅供給，已有明確的政策，現在主要住

宅供給都在都市計畫範圍內，400 多個都市計畫超額供給 639

萬人，超出約 1/4，但面臨少子化趨勢，住宅供給不應還有大

量需求，所以目前已不鼓勵非都市土地再有新申請的住宅社區

開發案。但現況常常面臨許多鄰近重大建設（如捷運、高鐵等）、

具有發展潛力或已有完備公共設施的例外地區有住宅需求，因

此，都會區域計畫也在探討哪些例外情形是可接受及獲致共識，

並可建立一套基準。 

2. 很多議題在縣（市）個別行政區無法發現或無能力解決，但全

國區域計畫又沒有細緻討論到相關內容，都希望藉由都會區域

計畫提出指導方向。 

(三) 範圍界定 

1. 以三環三線為例，其實是一個還在評估中的計畫，理論上應是

確定土地空間發展區位後才有交通建設，但現在卻是重大交通

計畫先提出，土地使用計畫再予配合。即便如此，也應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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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協調關鍵的部門計畫，如又涉及空間發展的優先順序，就須

再考量成長管理，故本案只就引導土地使用策略及指導功能進

行研究。 

2. 雖然區域性的部門計畫已在全國區域計畫討論，但事實上各部

門計畫都要提出有其困難，如產業內容不夠明確，這是未來中

央相關單位需再持續努力之處。 

(四) 政府單位間的合作 

1. 具潛在災害地區並不適宜進行開發，然而治理到什麼程度才可

發展，以基隆河河谷發展為例，中央與地方政府各有不同的治

理想法，但中央政府未有明確的指導下，地方政府自行處理是

否妥適。 

2. 目前雙北論壇，如可配合都會區域計畫，依據特定議題提出政

策，中央與地方的互動與整合應會更有效益。而內政部為何難

以依區域計畫法推動區域建設委員會，因區建會只有建議權，

未來擬透過成立區域計畫的諮詢規劃小組方式成立推動。 

3. 希望委託單位儘快整理關鍵議題資料，後續本署擬邀請相關部

會及縣（市）政府的城鄉發展局處首長共同討論，以凝聚共識

納入都會區域計畫及建立協調機制，並提供國發會補助相關預

算時參考。 

4. 本案只是都會區域計畫之先期規劃，並非擬訂北臺都會區域計

畫，目的試圖找出目前跨域困境的解決方案及未來如何研擬實

際具指導性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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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座談會簽到表 



附錄 1-19 

 

 



附錄 1-20 

 

 



附錄 1-21 

 

 

 



附錄 1-22 

 

 

 



附錄 1-23 

 

 

 



附錄 1-24 

 

 

 



附錄 1-25 

 

附錄 1-2：第 2 次專家座談會 

壹、時  間：104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  點：本署 6 樓第 601 會議室 

參、主  席：計畫主持人 鄭安廷                  紀錄：石榮豐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與會專家學者及機關代表發言意見摘要 

一、 劉玉山教授： 

（一）依空間計畫體系，全國區域計畫含括都會區域及特定區域

計畫，研訂土地利用基本原則，為政策性的指導計畫。另

對跨域整合性議題具共識的「協議文件」之用語，較不妥

適建議修正。 

（二）都會區域計畫並非綜合性的計畫，建議就土地使用或空間

區位的重要課題進行研議；又重要課題應為需求導向，建

議由下而上提出相關議題，即由所涉轄區的直轄市、縣（市）

政府提出議題，並經討論同意納入應載明內容。 

（三）都會區域計畫定位為全國區域計畫之一部分，並以附冊方

式提出，故都會區域計畫擬訂程序應依照全國區域計畫程

序辦理，建議於程序中仍應多納入地方意見。 

（四）都會區域計畫的範圍可能涵蓋特定區域計畫的範圍，建議

前開二者範圍應有別，例如北部都會區域計畫不納入桃園

市或新北市有關原住民議題內容。 

（五）國土計畫法尚未立法通過前，有關都會區域計畫之預算編

列、先期規劃及後續管考等事宜，應建議行政院改由國家

發展委員會主政辦理。 

（六）規劃團隊所提的三個議題皆能認同，並建議可以亞太地區

的觀點來看北部都會區應扮演的角色，並就交通、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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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等方面研擬因應策略。 

二、 鄭安廷教授： 

（一）本案建議機制已有考量納入由下而上研提都會區域計畫內

容的管道，即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可向本部區域計畫

委員會研提及啟動擬訂計畫之程序。 

（二）特定區域計畫是否與都會區域計畫重疊或有衝突，可於區

委會審議時進行整合修正。 

（三）協議文件的用語是希望能較易理解，由地方政府所擬之共

識性文件已考量地方自有預算的配置，並不涉及中央未來

應補助的經費，故此文件是資源的整合而非資源的外加。 

（四）贊同以國際性視野來看北部都會區域應有的發展面向。 

三、 林盛豐教授 

（一）過去跨域性計畫多由部門計畫主管機關先提出（如交通建

設），且地方未必有參與機會；又跨域性計畫通常是中央

與地方的政治角力，地方政府很少自提自主預算，大多要

中央政府補助，建議未來區域計畫應有更多地方參與的機

制。 

（二）目前跨域的大型建設計畫，須先經由國家發展委員會進行

預算審查，建議未來應就空間規劃上如何進行整合，建立

相關機制，以作為決策參考。 

（三）都會區域計畫與特定區域計畫、北部區域計畫等名稱不易

區分清楚；都會區域計畫也可能與跨域性的特定區域計畫

內容重疊，建議要有所區隔，且係為提升國際競爭力。 

（四）過去國土規劃的經驗，空間計畫擬訂機關較無法單獨完成

其他部門計畫之內容，仍需相關部門主管機關相互配合，

故建議應先由交通、住宅與水利等部門主管機關提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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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國外稱為「技術報告（technical report）」），再就涉

及土地使用部分整合納入空間計畫內容。 

四、 李克聰教授 

（一）交通課題主要為大眾運輸的使用率偏低，以雙北市的需求

分析來看，捷運路網雖綿密，但部分路段的邊際效益是遞

減，且主要問題為(1)尖峰時間的供給不足及品質不佳

(2)last mile 的轉乘做的不好，導致大眾運輸使用率偏低。 

（二）臺北捷運系統是否需延伸至基隆？如有捷運就不需要興建

北宜直鐵。 

（三）由下往上的議題形成方式，除了區域內本身問題外，也包

含區域與區域之間的問題，例如機場捷運。目前機場捷運

沿線有社會住宅與 TOD 發展的建議行動方案，個人很支

持，可以減少私人運具的使用。 

（四）松山機場遷建應從各面向分析，除了交通還涉及各區域的

經濟發展、環境及軍事等因素，且將加重桃園機場的承載

量，所以未來應由中央單位處理相關問題進行整體規劃。 

（五）本報告未多加探討道路系統內容，但道路系統仍扮演關鍵

角色，目前私人運具過度使用，即使機場捷運通車後，因

後續接駁仍不方便，故私人運具仍會佔多數，建議未來應

就私人運具與大眾運輸系統進行綜合性的供需分析。 

五、 鄭安廷教授 

（一）剛才對於都會區域計畫內容可能沒有說明清楚，並非直接

研擬部門計畫。 

（二）在現有組織體制下，都會區域計畫並無預算編列、常態組

織（如區建會），故參考德國地方治理、英國 MAA 等模式，

研提具共識性協議文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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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楊重信教授 

建議「章」改為「篇」，並建議各篇內容如下： 

（一）第一篇為計畫性質，北部都會區域在國際上的地位與扮演

的角色。 

（二）第二篇為都會空間策略發展計畫，內容包括：空間發展的

趨勢、空間發展面臨的挑戰及分析（例如可以 SWOT 進

行優劣勢、機會與限制等分析）、都會發展的願景（與總

目標不同）、空間發展的指導（例如考量日間、夜間活動

人口的活動型態）、研擬土地使用發展綱領或政策原則（例

如自然與人為災害危機、水資源的供給限制、產業空間發

展分布等）、次空間區域範圍的界定等。 

（三）第三篇為跨域發展計畫的協調與推動，涉及跨域性議題的

部門計畫，都會區域計畫應如何指導，不外乎錢與權。在

預算方面，可透過中央政府補助中長程計畫或計畫型補助

款時，如有跨域計畫優先補助之方式辦理（如地方制度法

規定），但如涉管理權限，則有授權問題，需進一步研議。

都會區域涉及部門，包括交通、住宅（美國的區域往往超

出行政界線）、休閒、防災、社會福利、新住民、氣候變

遷調適、自然資源與生態保育等 

（四）第四篇為都會治理機制與策略（metropolitan governance），

治理模式如：會報、合作聯盟、策略聯盟、委員會（區建

會）、常設辦公室（以任務編組方式）、行政法人等。另外

協議文件可改稱為「行政契約」，較有法律效力。 

（五）第五篇為實施優先順序與行動方案。 

（六）第六篇為論述財源籌措與經費分擔，中央計畫型補助款應

優先補助跨域建設計畫。 



附錄 1-29 

 

（七）最後一篇是計畫變更、檢討與控管機制。若有未盡事宜則

可增加「其他」篇。所有規劃文件則建議作為附件，可供

後續查詢使用。 

七、 汪禮國總工程司 

（一）都會區域計畫應是處理跨域事務，而跨域事務除需要縣市

首長間之互信外，並在地方縣市間願意合作的基礎上，研

提跨域空間的指導原則，期待都會區域計畫能扮演此功能

角色。 

（二）如地方互信度不高，能否再透過都會區域計畫指導跨域的

空間事務？是否有建議之操作機制？例如由誰主導？誰

支應相關經費？究係由營建署或國發會主導，不過目前是

向國發會爭取預算經費。 

（三）無論是共識文件或是行政契約，未來若相關縣市政府不遵

守會有什麼結果，亦即都會區域計畫效力為何。 

（四）以北臺住宅問題為例，問題出在分派與空間區位問題，例

如：社會住宅該如何分派，誰有申請資格也是問題，新北

的社會住宅是否只能給新北市民居住？ 

（五）以河川治理來說，大多還是著重中央與地方協調工作。水

資源、廢棄物處理、產業空間布局也有跨域共同合作的機

會。 

八、 鄭安廷教授 

（一）並非每個地方皆需擬訂都會區域計畫，而是各地方視實際

需求而定；且因區域計畫為法定計畫具穩定性，可避免因

首長更替造成計畫停止執行或任意修改。 

（二）過去常出現部門或地域的本位主義，例如：住宅興建完成，

但沒有交通聯絡或基盤相關設施，而都會區域計畫就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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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個穩建的法定跨域平台，可將各部門本位主義或首長

更替之影響降到最低。 

（三）本案以範疇為主，儘量避談部門，但涉及行政單位卻又很

難避免碰觸部門計畫，以英國 PPS 為例，為了讓部門能

夠執行，還是會有參與部門。 

九、 陳信良專門委員 

（一）應思考所有問題與願景如何收斂？問題能收斂才可知道願

景如何處理，另建議本案需考量所面臨的資源限制。 

（二）以臺北市執行首都圈生活委員會的經驗，剛開始是單邊城

市而後發展成多邊。目前合作議題並沒有對整體空間進行

檢討，希望未來在政策運作過程中（包括交通、住宅、產

業空間佈局），能讓願景更明確，都會區域計畫也可提供

指導原則。 

（三）計畫的發動不論是由下而上自主提出或由上而下導引都不

應偏廢。 

十、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一）都會區域計畫內容是否過於傾向雙北地區？桃園或基隆等

其他北部縣市的角色有點被邊緣化，建議可以從基北北桃

的觀點去談跨域問題。 

（二）桃園對外擁有國際機場，往南銜接桃竹苗，往北透過機場

捷運將與雙北地區進行更緊密之連結。目前桃園市規劃捷

運沿線將保留 2 萬戶社會住宅用地，桃園相對於雙北地區

土地取得較為容易，因此建議社會住宅議題上，可由桃園

協助土地取得，中央或雙北協助經費，共同解決北臺灣住

宅供需問題。 

十一、基隆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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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市與鄰近縣市皆有進行跨域合作，希望本案對此

能有具體幫助。 

十二、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一）由於各開發案會有各種獎勵措施，導致實際引進人口常高

於原計畫人口，這意味著未來將有更多車流量，使計畫道

路服務水準比實際服務水準差，建議本案應將成長管理納

入考量與提出建議之配套措施。 

（二）目前雖已有區域合作平台等相關跨域平台，但實際操作上

各縣市仍難免存有本位主義，故建議中央或都會區域計畫

對跨域議題能有從上位計畫的角度給予指導原則，例如地

方政府對於北部路廊有不同意見。 

十三、境群顧問公司 

（一）贊同規劃單位以「範疇」來看，建議課題不要落入部門計

畫，住宅、交通、防洪都還是部門課題，宜用整合性方式

探討。例如：都會區域計畫很難去談居住正義，而是談居

住安全品質；以跨流域的角度，下游易淹水地區不應有太

多開發行為。 

（二）以環境為例，臺北都會區都市熱島效應強烈或 PM2.5 指數

過高地區，就不太適宜增加住宅供給，可考慮臺北都會區

部分地區應凍結容積，只有 TOD 或配合都市更新的地區

才能給予容積獎勵；又以空氣品質為例，PM2.5 指數過高

地區可透過減少區域電廠燃煤量，以減少空氣污染等。如

果上述方式可行，才有可能使議題導向落到行政契約並具

體執行。 

（三）另課題參與者缺乏基礎建設的主管機關，例如不同層級的

水資源事業單位間不易協調整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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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署綜合計畫組林秉勳組長 

（一）請規劃單位會後可適時的再向楊重信與林盛豐二位教授請

益。另楊重信教授對於應載明內容的建議，請規劃單位再

參考納入報告內容。 

（二）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之擬訂程序都不應偏廢，但擬定之都

會區域計畫皆需納入全國區域計畫。擬定過程需與地方密

切互動，但最後仍由中央整合土地使用相關策略。 

（三）都會區域計畫是法定計畫，可向下指導縣市區域計畫與都

市計畫，對於空間建設計畫也有一定的約束效力，例如涉

及部門建設計畫的土地規劃與區位選擇，與現行計畫如何

連接，甚至進一步建議與現行制度整合等，可再予補充。 

（四）本案並非替各部門主管機關擬訂部門計畫，但對於已核定

的部門計畫，可嘗試進行指導或協調，甚至可作為地方進

行資源挹注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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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座談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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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訪談 

附錄 2-1：水利署第十河川局訪談紀錄 

壹、時間：104 年 07 月 0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貳、訪談地點：水利署第十河川局規劃課 

參、受訪者： 

肆：採訪者：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石榮豐、馬瑩珊 

伍、訪談內容摘要 

一、 目前只有中央管的區域排水範圍內有相關的土地利用或開發

行為，才需要研提排水計畫書，建議在未來縣市管的區域排

水範圍內，也應比照辦理。更長期來看，若中央管的河川區

域內，有任何的土地利用或開發，若也能提出排水計畫書，

則對於區域內逕流量的管制將會更有幫助。 

二、 目前淡水河流域以 200 年洪水發生頻率做為防洪標準，但在

極端天氣型態的降雨量屢創新高之下，可能已經變成 50 年的

防洪標準，加上淡水河流域（包含基隆河流域）的工程防洪

手段以及兩百多座橋樑皆以大致完成，要再以堤防的方式來

阻擋「外水」溢淹已非常困難。建議研議未來的防洪標準可

改成以河口總出水量為標準，例如：目前淡水河口可承受的

總出水量最高可達 25000 CMS，若以此做為防洪標準，其河

川防洪的責任及義務則應由相關單位共同承擔，而非僅是主

管河川區域之水利署的單一權責。 

三、 地方縣（市）政府在河川區域內興闢遊憩設施或種植樹木，

某種程度其實也會影響水流速度。以101年的蘇拉颱風為例，

降雨量並沒有非常高，但在新北市秀朗橋附近，卻測得接近

破紀錄的河川水位，推測應受到河道兩岸的遊憩設施、自行

車道或大型的植栽（直徑超過 50 cm）等的影響，使水流速

度變慢，排水效果不佳導致水位上漲。 

四、 對於都市計畫檢討將納入基地開發的逕流管制措施，本單位

樂觀其成，但重點仍應在如何落實，因為目前對於某一地區

的逕流量計算仍有不確定性，若依此做為可否進行土地開發

的依據，可能會有疑義。但是，結合營建署的土地管制及水

利署的流域治理兩者，是必然的趨勢，只是在細節上如何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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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否在相關的法規命令要點、開發審議過程納入逕流量

的管制等，都必須進一步研議。 

五、 認同跨域性的區域計畫審議過程應納入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等意見，以獲取最大的共識。以治

水防洪為例，都市的發展與山坡地的開發等土地利用，與整

體河川、流域治理理應結合為一體。目前都市淹水的現象時

常是因為「內水」無法排出至「外水」河道，可能原因包括：

抽水站位置低於當時河面，或是都市下水道的淤塞而抽水站

抽不到水等原因，都可能造成內水無法順利排出。 

六、 對於台北市流域範圍的相關開發利用構想，原則上若基地開

發的工程手段，可自行處理所產生的多餘逕流，亦不影響河

道疏洪功能的話，本單位無太大意見。然而社子島的開發案，

為民國 99 年經行政院核定，且基於公平正義原則，需與五股

的防洪區一同開發作為先決條件，但現在五股地區尚未有開

發計畫，是否違背當初核定計畫的本意，則是另一個問題。 

七、 關於立體河川區域的想法，建議可以進一步請教水利署其他

相關單位，基於政府研究報告可資料公開的原則，這裡可以

其他提供相關的研究報告或已核定的計畫供貴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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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訪談附件 

一、 前言：基隆河流域土地開發管制部分 

(一) 89 年間「象神颱風」造成台灣多處土石崩塌及基隆河流域基隆

市、原臺北縣汐止地區嚴重水患，為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行政院指示基隆河流域未開發部分，考慮限制開發。依此，內

政部就市區排水、都市計畫變更、區域計畫分區變更、山坡地

開發建築及建築管理等，研擬「象神颱風基隆河流域水患有關

土地開發建築相關因應措施報告」，經行政院 90 年 3 月 23 日台

90 內字第 014344 號函示原則可行，並指示略以：「所報象神颱

風基隆河流域水患有關土地開發建築相關因應措施報告乙案，

請照本院經建會會商結論辦理」；又依行政院經建會 90 年 3 月

7 日都（九十）字第 01032 號函說明：「防治基隆河水患...在

相關水工模型及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未完成前，...請內政部暫

停受理基隆河流域十公頃以上之民間投資開發案」，以及「基隆

河沿岸都市計畫地區非建築用地（農業區、保護區），為涵養水

源、增進水土保持功能，於『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未完成前，

禁止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可建築用地」。 

(二) 依據經濟部 101年 5月 11日經授水字第 10100052360號函關於

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後續追蹤及成效評估報告案，行政院秘書

長以 101 年 4 月 26 日院臺經字第 1010022776 號函示照行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綜提意見辦理一案，其中說明四：「旨案行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綜提意見（三）：『為因應氣候變遷可帶來更大

的淹水風險，而治理工程卻有其保護極限，請內政部及相關權

責單位依既有規定，嚴格管制及審核土地利用與開發，採取積

極有效措施防止開發逕流量之增生，並以落實土地開發後開發

基地之逕流量總和不得超過開發前之逕流總和為目標』。」 

(三) 又經檢視「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後續追蹤及成效評估」（水利署

水規所，101 年）報告指出：『土地開發對下游洪患影響：以 25 

年及 200 年重現期距降雨條件下，分別就保長坑溪及相鄰中游

地區之現況及其上游集水區土地開發增加 10%、20%、40%、60%

等 5 種開發情況進行淹水模擬，結果顯示各種土地開發程度均

會降低現有抽排水設施之功能，並增加下游淹水潛勢及基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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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河道之負荷，如汐止、七堵兩岸上游集水區土地使用增加開

發 60%，所增加洪水量將較 93 年分析流量為大，顯見基隆河

容洪量空間仍有不足，山坡地開發行為應依現有法令規範嚴格

審核，並應進行總量管制措施。』 

二、 請貴署就下列問題提供建議內容： 

(一) 依前開行政院經建會 90 年 3 月 7 日函「在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

未完成前，請內政部暫停受理基隆河流域 10 公頃以上開發案及

禁止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可建築用地」，故請教貴署

在「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2001~2007 年）執行之後，是否將

繼續辦理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之後期計畫? 

(二) 請問過去或目前貴署進行基隆河流域整體規劃時，是否有跨縣

市或跨域在土地使用相關層面上亟需解決之課題? 

(三) 目前基隆河流域除「非都市土地 10 公頃以上開發案」及「都市

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可建築用地」以外案件仍可進行開

發，惟相關開發案件進行規劃時，貴署是否有針對基隆河整體

流域，訂定逕流排放管制方式、排放量容受力及洪氾溢淹範圍

等土地開發出流管制之相關原則或規範?是否建議將相關治水

內容納入都會區域計畫，並研訂適當之土地使用上規範?  

(四) 前開報告書「後續治理對策」亦指出：「制定基隆河流域土地管

理策略及執行計畫，繼續推動於都市區域內之公共設施及私有

低地劃設立體河川區域所需之立法工作，俾利修法規定河川區

域劃設立體化之法源。」 

1. 目前貴署是否已訂有立體河川區域相關法令之草案內容?其

立法目的為何? 

2. 立體河川區域與土地管理或土地使用之關聯性為何?土地使

用主管機關應配合辦理事項為何?是否建議將相關內容納入

都會區域計畫，並研訂適當之土地使用上規範? 

(五) 「基隆河中上多處都市計畫區，均應依「都市計畫法」規定每 

3-5 年辦理通盤檢討，利用公園學校進行「滯洪及再利用設施」

可於都市計畫辦理通盤檢討時，納入土地使用規範，賦予基地

開發時設置之義務。」，貴署是否有針對基隆河整體流域，訂定

前開「滯洪及再利用設施」相關規定或原則，或係依都市計畫

法相關審議規定辦理?是否建議將相關內容納入都會區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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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就貴單位的觀點，針對北部都會區域的發展，您認為尚有哪些

在河川防洪、都市水患治理上，適宜納入都會區域計畫? 

(七) 近期北部地區之縣市政府有提出利用基隆河流域週邊土地進行

公營住宅的開發構想，請問貴單位的看法或建議為何? 

(八) 請問對於空間計畫（以本『北部都會區域計畫』為例），扮演協

調、整合不同部門計畫之功能，以及對都會區跨域治理機制，

貴單位是否有何建議? 

三、訪談單位回應 

(一) 「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後續辦理情形及基隆河流域兩岸土地

使用管理與開發之建議： 

1. 內政部營建署近期有一個流域綜合治理，包括一些非工程的

徑流管制、逕流分攤等的執行計畫書，經濟部已核定，內容

包括很多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法令上的修正。 

2. 現在較大的問題是，早期的防洪治理為按照雨量來推估河川

的流量，但其實內水的逕流量是一直在增加，本次訪談提綱

有提到現在進行的「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後續追蹤及成效評

估」，它是 3 年計畫，到去年為止是第 2 年。計畫內容提到，

如果土地開發面積增加，整個逕流量就會增加，假設土地開

發增加 10%，整體逕流量可能就會增加 6.8%，影響很大。 

3. 現行法規僅規定區域排水範圍內的土地開發若超過 2 公頃以

上，要有排水計畫書的審查，但中央管的河川和區域排水流

量對於匯入河川的總量較小，影響不大。 

4. 舉例來說，塔寮坑溪、鶯歌溪、或是在市區裡比較小的區域

排水系統，其河川附近的開發案都不用研擬排水計畫書，雖

然有考量過是否要變更排水計畫書的規定，但礙於牽涉過廣，

所以沒有持續討論。理論上來說，河川防洪工程是用 100 年

或 200 年重現期的流量去做保護標準，如果是淡水河的話，

基本上流量到淡水出口就有每秒 2 萬 5 千 C.M.S（秒立方公

尺）的量，在台北橋大概也有 9 千多。 

5. 由於一個土地開發案所增加的 C.M.S 比例較小，所以早期設

計的機制並沒有把河川放進來。當時的考量為河川的設計流

量受到開發案的影響不大，但因為區排本身的設計流量就不

大，所以只要土地開發多了一些逕流量，其影響的%就會高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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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以當初一開始的排水計畫書機制，僅以區排為優先考

量，而且只要求中央管區域排水需要做排水計畫書，而縣（市）

管的可視實際需要比照辦理，但目前僅台中市有相關的排水

自治條例，要求土地開發案須配合排水計畫書審查，然而這

些都應與都市計畫系統結合。 

6. 現在 200 年重現期的洪水量是以過去的水文觀測資料求得，

如果把近年的水文觀測值加進來重新分析檢討，現在 200 年

的洪水量已經比以前增加很多，如果再按照現在的標準重新

統計分析，其重現期可能只剩下 30~50 年左右，所以現在的

保護標準嚴重不足。以基隆河來講，過去 200 年的洪水量約

4 千，但事實上 4 千可能是現今的 50 年重限期而已，甚至低

到 30 年都有可能。 

(二) 工程的防洪措施在目前極端氣候下已是極限，需要結合非都市

土地開發管制及都市地區逕流管制等非工程性總合治水策略。 

1. 基隆河整個流域裡面已經有 200 多座橋樑，已經沒有空間再

改變，如果未來的流量再增加，即使以經費較省的方式去加

高堤防，再以三疏方式來因應，耗資巨大去疏濬，但能夠降

低的水位卻不多，因為最重要土方沒做處理，即使現在持續

在做疏浚工程，但都缺乏橋樑設計 、抽水站設置等配套機制

限制，建議應該朝向降低總逕流量來思考，新開發案應增加

要求排水計畫的審查，避免逕流量再增加，或透過滯洪分擔，

逕流不但不會增加，甚至還可以再吸收一些洪峰流量，讓水

有緩衝時間慢慢排出來，以降低洪峰流量。 

2. 只要今天每個開發案可以減少一點點，或許過了 10 年、20

年之後，總體逕流量就可以逐漸降低，但還需要透過法令的

檢討，而水利署和營建署也可以共同合作。 

3. 河川防洪不能只靠水利署一直做工程來彌補，政府花費巨大

在做工程，但外部 的都市擴張、土地開發，會把防洪工程的

功效不斷地抵消，加上現有橋梁要再加高有其技術困難（包

括公路與鐵路），且成本很高，原有的交通功能必須維持，也

沒有土地可以配合改建，所以改建機會微乎其微。 

4. 淡水河之河川出口流量保護標準為 2 萬 5 千 C.M.S，但因極

端氣候的影響，現在 200 年的保護標準早已不適用。現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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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的土地一直開發，橋樑一直增加，而橋墩會產生一些擋

水作用。當初在設計台北防洪系統時，整個台北防洪範圍內

只有 9 座橋樑，經過 40 年，現在已經超過 200 座，雖然防洪

計畫範圍和保護範圍有擴大，但原本的設計根本無法對應那

200 座逐漸累積出來的影響。洪泛問題應為相關部會共同承

擔責任，不可能一直仰賴防洪工程去防堵，建議以固定流量

去做保護標準，開發審議應納入逕流管制。 

(三) 相關法規與審議機制的配合 

1. 新北市目前正研擬「透水保水自治條例」，希望以後一定規模

以上的開發案都要有逕流管制的限制，並不一定是限制開發，

而是希望各個開發案都可以自行吸收或處理自身可能產生的

逕流量，雖然還在構想階段，但由此案例可知，如果營建署

和水利署對此議題有共識，就是一個好的開始，因為內水 主

要依靠都市計畫管制，外水才是水利署管轄，而相關的短中

長期建議也已納入 103 年的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 

2. 以台北市來說，全部的抽水站連動，一秒大約可抽 2 千立方

公尺的水，外水部份的設計流量大約是一秒1萬多立方公尺，

理論上來說應該綽綽有餘，但卻還是會淹水，所以不是只有

外水的排水設施問題。 

3. 如果說將來可以結合營建署跟水利署的專業，共同擬定逕流

管制機制，可以由水利署來建立排水計畫的審議機制，提供

專業技術上的協助。 

(四) 大臺北都會區河川流域之跨域治理課題 

1. 現在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政府都曾想開發河川區域土地，

但因為過多設施和建設都有擋水問題，影響河川區域的流水

速度，101 年的蘇拉颱風，降雨量並不大，但水位卻越來越

高，當時秀朗橋的水位是近年觀測的最高值，就是因為河川

區域的設施（球網、籃框、樹木等）擋水，而這些設施越多，

影響就大。面積乘以速度就是通過的流量，當流速降低時，

如果要維持同樣的流量，通過流量面積就會變大，所以水位

就會升高，現在就是這個問題。 

2. 台北為解決防洪問題而開闢二重疏洪道，是因為當初台北橋

非常窄，而且台北橋跟西門町一帶的水位過不去，但是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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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蓋滿房子，沒有辦法徵收，所以才會開闢二重疏洪道。

原來是以 200 年防洪頻率設計保護範圍，二重疏洪道可以分

9 千 2 C.M.S，但經過幾年變遷，現在只能分 6 千 5 C.M.S 而

已，二重疏洪道的疏洪效果已經下降約 1/3，所以多出來的

洪水量，就只能再從台北橋過去，風險就會提高。 

3. 以前水利署還是「台灣省水利局」，但民國 58 年成立直轄市，

台北直轄市的等級就等於台灣省水利局，所以由台北市自行

進行轄區內的河川管理與治理，之後民國 80 幾年的時候，由

行政院協調，將淡水河的河川管理委託給縣（市）政府，包

括新北市，現況除了台北市仍為自行治理、管理境內的河川

（包括防洪工程等），其他如新北市、基隆市等，就是由水利

署治理，但委託它們管理。 

4. 由於河川地區的防洪工程仍是水利署負責，但由地方政府管

理，因而產生盲點，地方承受民意壓力，認為疏洪道真正用

來疏洪的頻率不高，其他時間應可開放讓民眾使用，而後因

為開放自行車道，覺得路旁要多種點樹，樹越多、直徑越大，

造成的擋水效應就越大，就像冷水煮青蛙，這些問題是日積

月累的，但是真正淹水需要排洪時，就會看到嚴重的問題。 

5. 依照河川管理辦法，是不允許河川區域裡有直徑超過 50 公分

的植物，即便植物有涵養水功能，但僅適用於河道外，河道

內如果樹多的話，不但會降低水流速度，也會卡泥沙、垃圾

等，現在新月橋甚至還有自行車坡道是直接落在河川區內，

造成很大的阻水（擋水）影響，即便水利署有監督的責任，

但地方民意的要求也很難阻擋，建議地方民意應設法與中央

政策平衡，所以此案（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

的確需要把中央、地方、民間的利害關係人都邀集來協商，

水利署就可以建立一個類似通盤檢討的機制，建議並說明滯

洪池、水利設施等與逕流管制有關的依循與基準。 

6. 例如排水計畫書，就有相關逕流量分析與算法、操作方式、

審查原則等規範，水利署其實有在思考，將排水計畫的適用

範圍擴大，因為現在只規範到中央管，希望未來能夠擴大到

全國縣市管的河川都適用，在進一步擴大到整個中央管的河

川全部都適用，因此相關技術規範都需要調整，依照不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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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調整適用原則。 

7. 現在台北要淹水的機率，理論上應該不高，但實際上卻常常

淹水，因為市區的流水進不了河川，內水根本無法進入外水

系統排出去。內政部雖然有委託台北市政府做下水道整治，

其中包括洪水排放，但是內水也會被堤防擋住，如果說都市

內水位很高，變成也是需要抽水機把內水抽出去，但抽水機

也有限制：1. 抽水機的位置比溪水低，水根本抽不出去；2. 

淹水的地方根本沒有設置抽水機；3. 抽水機抽不到水，其原

因可能為雨水下水道的堵塞，或是根本地面水就無法流到雨

水下水道。 

8. 現在台北市在推動海綿城市，透水鋪面會讓水進到下層的土

壤，有保水的功能，可以減緩洪峰流量，但是有些透水鋪面

是假的，水還是直接進到排水溝，對於都市排洪一點幫助都

沒有。 

9. 至於滯洪池的部分，不一定要做很多地表的滯洪池，因為如

果開發案都要做滯洪池，其實對土地開發的效益也不是很好，

但可以推廣建築物作雨水收集、回收利用，其產生功能就是

實際的逕流分攤、出流管制，如果每棟建築物屋頂都可以這

樣做，積少成多的量也很可觀。但是因為現在水價太便宜了，

雨水回收再利用的價值無法被凸顯出來，但其實很多看不到

的水資源開發的公務預算跟補貼，都是全民買單，花了很多

不必要的錢，是大家看不到的，表面上大家都不想負擔這些

費用，但事實上這些錢一樣是從看不到的預算補貼不知不覺

花掉的，如果透過水價提高，就是使用者付費，不必動用到

全民資源。其實水利署一直希望可以透過法令，可以把水患

的工作分攤到各個相關局處去，所以對水利署的壓力就會減

輕很多，要不然水利署已經快要扛不起了。 

10. 尤其現在都不太可能進行河岸兩邊的土地徵收或是大規模的

橋梁改建，所以如果能夠每個開發案都可以自己承擔其逕流

量，就不用動到政府預算去做疏洪，而且效果也不好。 

(五) 立體河川區域部分 

這部分不是很清楚，建議可以問相關單位，例如水規所。水

規所的角色主要是做政策規劃，實際執行單位還是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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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落實構想，還是需要營建署的協助配合，比如集水區管

理、都市計畫如何配合等。另一方面，營建署如要推動流域

特定區域計畫，也會需要水利署的專業技術協助，可能是建

議方向，或是建議審查項目等，雖然現在審查時就會邀集相

關單位與專家參與，但是實際操作面還是不夠成熟，現在各

部門之間的橫向聯繫有問題，而且各部門的分工越細，橫向

的聯繫就越弱。 

(六) 請教對於地方政府在基隆河流域相關的土地利用或開發構想的

看法？例如：公營住宅的興建、社子島的開發等問題。 

1. 現在台北市打算用工程手法去克服，其實是可以接受的，但

社子島在 99 年核定的修正計畫，是設置把它填高，然後疏洪

道的阻礙，其實有兩個地方，一個是社子島，一個在新北市

五股成泰路一代，其疏洪道堤防也是跟社子島一樣只做到 20

年保固標準。疏洪道現在能夠進去的水量已經降低了，所以

社子島安全很多，尤其社子島是兩邊都是湖，而五股一帶是

疏洪道裡 20 年的堤防，所以基本上進去的水量已經不多，要

超過當初設計標準的機率又更低，開發後增加的洪水量都還

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2. 但當初 99 年核定的計畫，有設定一個要求，基於公平正義，

社子島與五股的開發必須一起做，不然社子島開發後，多出

來的水勢必往其它地方流，可能因為當時計畫也要求新北市

（原台北縣）去清理河道內的垃圾，但清理垃圾要大約幾十

億，所以新北市的五股跟台北市的社子島開發案比起來慢很

多。 

3. 但因為社子島的開發是採用高腳屋手法（運河社子島方案），

有一些洪水防範的功能，對排水來說不見得比較差，但如果

是填土提高就比較不建議。 

4. 由於該地方為「洪水平衡管制區」，洪水管制辦法是不可改變

地形，但什麼叫不可改變地形? 其定義很抽象，蓋房子、蓋

大樓、蓋豪宅算不算改變地形? 五股一帶的大樓到處都是，

跟社子島比起來，為何社子島禁建強度那麼強，完全不能翻、

不能改、不能修、不能重蓋，但同樣的五股管制區，房子卻

不斷蓋，政府要處理的問題應該是這個。同樣的洪水平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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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區，照理說應是環境敏感區，但是管制辦法只有提到「不

得改變地形」，但如何去定義? 是不是只要沒有整地、沒有填

土就不算? 但都市地區的逕流量應該是看整體的綠覆蓋率和

透水層面積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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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訪談紀錄 

壹、時間：104 年 07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00 分 

貳、訪談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參、受訪者：運輸計畫組蘇振維組長 

肆：採訪者：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石榮豐、馬瑩珊 

肆、訪談內容摘要 

一、北部區域範圍 

(一) 提問 

就貴單位從交通的觀點，北部都會區域的空間範圍為何?是否即

為「北部區域整體交通系統改善方案」報告所指之基隆、臺北、

新北、桃園、新竹縣市及宜蘭縣市?或者依據不同交通運具的規

劃，其範圍略有差異，例如臺鐵運輸以「基隆-苗栗」為北部區

域之範圍。 

(二) 回應 

1. 交通議題是用交通依存度去辨別空間範圍，以苗栗舉例，苗

栗旅次與臺北關係較為強烈，而不是臺中。但交通部門的範

圍並不是要去挑戰行政區疆界，而是要依照人口活動的動態

關係，去辨別其依存度，其中包括社會、經濟、產業活動、

交通可及性等。 

2. 交通部一直都很謹慎車站的選址，因為車站興建與後續的土

地使用、產業、人口等變遷有很強的關聯性。現況部分高鐵

車站設在較為偏遠的地區，是為了配合中央的均衡城鄉政策，

以車站建設帶動周邊發展，而整個區域範圍的概念本來就應

隨著不同的議題和角度而有所不同。部分言論認為交通建設

重北輕南但交通建設本身就是衍伸需求，是為了配合人口、

產業等需求，提供不同特性與屬性的交通設施，達到便利生

活的目的，雖然目前北北基宜桃的縣市面積只佔了台灣總面

積的 39%，但是卻聚集了接近 70%的總人口，等於全台 2300

萬人口就有 1000 多萬的人口聚集在這 5 個縣市，如果又加進

苗栗縣市的話，那又更多了，在人口密集的地點提供較密集

的交通設施，其實是讓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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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上交通角度的北部都會區域是以台北為核心，然後因為

捷運提供更高的便利性，使得這個核心慢慢擴大到整個新北

市區，又因為高鐵的關係，而使得都會區域漸漸擴大到桃園，

之後再搭配機場捷運的施作，就會更明顯的看到桃園的發展。

如果再加上未來的苗栗高鐵車站（後龍），很有可能會再把人

口一路往南帶到苗栗，那整個北部區域就會變成是北北基宜

桃竹竹苗。 

二、港埠&機場 

(一) 提問 

1. 基隆港的貨運量大幅衰退而進出港之旅客人數則有大幅成長

（p.26），目前中央政策規劃朝觀光遊憩港轉型。請問就貨運、

物流的部分，基隆港是否仍有發展的契機?是否與臺北港的發

展方向產生競合? 

2. 臺北港定位為北部區域遠洋航線國際港，除期望能提升聯外

運輸系統效能外，對於目前鄰近的臺北港特定區開發計畫，

與臺北港的整體發展有何看法? 

3. 目前以兩岸航線為主的松山機場，未來在北部區域發展上的

定位為何?在未來桃園機場捷運完工、第三跑道興建完成的情

形下，因目前地方政府對於松山機場的遷移有所期待，貴單

位的想法為何? 

4. 桃園航空城的規劃與北臺都會區域的產業發展關係為何? 

(二) 回應 

1. 基本上本組並無完整的港埠、機場資料，但本組可將現有的

港埠資料提供給你們，還請會後再與本組同仁聯繫。 

2. 如果就基隆港的問題，基本上以前基隆港一直都有轉型成觀

光港口的計畫，所以貨運的功能會逐漸被臺北港取代，而台

北港的客運和觀光功能則會轉移到基隆港。但是因為臺北港

跟基隆其實是屬於同一個轄區，所以都是由港務公司自行整

合。 

3. 基隆港基本上基隆市政府有做一些環山的聯外道路，另外基

隆海科館的聯外道路、深澳支線等，運研所有去幫忙看過，

基隆其他部分我們最近比較沒有什麼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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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松山機場：它是一個首都機場，目前對於遷不遷移，其實是

機場定位的問題，它也有服務東北亞、離島航線的功能。目

前松機有流量管制，因為它跑道容量不足。桃機也是同樣原

因，我們建議第三跑道不趕快做不行。第三跑道完成後，加

上機場捷運通車，那麼松山機場的部分功能是可以被取代；

不過另外，松機是具有軍事用途的機場，是否搬遷可能還得

需要國防部同意。像另一個例子，之前在桃園機場北邊有一

條快速道路的規劃會經過中油煉油廠，中油考量安全因素，

就不同意原先的路線規劃。所以，松山機場涉及更高層的政

策問題，是不是遷移背後還有很複雜的因素。 

三、軌道運輸：南港-花蓮提速改善計畫 

(一) 提問：北宜直鐵對北部都會區的衝擊與影響? 

(二) 回應 

針對北宜直鐵的問題，就交通立場，的確必須處理南港到宜

蘭的運輸問題，但考量到保護區，交通計畫也是一直改變方

案，並將計畫範圍一直限縮到水源區以外，但如果今天將路

線退到基隆，那就喪失了原本興建的目的，直接路線只需要

30 分鐘，但繞了一圈卻要花 40~50 分鐘，與現況交通路線所

要花的時間差不多，花費高額的興建成本卻達不到應有的效

益。也就是說，站在交通的立場是希望提高運輸的可及性、

便利性，但也能夠盡量降低國土或者是環境的影響，但也必

須考量到整體的開發效益合不合理，開發效益不是只有財務，

也包括社會成本、環境成本、時間成本等，而這都需要國土

計畫來做一個通盤性的評估。 

四、軌道運輸：邊際效應遞減的問題 

(一) 提問： 

貴所報告中提到，由於捷運營運里程數增加，都會區捷運路

網與運量邊際效應遞減，建議臺北都會捷運局、營運公司探

討原因並研擬對策（P.48）。請教貴所對於在都會區外圍、距

離捷運路網一定距離內規劃社會住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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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應： 

捷運是用單位每公里平均每天服務多少的人去計算效率，但

是這一條線如果越往郊區走的時候，它就會稀釋掉。例如：

從本來一萬四最後到一萬五它就開始往下走。如果為了解決

住宅或就業問題，比方說頂埔站或者永寧站附近的工業區要

做轉型，或者說有一些社會住宅、公營住宅要放在那個地方，

基本上就可以增加一些客源，TOD 的概念。另外，過去經建

會有推動萬行卡與捷運宅。例如：買機場捷運附近的住宅可

免費搭 20 年捷運。 

五、交通系統整合 

(一) 提問 

1. 機場捷運即將於 104 年底~105 年間通車，北部區域由捷運、

台鐵與高鐵所形成的軌道路網，將串連桃園國際機場、桃園

及中壢市區、新北市及臺北市等主要都市核心，如何促成公

共運輸系統間的無縫銜接，並與都市發展結合，將為北部區

域交通改善重要課題。 

2. 臺北市政府目前多項重點施政計畫涉及跨域交通課題（例如：

西區門戶計畫、東區門戶計畫），就貴單位的觀點，北部都會

區域的整體交通系統改善方案如何與地方首長施政整合，以

達成一致性的目標? 

(二) 回應 

1. 臺北轉運中心遷移的問題，其實與北臺空間結構、交通運輸

改變有很大的關係。甚至牽涉到臺鐵的發車端點，樹林、七

堵或是臺北、新北的板橋、南港等地，公車、鐵路與捷運等

等發車路線、與都會區的交通接駁點，應考量最大多數人的

使用目的，甚至也影響到往來基隆、宜蘭、鐵路東部幹線的

發車地點等。因此，往東部的火車可以都在南港發車，南港

與樹林之間就用捷運接駁或是臺鐵捷運化來處理。 

2. 地方首長施政要先能瞭解多數人的交通使用行為與目的，先

問清楚就是說多數的民眾，基隆或者是臺北的民眾，他到底

是需要從基隆到臺北或者是基隆到其它地方，到底他需要的

是一個怎麼樣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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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看法其實是，不只有交通，行政推動重點就是要有一

貫性。執政者應服從前階段大家的共識決議。後面的執政者

可以針對執行過程去做微調，或者是在新的計劃裡面去處理，

重點就是要政策一貫。那你如果政策沒辦法一貫的話，其實

基本上第一個會拖累這個進度，第二個基本上會造成以後的

計畫簽約效力算不算數的問題。 

4. 目前地方有北北桃的快速道路提案，就是一個跨域的議題，

那是不是可以放進來區域計畫談，是有空間可以討論的。 

六、交通基礎設施最低門檻 

1. 現在的交通政策是推動綠色運輸，如果可以運用 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智慧型運輸系統）將兩個

車道處理到具有三個車道的效果，那就是最好的結果，同樣

的立論，現在正在推動自行車道，如果可以就現有的道路去

清出一定的空間，供自行車行走，應該也不用拓寬道路才對，

才能達到真正的節能減碳。 

2. 運輸的問題是，當交通順暢的時候，產生的運量就會越來越

多，直到飽和，然後地方就會要求中央擴寬或是增修道路系

統，但是政府應該要做的是維護基本的公平正義，提供偏遠

鄉區基本的交通運輸功能。運量多的地方應該要想怎麼去控

管，運量少的地方則應該滿足其基本運輸需求。 

3. 至於最低門檻部分，是需要區域計畫設定等時生活圈，去界

定一個區域應有的旅行時間標準範圍，但卻不建議以旅行時

間來訂定興建交通建設的基本門檻，因為交通是動態的規劃，

沒有一定的旅行時間，其中的變數太多，很難界定。以台北

捷運為例，花了 4、5 千億興建了，但是通勤時間並沒有縮短

很多，是因為覺得通勤變得方便，人口遷移到更遠的地方去，

所以不一定要訂交通門檻的指標，因為雖然總通勤時間沒有

達到當初規劃的效益，但是間接地民眾的生活品質變好了。 

七、跨域整合：不同部門間 

(一) 提問 

1. 貴所報告書提到（p.41），由於選舉、首長更替等因素，「….

北部區域部分既定交通政策及已核定計畫需重新辦理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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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整體交通改善策略（p.58）提及「強化跨域協調整合平台

整合功能」。 

2. 本「都會區域計畫」之研擬，原即希望藉由法定空間計畫所

建構的部會協調平台，整合都會區域範圍內各項與空間發展

及土地使用相關的實質建設計畫，納入都會區域計畫之內容

以維持政策與部門計畫之連貫性。請教貴單位對於「都會區

域計畫」發揮部門整合與協調功能之看法? 

(二) 回應 

1. 運輸需求為衍生性需求，運輸活動是反映社會經濟活動的需

要而衍生，而社會經濟活動的產生則源自於土地使用的種類

與強度。所以在整個區域計畫中，交通的定位應該只是服務

系統，是依據住宅、產業、還有地理條件等去規劃運輸系統，

但是以往的區域計畫和都市計畫，都缺乏交通運輸計畫的規

劃，但偏偏交通運輸的工程都是屬於長程計畫，雖然會依據

理論的假設條件去推估，但常常完工了之後才發現設計運量

已經跟不上空間計畫與人口的變革。其實交通就是一個服務

業，基本上是跟著住宅、產業等發展在走，但是常常在做空

間規劃的時候並沒有考量到聯外道路等整體的交通運輸系統，

所以才會有運輸系統跟不上空間發展的問題，像當時的淡海

新市鎮、林口新市鎮就是沒有考量到聯外交通系統的搭配，

才會發展不起來。 

2. 現有的運輸計畫行政機制，舉例：桃園要新建一個工業區，

所以需要北北桃快速道路，就提出計畫構想，裡面包括必要

性說明，交通的審議就會參考城際的交通流量與其平衡點等，

依據相關的審核表評估確認它的必要性，通過之後就是可行

性評估，其中包括土地取得可行性、環境影響評估等，可行

性評估通過之後，才進入真正的規劃、設計階段。 

3. 交通部門規劃也採用類似區域計畫的都會核心、次核心的概

念去訂指標。譬如以此指標去檢視高雄主要核心到它的鄉鎮

所需時間，是不是有達到服務水準，這就有可能涉及跨域問

題，另外，像是台南奇美博物館其實比較靠近高雄，未來有

沒有可能將高雄捷運延伸過去，也是一種思考的方向；縣市

合併後的台南市，市政府位置在西邊，許多洽公民眾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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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各地交通可及性而言，理論上行政中心應該設在南科附

近會比較合適。 

4. 產業與交通規劃整合的案例，例如過去有規劃過工業區的聯

外道路，道路的鋪面規格涉及後續進駐廠商的類型，如果沒

有合適的道路規劃，將會限制到後面廠商的進駐，但是產業

部門很難對 20-30 年後的產業進行預測，所以交通部門就先

做下去了。 

5. 交通與土地使用規劃整合的案例，我們現在桃園航空城就建

議，在都市規劃階段就要把智慧交通控制（ITS）這概念一起

整合，而不是都市計畫自己做一套，後面交通規劃再加進來。

意思是說，如果這地方做車站，後面的交通措施就要搭配進

來，對於後面整體的發展就會比較有次序，交通部門才不會

都只是解決現況問題的角色。 

6. 區域計畫基本上應該往前看，在北部都會區航空城算是一個

重點，因此就會建議把智慧交通（ITS）觀念帶入這個空間計

劃裡面，包含轉運中心、交通路線等。因為它也是一個中長

期的規劃，且有種滾動式的檢討，往後其它部門也較容易去

遵循。這是一個機會，因為臺灣空的地方不太多了，很可惜

很多地方可能都還沒有這樣的概念。 

7. 不同部門專業間整合很困難，除了基本預測方法與結果，例

如：人口，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建議若要跨域整合，理論

上前面「規劃」的人要比較辛苦一點，去幫其他部門多想一

點，弄完後再找各部門進來認，這樣比較有機會。目前桃園

航空城就面臨蛋黃區（交通部）、蛋白區（地方政府）在土地

規劃與交通規劃配套之間很難整合的問題。 

8. 建議土地規劃上也要考量交通需求的總量管制，基本上用水、

用電都有一個總量管制，如果使用量超出原本的規劃需求量，

系統一定會當機，例如目前宜蘭縣、雪山隧道目前假日的交

通狀況，即可見一斑。 

9. 雖然最近已經開始形成了土地發展與交通並行的共識，但還

是不太成熟，建議未來其他部門計畫在做規劃的時候，就應

該要偕同交通部一起處理交通運輸的問題，才不會導致土地

開發了之後才不得不興建交通工程，但因為交通建設是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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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長期的交通擁塞問題又導致人口外移，等到交通建設

完工後，運輸人口又不符合當初的使用規劃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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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3：營建署國民住宅組訪談紀錄 

壹、時間：104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貳、訪談地點：營建署國民住宅組 

參、受訪者：張渝欣科長 

肆：採訪者：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石榮豐、馬瑩珊 

伍、訪談內容摘要 

一、 提問一：中央在整體住宅政策之推動上，未來是否有「都會區域

計畫」可給予協助之處? 

(一) 行政院業於 104 年 9 月核定內政部陳報「整體住宅政策」，該

政策係從「健全住宅租售市場」、「提供多元居住協助」及「提

升居住環境品質」等三大面向，擘劃未來住宅政策發展方向，

以達國人「住者適其屋」之住宅政策目標，賡續依國人不同需

求與財務條件，協助其選擇以購屋、租屋及修繕等方式取得適

宜之住宅。相較過去住宅政策，本次除納入加強輔導住宅租賃

市場機制並檢討租賃相關法制外，亦增列房地稅制、社會住宅

興辦、研議規劃青年生活住宅、均衡城鄉發展及充實住宅基金

財源等事項。 

(二) 另本次 104 年「整體住宅政策」中「健全住宅租售市場」之「加

強住宅供需引導」項下明定：「中央及地方政府加強住宅市場

供需分析，定期研訂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並加強與各級國土

計畫的連結。」建議未來在內政部「都會區域計畫」的架構下

可依據此點提供相關協助。 

二、 提問二：本研究案建議未來「都會區域計畫」應參據中央之「社

會住宅政策」，研提跨域性的指導原則與對策。 

(一) 按地方制度法規定，住宅業務係屬地方自治事項，另按住宅法

第 14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評估社會住宅之

需求總量、區位及興辦戶數，納入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上

開條文立法亦指係為免住宅供過於求，產生資源閒置浪費之情

形，爰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先綜合考量住宅市場

供需情形、承租住宅租金補貼辦理情形、具特殊情形及身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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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求等，評估社會住宅之需求總量、區位及分年興辦戶數，

納入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以作為民間申請興辦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興辦社會住宅之參考。 

(二) 因此，社會住宅具有一定的因地制宜性，各縣市政府對於地方

特性的掌握會優於中央政府。至於研究所提之定性原則應是可

行，至定量(一定%)的規範可能較困難。 

三、 提問三：若以都會區生活圈的觀點，本案建議都會區域計畫有關

「住宅」議題的空間範圍「北、北、基、桃」。 

依據地方制度法規定，住宅業務為地方自治事項；另依據住宅法

第 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據中央住宅

政策，衡酌地方發展需要，擬訂住宅施政目標，並據以研擬住宅

計畫及財務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為推動

住宅計畫，得結合土地開發、都市更新、融資貸款、住宅補貼或

其他策略辦理。」住宅議題的空間範圍以「北、北、基、桃」原

則上可行，但基於上開規定，宜洽商上開縣市後決定。 

四、 提問四：對於以推動都會區域計畫作為跨域課題平台的作法。 

(一) 機場捷運 A7 站合宜住宅就是以 TOD 模式開發的一個社區，

共興建 4463 戶合宜住宅，除照顧國人居住需求外，對於林口

新市鎮的發展以及捷運運量的提升皆有助益。 

(二) 「均衡城鄉發展以引導國人原鄉發展」係行政院 104 年 9 月

核定「整體住宅政策」內涵之一，擬整合各部門資源，調理

改善特色鄉鎮體質，提供在地就業、就學及就養的宜居環境。

本措施係擬藉由舒緩都會區人口集中所衍生之高房價問題。 

(三) 臺北市政府業提出 4 年興建 2 萬戶社會住宅，8 年 5 萬戶社

會住宅之目標，惟土地取得是一重要問題，希望都會區域計

畫對於此一問題能有所助益。 

五、 提問五：參考英國案例，中央或區域政府提出住宅（含社會住宅）

總量及區位之規劃，國內是否有於全國區域計畫或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納入相關內容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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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參照提問二之回應：依照住宅法規定，住宅業務屬地方自

治事項，相關數據以地方政府掌握的資料較為詳盡，故許多

住宅問題對策與地方政府的施政態度有很大關係。雖樂見於

中央空間計畫擬定規劃原則，但建議仍須有跨域整體性的分

析做為基礎。 

(二) 住宅議題應因地制宜，每個地方的需求都不一樣，所以才需

要仰賴各個縣市政府自行評估（有國宅組協助指導），目前我

國並無類似英國大倫敦政府組織，在跨域的住宅議題討論僅

能透過現有的跨域平台或縣市間自主的協調機制處理。例如

台北市最近要舉辦的首都生活圈公共住宅論壇，就邀請包含

北、北、基、桃等縣市首長與會，地方如有合作意願就可以

解決許多問題。 

(三) 若能在中央區域計畫層級納入相關住宅政策的原則規範，在

住宅政策的推動上應是樂觀其成。 

六、 提問六：據本計畫推估，北部都會區域之住宅及社會住宅需求量

分別為○萬戶及○萬戶，又以○○為適宜區位。若「北部都會區

域計畫」就前述內容進行規劃，請問是否妥適？您是否有其他建

議事項? 

(一) 依照現有的研究資料顯示，目前的住宅家戶比（依照普通住

宅存量計算）都超過 100%，已顯示住宅供給充足，但全國區

域計畫是依照計畫人口與樓地板面積，明顯與前述方式不同，

因此若依照現有全國區域計畫的土地供給計算邏輯，是否也

要把投資買房的需求（約 17%）算入住宅土地的需求量? 

(二) 建議應先釐清都會區域計畫要處理的住宅議題為何，高房價

問題是否完全與住宅土地供給有關? 雖然住宅的興建成本有

7 成都來自土地取得的費用，但房價問題牽涉很廣，國有土

地的大量釋出不見得會對房地市場的健全有所幫助，所以才

有稅制的檢討。 

(三) 目前缺乏跨域性住宅相關數據的研究，對於是否適合在區域

計畫中提出量化的政策數字暫持保留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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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提問七：就中央住宅主管機關立場，對於直轄市、縣（市）政府

推動住宅及社會住宅計畫上，是否有相關補助（經費或行政作

業）? 

(一) 本組目前補助推動的社會住宅有規定，不得限定入住者為單

一縣市之人口，例如本組目前補助與協助規劃的社會住宅，

就規定其入住對象必須擴及台北市、新北市的青年，以及提

供一定比例給中南部北上就業的年輕人。 

(二) 中央已有指導、協助各地方政府進行住宅評估的機制，並由

住宅諮詢/審議委員會共同參與，成員有專家學者、弱勢家戶

代表、社福團體等產、官、學代表組成的平台，並透過住宅

法提供有需要的縣市之租金補貼經費申請，縣市的住宅政策

規劃研究等，另外，地方政府也可提供中央有關的住宅法修

法建議。 

八、 提問八：在推動住宅政策上，是否有需要空間規劃單位及土地使

用主管單位配合事項? 

目前的住宅政策最需要的資源就是財源與土地，但就現況來說，

部分中南部縣市認為社會住宅並非最急迫的需求，且部分地方

政府亦顧及後續管理維護問題而有推動上的疑慮，反而較傾向

租金補貼的方式。目前比較積極推動的縣市有雙北市、臺中市

等都會地區，取得方式也不限於以國公有地興建，也包含其他

多元取得社會住宅，例如：包租包管、都更容積獎勵分回、整

體開發、開發回饋、促參等方式，來解決弱勢家戶的居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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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訪談紀錄 

壹、時間：104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貳、訪談地點：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參、受訪者：徐燕興處長 

肆：採訪者：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石榮豐、馬瑩珊 

伍、 訪談內容摘要 

 

一、 提問一：北部都會區域計畫之交通議題與基隆市發展 

基隆早期以港為發展核心，近年則因港口轉型及北部都會區的磁吸

效應，在城市發展上遭遇瓶頸。本研究於「北部都會區域計畫」的

交通議題，擬配合交通部相關規劃，賦予基隆港、臺北港不同發展

定位與功能。請問 貴府，配合基隆港與臺北港發展定位與功能之

調整，有何港區之都市計畫檢討或都市更新之土地使用因應策略？ 

回應摘要： 

(一) 從全球港市的發展來看，一定需要中央政府的介入，例如荷蘭的

鹿特丹或英國的利物浦等，故基隆市的發展也是一樣。目前港區

範圍由港務公司管理，市政府對於週邊土地使用能著墨的力道不

足。基隆港由於臺北港的完成，原有的貨櫃應中央政策已經移至

臺北港，導致基隆港的貨櫃量大幅下降，當時在興建臺北港的初

期，並無預先設想對基隆港可能的影響。這個政策當然有全球化

競爭的因素，但是這不只是國內交通部門而是國土規劃層次，應

對於重要港口的發展通盤考量。而這些改變區域計畫都無指導，

甚為可惜。 

(二) 早期由於港口卸貨、運貨，佈建了鐵路系統，後期為了避免市區

道路的大型貨車造成的交通衝擊，故興建了高架道路系統連接國

道。早期的交通建設是造就了今日基隆市的空間結構，但是由於

現今的港口、產業轉型預期將以觀光為主軸，但現有的軌道運輸、

大眾運輸及藍色（水）運輸，亦未有配套。 

(三) 從區域計畫提升至區域治理，要有什麼區域性機構建構出來也同



附錄 2-25 

 

等重要，目前區域計畫系統亦無此政策擬定及規劃權。如基隆港

市的再生，需要交通部、港務公司、臺鐵局等相關土地管理單位

與鄰近縣市的協調、整合機構或平臺。例如要發展觀光，需要整

合鄰近新北市、東北角風景區及北觀風景區等單位，甚至漁港的

轉型為觀光港等配套，才有可能促成，而市區的交通設施更新與

現代化，也需未來中央的經費補助等。 

(四) 另外港區都市計畫與都市更新，首先好的公共空間品質、有能力

的實施者和高階的經營者，這才是要務，整個國家應促成此項工

作才是。希望配合新車站的南、北兩出口、城際轉運中心，能將

車站周邊結合港區、延伸到海洋廣場等進行整體規劃，以助發展

觀光；有關基隆市區都市更新重點，在於住宅老化與通用性的問

題。 

二、 提問二：除港口外，對於北部軌道運輸整體規劃與基隆市發展的

關係，您的看法為何？  

回應摘要： 

(一) 以北部都會區發展的角度，在高鐵、捷運、自行車系統已有初步

建置，接下來是都會區 Mobility(移動性)的規劃，都會區所談論

的 Mobility 也不僅是硬體建設，像是智慧運輸、大數據、共乘制

度、不同轉運中心的連結規劃等，都屬於都會區移動性規劃的一

部份，但這部分在臺灣及規劃界談論的並不多。若以北部都會區

域為規劃範圍而言，淡水可以發展捷運，同樣與臺北中心相當距

離的基隆、具有 30-40 萬的人口，也沒有理由不能有捷運。雖然

目前受限於鐵路法，以致於臺鐵無法經營捷運，但是綜觀日本及

其他國家經驗，捷運也不是只有捷運公司可以營運，所以在法令

限制面上是可以突破的。這是國家軌道政策，應有更戰略性思

維。 

(二) 若發展連結臺北都會區的基隆捷運，可以進一步提升基隆在北部

都會區中的 Mobility，有助於基隆的整體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

輔助北部都會區的一部份功能。例如可以搭配捷運沿線場站的開

發，發展產業或高優質的住宅社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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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問三：對於氣候變遷下，都會區的發展應考量環境容受力。過

去基隆河流域週邊土地受限發展，而由於目前基隆河廊帶有部分

的產業用地得以轉型再利用，貴府也正研擬相關整體規劃。請教

您對於基隆河之跨域議題，市政目前配合或推動之情形。 

回應摘要： 

(一) 基隆河廊帶因產業用地的轉型具有再利用的開發潛力，但從基

隆市的角度或北部都會區的角度，可以做什麼樣的規劃，結果

可能會很不一樣。例如：若要規劃做為社會住宅，可能對於抒

解臺北市的住宅壓力有幫助，但可能是要可負擔的住宅和社會

住宅管理。另外像目前的南港會展中心，是放在南港或放在基

隆對北部都會區的整體效益最佳？其實過去欠缺從都會區的角

度思考與規劃。 

(二) 整個基隆河廊帶的再發展，其實也是北部都會區發展的重點之

一。在地方政府的立場，希望中央可以從北部目前各個產業聚

落的分析，協助規劃北五堵的產業發展定位，類似臺北市目前

的南港軟體園區、內湖科技園區等概念。 

(三) 因此，個人認為基隆河廊帶的發展、再利用，涉及產業的轉型

以及整個北部都會區將來究竟要走向那裡？產業的規劃、交通

的配置及各個都市核心、次核心與層級之間的關係、定位等，

需要一個更上位的整體規劃，而非僅從單一縣市的角度去思考。

在目前北部都會區大面積可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的情況下，每

一個地方的再發展都應該謹慎為之。切記用一處就少一處。 

(四) 有關於流域治理的問題，由於員山子分洪的建設發揮減緩中下

游洪峰的功能，也使得基隆河廊帶的轉型再利用成為可能，但

因應氣候變遷，仍要以低衝擊性的原則，並且應進行開發基地

的逕流量管制，都市計畫檢討時應考量土地蓄洪能力，減低開

發對周邊都市環境的影響。 

四、 提問四：於推動住宅、運輸、治水防洪等工作上，是否有需要中

央區域計畫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事項？ 

回應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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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跨部門的協調整合確實有必要，也很期待中央區域計畫能有一

個整體上位的思考與規劃。例如：從都會區核心、次核心的觀

點，將臺北市定位為一個金融中心、政治中心，那基隆市在北

部都會的發展定位為何？如果基隆是一個都市核心，那麼應該

至少有哪些公共建設的配套？這是希望中央政府從上位計畫的

整合，能給予一個清楚的論述與說明，地方政府也比較容易依

循。同樣如前所述的基隆河廊帶的發展定位也是如此。目前地

方政府僅能透過各自的努力進行合作，例如與臺北市有規劃在

北五堵開發新市鎮的構想，並結合社會住宅的供給、軌道運輸

的場站開發以及產業發展策略的引進。 

(二) 交通運輸的部分，因基隆目前積極發展觀光，但過往以貨運為

主的基礎交通建設對於發展觀光造成限制，亟需未來的現代或

與更新，而觀光議題亦涉及跨域（跨部門、中央與地方）的整

合，也希望在未來的都會區域計畫能給予協助。 

五、 提問五：請問您，是否有其他基隆市發展與北部都會區縣市相關

的議題？有何建議可納入未來之都會區域計畫？ 

回應摘要： 

在高齡化的社會來臨之下，建議可納入跨域性的醫療救護設施

及老年人退休安養的優質社區規劃。例如新北市的水金九與基

隆就有跨域的醫療服務合作，而基隆未來也可能規劃發展老人

銀髮產業，結合優良的住宅、照護體系之規劃，可以作為北部

都會區高齡族群的退休基地。 

六、 提問六：「都會區域計畫」於計畫位階上屬全國區域計畫之一部

分，然本研究目前研擬得以由下而上、由鄰近縣市政府共同向內

政部提案之形成機制。請教貴單位的看法為何？ 

回應摘要： 

(一) 可以由下而上的方式當然樂觀其成，不過提醒跨域合作能否成

功的關鍵因素還是在於“人”(Agent)，成功的公司或組織在於

CEO 和人才。例如目前基隆與新北市、臺北市的局處首長間有

密切直接的聯繫，針對各別的跨域議題合作並不限於何種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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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形式，在過去也有北臺八縣市合作平台的案例。 

(二) 對於區域經濟競爭、都會區的規劃與合作，在規劃領域近十年

的教育下，已經是專業共識，因此無論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

上的機制，關鍵還是在於推動執行的代理人(Agent)是否願意執

行，但是都會區是一種生活方式，區域是一個空間集合，都會

生活方式的空間實踐、分派，就作都會區計畫，要先了解屬於

臺灣北部的都會感是什麼，才可能作出有主體（或特色）的都

會區計畫。不然只是空間集合，沒有靈魂。而這個人文修為還

是應該從根本上的教育著手做起，讓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員

或民間的顧問公司、業者都加速提升這樣的能力，才會有好的

都會區計畫，才有利都會區規劃的落實。 

(三) 另外也建議未來都會區域計畫的研擬，仍應多傾聽地方政府的

意見，納入計畫予以整合，並免規劃的內容與地方想法差異過

大，導致執行遭遇困難，使計畫失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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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5：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訪談紀錄 

壹、時間：104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 30 分-6 時 

貳、訪談地點：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參、受訪者：張副局長 溫德 

肆：採訪者：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石榮豐、馬瑩珊 

伍、訪談內容摘要 

 

一、 提問一：都會區域計畫形成與推動機制之建議 

北臺各縣市在國發會的補助下已有多年跨域議題合作經驗，建立區

域合作平台。然該平台為非常設固定性組織，且跨域議題也受每年

政策補助主軸異動而常導致跨域合作不易連貫。而目前在內政部推

動的全國區域計畫體制下，縣市政府對跨域性的課題將可透過區域

計畫的管道機制向中央申請提案。請教您對未來「都會區域計畫」

形成與推動機制有何看法與建議？ 

回應摘要： 

(一) 從過去北臺八縣市的合作經驗以及當前進行中的雙北論壇來看，

各地方政府都是很願意正視跨域合作的議題，各種政策性的討

論，例如：計程車費率、學區、水資源以及捷運路網、世大運

選手村等議題，皆可看出並證明人民的生活需求已跨越行政疆

界，故跨域合作必然是未來的趨勢。 

(二) 贊同以課題為導向的策略式規劃方向，目前針對多項跨域合作

的課題，地方政府原則上也是以任務型編組的方式推動執行。

另建議都會區域計畫可以較著重在解決課題的合作與處理機制，

例如針對具有歧見的課題如何在此機制下成立協商平台，而不

是去規範都會區域的課題或設定課題的內容。但對於涉及跨縣

市、多個治理層次的課題，則仍建議由中央統籌擬定原則性的

指導架構與內容。 

(三) 當前各國潮流有愈來愈趨向由下而上的規劃方式，然而，全國

區域計畫做為上位計畫，針對某些課題的規劃原則或其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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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建議仍應於計畫內容給予一定程度或區間的說明。上、下

限所指不一定是「總量」的概念，而是在一定的發展目標與原

則下，說明清楚該規劃課題的限制面在哪？例如：環境敏感地

區的界定就是一種發展的「上限」，又例如都會區的住宅需求，

應該是由中央在上位的都會區域計畫中提出，可能是一個需求

總量，然後地方政府依據所設定的目標，在縣市區域計畫之中

進行區位、土地等的規劃。而除了上、下限的界定下，上位計

畫也必須提出「資源」如何配置，也就是中央單位必須先互相

協調好相關政策，下位的地方區域計畫才得以依循。 

(四) 若以都會區域中的社會住宅課題為例，建議上位計畫可先界定

社會住宅的合理存量或區間範圍、適宜的規劃區位或選址原則

（例如：排除環境敏感地區或考量交通方便性等），以供地方政

府做為規劃依據。若就住宅量而言則可界定 1.區域內合理的居

住人口總量、2.適宜或不適宜做為住宅使用的區位或區位原則、

3.跨域發展之受限補償與回饋機制、4.中央可以提供的資源與

補助條件等。地方區域計畫依此基準進行，並延伸檢討至底下

各都市計畫的內容，以調整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基準容積、計

畫人口、交通設施等通盤檢討內容。 

(五) 建議中央各單位須先互相協調達成共識。理想狀況是：在全國

區域計畫中描繪發展願景，並清楚界定 1.環境敏感地區或發展

條件限制等各項原則，2.中央可提供的各項資源，如計畫預算、

補助款、土地資源等，3.與上述 1&2 呼應之配合機制與協調平

台，之後則由地方政府去自行協調與合作。此機制會比現有北

臺八縣市合作較為完整，因地方自組的組織並沒有一個發展願

景的共識，中央若有整體的規劃願景， 並有可互相配合的資源

供使用，其指導原則才會明確。 

(六) 目前在全國區域計畫的指導內容即產生對優良農地的環境敏感

地區，中央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不完全一致的狀況，導

致在地方縣市的區域計畫推動也會遇到困難。故仍建議，都會

區域計畫要扮演溝通橋樑的功能，重點不在實質計畫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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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需有整合資源、清楚描繪發展限制與機會內容。 

(七) 對於未來國土計畫法中的都會區域計畫，建議可成立都會區域

計畫推動委員會，由都會區域政策發展的幕僚單位，轉為對於

都會區域政策發展事務具有實際權限的會報組織，另為了讓「都

會區域計畫推動委員會」的功能得以有效執行，建議可再增設

「都會區域建設基金」的機制，以掌握都會區內大部分跨越縣

市的建設經費與控制權及約束權。 

二、 提問二：新北市主城區人口密集，與臺北市通勤往來頻繁，早已

是都會生活圈，新建捷運路線將更進一步串連雙北市的發展。本

研究建議北部都會區域計畫應優先結合交通、住宅課題整體規劃。

請問您的看法？ 

回應摘要： 

(一) 北臺區域發展相互依存，為居住替代生活圈選項，故整體居住

需求及社宅供給若可以區域整合考量，可達較高效益 

(二) 北北基桃長期發展相依，透過交通串聯為整體生活圈，居住選

項具有替代效果，如汐止(新北市)、南港內湖(台北市)、七堵

百福(基隆)，龜山(桃園)與林口(新北市)，及淡水八里(新北市)

與北投士林(台北市)，雖所屬地方政府不同，但實質上為較鄰

近的廣域通勤生活圈、實為居住之替代選項。未來在三環三線

進一步實現後，交通時間縮減，其生活圈範圍、居住替代區域

將更進一步擴大。 

(三) 民眾生活圈並無行政疆界，故居住扶助課題宜跨行政界思考。

廣域面從整體政策論述、目標設定到策略手段方向，執行面從

居住扶助標準、入住資格(跨縣市就學及就業)、租金設定及管

理方式，皆應做跨行政界的合作思考。以林口世大運為例，其

於新北市行政範圍，共可提供 3,000 戶以上房舍，其中已有

1,843 戶確定將由新北市管理。但因租金價格相對核心都會區

合宜、交通及公共建設後續發展可期，可做為都會區通勤的居

住腹地。臺北市現亦爭取剩餘戶數做為該市公共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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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來同一基地可能由兩直轄市分別營運，但實質上對於住戶而

言，是住在同一個社區，房東皆是中華民國政府，受到的服務

水準應能相同。故未來在入住的受理、租戶的服務及後續營運

上皆須作進一步的討論及整合，且該處位置距離桃園龜山就業

圈相當鄰近，亦應能考量到居住需求互相支援的議題。 

(五) 在發展區域相依的北北基桃，任一處基地的開發與後續營運，

除紓緩當地居住需求外，皆應聯同思考共同生活圈的居住替代、

相互通勤應援之可能性，並整合入住及營運標準，方能提供給

國民品質一致、服務效能更佳的實質居住扶助，如林口世大運

就是我們認為跨行政界整合的潛力案例。 

(六) 而在整體的策略發展層面更應跨區域思考，從交通運輸、公共

建設發展、居住整體規劃整合，擴展為更廣領域的居住生活圈，

讓市民於北臺生活圈的居住選擇、流動發展更為自由，並可進

一步為擴大北臺區域的經濟發展奠下穩定基礎。 

 

三、提問三：氣候變遷下的流域治理，除了水利單位負責的「外水」

防洪，市區排水的「內水」管理也需地方及中央相關單位努力。雙北

市轄內的淡水河流域在「外水」的防洪工程幾已無新增空間，故對於

市區內的土地利用管理、減低逕流量就顯得很重要。 

請問您，以土地使用或建物管理手段防止洪患淹水，貴府有何規劃策

略？另是否有跨縣市因應的課題或對策？ 

回應摘要： 

(一) 本市區域計畫為因應氣候變遷，除依循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

綱領及全國區域計畫指導外，特擬定專章訂定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 

1. 願景：「打造安心好家園，新北市優質防災城市」 

本市人口密集，加以洪、風、震等天然災害頻仍，及部份地區地

質脆弱等，面臨不可避免之氣候變遷，降低人為發展向災害高敏

感地區發展，同時針對災害潛勢區位，提供適當的生態防護，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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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災害應變對策，使人與生態環境在安全格局之下發展，打造本

市成為優質的防災城市，以建構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 

2. 目標：「氣候變遷調適管理」 

建立以調適為目的之土地使用管理相關配套機制，將環境敏感地

區觀念落實於國土保育與管理。「都市災害保全」：避免人為環境

受到災害威脅、損害，配合公共設施計畫，建立多樣性防災設施；

「環域災害避險」：針對災害潛勢區位，提供適當的生態防護，

擬定災害應變對策，及海岸保全復育。「能源災害防護」：降低人

為發展向災害高敏感地區發展，並劃定災害緊急應變區域、防救

災系統及建置垂直防災系統等。 

3. 目標：「規劃透水空間及維護流域資源」 

恢復都會核心區內水圳(道)自然景緻、設置水撲滿、雨水及中水

回收系統，增加都市用水水源、設置景觀池與水景，提升都市景

觀與調節區域微氣候，留設山水區周邊、綠地滯洪池，提升基地

保水。 

相關開發行為以減少逕流量、增加透水率為原則，強化綠覆率、

雨水貯留置洪設施、透水率改善等。新建築應符合基地保水設計，

公共設施與公有建築推行透水改善，強化生態設施、綠色基盤之

建構，並確保維生設施之安全，加強減災之預防。若開發地區涉

及流域面積減少時，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二) 災害潛勢土地管理與使用規劃策略 

1. 防災、土地減災計畫之基礎，應首重土地使用的合理規劃與管

理，因本市都市計畫區多都市發展既成區，故為有效降低災害，

需持續建立災害基本資料，以調整及管理土地使用空間。依環

境特性劃分環境敏感地區，配合地區特性，加強土地管理與使

用規劃，達到防災的效果。 

2. 山坡地住宅與其他建築開發除依相關法令規範外，應加強防災、

開發管制及排水溝設計，如位屬地質、地層構造不良、使用強

度過高、公共設施不足等地區，應加強對建築設計、雜項工程

及施工管理等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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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策略區災害潛勢因應策略 

(1) 依七大策略區面臨之災害潛勢情形，綜整災害類型對應之土

地使用因應策略，以為各策略區都市計畫區及非都市土地之

各層級土地使用計畫掌握易致災地區，並適度檢討調整其土

地利用型態，於辦理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開發案及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時，納入都市計畫及各開發計畫內容，進行整

體評估或提出因應調適策略。 

(2) 另外市府 103 年 5 月 1 日發布實施的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

細則，已全面調降建築基地的建蔽率及開挖率 10%，開挖率

標準檢討與訂定法定空地透水率、設置雨水貯留與再利用設

施規範，規定建築基地均須設置與水貯留與再利用設施，並

新增透水規定。建築開發行為應保留法定空地80%透水面積，

並應設置充足之雨水貯留滯洪及涵養水分再利用相關設施

(100 年防洪頻率)等。以上等法令都是積極從土地使用管理

層面予以具體的作為。 

四、提問四：北部都會區之軌道運輸與新北市發展密切，對於新北市

交通規劃與週邊土地利用及北部都會區發展，請問 貴府目前是否有

研擬相關的整體規劃構想？可提供做為研擬北部都會區域計畫之參

考。 

 

回應摘要： 

本府交通局研擬 2011 交通政策白皮書(修編計畫綜合規劃報告書)，

其中有關內容皆已納入本市區域計畫(草案)，並提出相關土地使用指

導策略。 

(一) Station City 整合發展：藉便捷公共運輸服務及捷運場站與周

邊土地使用整合，改變空間距離與通勤模式。 

1. 以車站串連滿足就業、日常生活所需，提供機汽車減量及無

道路交通負擔的便利生活。 

2. 配合都市計畫檢討，車站周邊土地使用多元與緊湊發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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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地區生活圈，並透過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管制等，改善街

道空間與生活動線。 

(二) Station City 與土地使用整合：TOD 導向 Station City 發展，

以雙捷運交會站轉乘節點為成長極，帶動都市發展 

1. 捷運交會站周邊整體緊湊發展，強化商業服務機能及軌道及

幹線公車周邊人本交通串連。 

2. 視需求部分地區考量正面表列土地使用類型、容積獎勵上限

及住商容積配套等；落實都市設計。 

五、提問五：其他貴府在推動「住宅」、「交通運輸」及「治水防洪」

等工作上，是否有需要中央（全國或都會）區域計畫或其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可以協助的事項？ 

回應摘要： 

建議可在現在有的合作基礎上談議題，透過上位計畫真實可行的指導

原則，來解決國家發展的問題。 

(一) 住宅課題 

1. 由中央訂定區域需求目標及分派策略，凝聚共識由各縣市落

實。地方政府執政受限於行政疆界範圍、執政政黨區別，跨

界凝聚共識、整合執行部份確有難度。然而在個別作業下僅

會考量自身需求，便會產生相鄰區域，提供目標及入住標準

不一之情形。而民眾生活圈並無行政界，故居住扶助課題應

跨行政界思考，須由中央整合協調訂定較適的區域性整體原

則、目標及執行策略，分派任務，由區域內各直轄縣市執行、

中央統合，方能成就跨行政界的更高位階。 

2. 例如：各縣市現在都在推動社會住宅，也很希望能跨域合作，

但是方向不一定一致，以致合作困難。若北部都會的住宅課

題以北、北、基、桃為範圍，則於全國區域計畫（都會區域

計畫）則應表明區域的合理社會住宅總量或稱之為安全存量，

假設為 5%，另並於計畫中表明可配合的國有土地區位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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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協助的資源；則以下北、北、基、桃各縣市則可再協議

分配與合作，並配合修正地方區域計畫、或配合研訂相關租

金補貼、包租包管等政策手段去達到目標。其中若涉及可配

合的國有土地取得問題，則中央相關單位依據都會區域計畫

即應配合。 

(二) 治水防洪課題 

請中央水利主管機關、內政部統籌主辦及協調整合新北市、臺

北市、基隆市及桃園市政府，就淡水河、基隆河、大漢溪與新

店溪治理與土地利用之跨域合作，包括：沿岸土地利用與管制、

水質整治與改善、防洪建設、河岸景觀營造、水上遊憩活動規

範、水污染源輔導與稽查、廢棄物清淤、環境教育宣導、水域

水岸休閒活動行銷、動植物保育復育、洪水平原管制檢討及防

災救計畫等。 

六、其他提問：請問您對於北部都會區域範圍的看法？ 

(一) 一日生活圈的範圍已經在改變，連台北到高雄都已經算是一日

生活圈，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民眾的空間距離感也會跟著改

變，所以生活圈的定義也會跟著改變，故都會區域還是必須考

量到民眾對土地的依存度、OD 調查、使用頻率、機會成本、交

通成本、時間成本等，故生活圈範圍仍應以一般民眾在消費上

可以接受的範圍為基礎。 

(二) 所以即便指北臺生活圈是北北基宜桃等五縣市，但大生活圈內

還是有數個關係更密切的小生活圈，或是不同關係的生活圈，

像是北北基、桃園、新竹三個中型的生活圈，其大致範圍可用

物價水準、房地產價格區間、交通運輸可及性等因素予以考量。 

(三) 目前的北臺區域合作平臺包含北部八縣市，然而原先一開始是

只有北臺區域的有六縣市（北、北、基、桃、竹、竹），宜蘭縣

和苗栗縣是後來才加進去。當時考量的因素之一為參考上海市

的面積與北臺六縣市的人口規模、面積相當，且範圍內有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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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商業核心、產業基地、國道 1 號及國道 2 號、高鐵、台

鐵等。腹地有臺北盆地與桃園台地，且地形與氣候等紋理都屬

於同一個區間內，北臺八縣市的區域規模與首爾市相當，比東

京都大，略小於紐約。若站在國際競爭的角度，北部都會區可

能不僅僅包含雙北市、桃園市，因為還要有足夠的資源才能夠

跟國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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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6：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訪談紀錄 

壹、時間：104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11 時 

貳、訪談地點：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1F 會議室 

參、受訪者：黃主秘 穗鵬、邱總工程司 奕聖 

肆：採訪者：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石榮豐、馬瑩珊 

伍、訪談內容摘要 

 

一、 提問一：機場捷運預計 105 年通車，將增加桃園市與雙北市連結

的便利性，加上機場捷運延伸至中壢市區、火車站以及未來的桃

園鐵路立體化等建設，大眾運輸規劃及其跨域連結與本市空間發

展密切。 請問您對捷運機場完工後沿線土地使用及檢討轉型有

何看法？另請教：桃園市與新北市、臺北市間的交通運輸情形，

是否有研擬整體規劃之構想。 

回應摘要： 

(一) 黃主秘 穗鵬 

1. 高鐵特定區及航空城與桃園、中壢形成都會三核心，具備發

展成為都會區的優渥條件與契機，而整體交通運輸問題之解

決愈顯重要，同時北北桃已連結成為一個首都生活圈地理區

位及交通路網，桃園軌道運輸規劃勢必納入北部都會區域計

畫整體考量。 

2. 透過捷運系統運輸路網之規劃建設，沿線土地將以大眾運輸

場站為中心的 TOD 發展及緊湊城市理念，進行整體規劃以及

周邊工業區更新，以利桃園市土地有效使用發展。 

3. 然目前地方政府在規劃時常面臨的困境，就是中央單位之間

對整體發展有不同的想法，往往造成重大交通建設的周邊，

但土地使用計畫卻無法配合的情況。 

4. 另外對於北部都會區域的規劃範圍問題，因桃園市在各方面

都是與雙北市緊密連結的，包括產業、人口、交通等，所以

北部都會區域計畫範圍理應包含桃園市轄區，而非只是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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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台北盆地為規劃範圍。 

(二)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處 

1. 推動桃園都會區捷運路網建設計畫係本府之重要施政目標，

配合中央主導之機場捷運線、臺鐵桃園段立體化捷運計畫，

本府現正優先辦理航空城捷運線規劃作業，期能構成初期口

字型捷運路網，長期將以目字型路網為主架構，並以五條路

廊，即藍線(國際機場-中壢)、紅線(鳳鳴-中壢-平鎮)、綠線

(航空城-桃園-八德-中壢)、橘線(桃園-中壢)、棕線(桃園-

迴龍)為主，藉相互銜接轉乘捷運以提升整體大眾運輸效能。 

2. 長期而言，希望整體的軌道運輸規劃應與大台北捷運路網連

結，以完整建立大台北生活圈的交通路線，有效提升周邊效

益。 

3. 交通規劃一般屬於衍伸性需求，故應與其他相關部門發展計

畫整體規劃並搭配相關措施。 

二、 提問二：桃園市與雙北市通勤往來頻繁，早已是都會生活圈，新

建捷運路線將更進一步串連與雙北市的發展。本研究建議「北部

都會區域計畫」應優先結合交通、住宅(社會住宅)課題並整體規

劃。請問目前貴市府目前推動的社會住宅政策為何？是否有需中

央區域計畫協助之處？ 

回應摘要： 

(一) 住宅發展處 邱總工程司奕聖 

1. 本市住宅政策目的為解決經濟與社會弱勢者基本居住需求及

居住品質。短期內，首批由本府直接興建之公營(社會)住宅，

優先選定在桃園、八德、中壢、蘆竹及平鎮等交通便捷地區

興建，預計於 105 年下半年陸續開工，考量各案工程進度約

2 年半至 3 年不等之工期，將於 107 年底起陸續完工；並採

獎勵民間興辦、代租代管、容積獎勵分回、都更取得及租用

閒置住宅等多元取得方式併行推動，明年可完成共計 5,000

戶以上之公營(社會)住宅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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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長期公營(社會)住宅規劃，規劃位於機場捷運沿線及航空

城計畫區域區段徵收範圍內由本府直接興辦，配合地政局區

段徵收土地取得期程，預計 108 年取得相關土地後，賡續辦

理規劃興辦作業，預估 112 年規劃興辦完成。 

3. 目前地方在處理社會住宅部分，最大的問題就是經費與土地

取得。本市目前規劃設置的地點集中在航空城特定區或眷村

改建及捷運沿線場站周邊等通勤便利地點。 

4. 本市府也有思考採政府代租代管或包租包管的方式，鼓勵民

間空餘屋可以釋出做社會住宅。這部分需要中央相關租賃稅

制的修法，提供誘因，可作為進階版的租金補貼政策，創造

更大效益。 

5. 依照桃園市現有土地供給與社會需求面，推估並規劃約 2 萬

戶的社會住宅，先期推動的八德及中路重劃區社會住宅（約

3,000~4,000戶），土地為與地政局合作整體開發、區段徵收，

採用協議價購而來的市有土地，剩餘的其他 1 萬多戶也都已

經列表規劃，如有需要，會後可再提供。但光是不含土地取

得成本的費用，就高達 100 多億，但市府的住宅基金才約

15~20 億/年，所以希望中央在補助的條件上，能夠更清楚的

設定申請條件與相對之可補助金額。 

6. 由於桃園的租金比雙北市更加優惠，且興建成本也較雙北市

便宜，以區域合作來看，桃園市將更適合做跨域性的社會住

宅供給，市府有意願積極配合。 

三、 提問三：氣候變遷下的流域治理，除了水利單位負責的「外水」

防洪，市區排水的「內水」管理也需地方及中央相關單位努力。

都市發展地區的土地利用管理、減低開發逕流量即顯得很重要。 

請問您，以土地使用或建物管理手段防止洪患淹水，貴市府府有

何規劃策略？對於「治水防洪」課題，桃園市是否與其他縣市有

跨域的課題或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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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摘要： 

(一) 土地使用管制手段 

1. 為提升都市地區防洪機能，本市針對整體開發地區，增訂相

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2. 為因應氣候變遷，提昇都市地區建築基地保水功能，參酌建

築基地應提都市設計審議之基地規模，增訂建築基地地下開

挖率之規定(例如：中路整體開發區、經國特區第一期開發計

畫)。 

3. 為提升都市保水性能，降低建築基地之實際開挖率給予獎勵

容積(經國特區第一期開發計畫)。 

4. 為增加雨水貯留及涵養水分避免開發行為造成下游衝擊，建

築開發行為應設置充足之雨水貯留滯洪及涵養水分相關設施

(中路整體開發區)  

(二) 建物管理手段 

1.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課題，國內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率先在 88

年 9 月 1 日推動綠建築標章認證制度，其中綠化量、基地保

水、水資源等三項評估指標，都有助於區域性的防澇。內政

部營建署進ㄧ步在 94年 1月 1日起規範ㄧ定規模以上建築基

地之新建行為應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

七章「綠建築」專章規定，採取促進建築基地涵養、貯留、

滲透雨水功能，及將雨水或生活雜排水貯集、過濾、再利用

之設計，復於 101 年及 102 年增訂沿海或低窪之易淹水地區

建築物得採用高腳屋建築，及都市計畫地區基地規模達 3 百

平方公尺以上之新、增、改建基地應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

之規定，顯見建築法規對於氣候變遷的管理措施，已及時做

出了對應。  

2. 土地私有化，使得行政機關無法阻止土地所有人對其管領土

地之開發利用行為，這是全國性的問題。以桃園而言，先民

在農業經濟時期闢築的陂塘，曾經多達萬口，連結起桃園大

圳及石門大圳灌溉系統，無形建構出桃園台地的防洪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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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近年來的土地開發行為，卻逐漸破壞了這個防災系統，是

這ㄧ代桃園人應該審慎面對的課題。桃園陂塘應該在現行的

土地管理制度中賦其兼具人文、生態、防災價值的新定位，

同時透過土地利用及建築行為管制，避免不當的開發破壞。 

3. 伴隨桃園的升格，今年 4 月 1 日都市發展局轄下新設建築管

理處，藉由建管處的執行經驗回饋(如本府主管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 17 條有關經本府指定應設置水資源回收系統、滯洪池

及雨水貯留設施規定地區之執行成效)，期能發揮整合土地使

用及建築管理政策的綜效，強化都市計畫治理的防災思維。 

(三) 水資源與流域總合治理 

1. 水資源利用與管理：翡翠水庫與石門水庫水源統一調度使用，

以因應災害時期供水問題。 

2. 河川流域的總合治理：大漢溪流域跨桃園、新北、臺北，應

以跨域治理「上游保水、中游減洪、下游防洪」之概念進行

流域沿線之土地規劃。 

四、 提問四：桃園市與北部都會區縣市間之跨域議題，是否有其他適

合納入未來「都會區域計畫」研擬內容之建議？另是否有中央區

域計畫可協助之處？ 

回應摘要： 

(一) 黃主秘 穗鵬 

建議全國區域計畫/ 都會區域計畫應有以下作為： 

1. 故其他縣市則可配合發展，這些都是產業分工與區域合作的

概念，也都需要中央擬具一致性的政策來執行。 

2. 須考量整體區域的人口活動、通勤需求。現況大台北發展已

飽和，間接產生高房價、生活品質低落等問題，是故有向捷

運、高鐵等交通沿線向外紓解發展壓力的趨勢，建議可在都

會區域計畫提出具體的指導原則，清楚描繪應達成目標或應

解決問題。 

3. 桃園市應為北部地區屬於「都市」性質的都會區域，尤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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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北部都會區域的重要發展腹地，有一定的發展需求必要性，

那在農業議題上面，如與南部縣市的農業土地一樣受到嚴格

的管控，似不合理。 

4. 面臨的議題部分：應先確定產業發展，才會有明確的居住、

交通規劃；環境資源與防災議題，桃園與大台北地區主要為

大漢溪流域 – 石門水庫、復興鄉的防洪治水議題；水資源

的整合運用（翡翠水庫與石門水庫），但區域規劃很難以單一

議題來討論，每個議題都有其關聯性，還請再多加考量，建

議區域計畫仍應以綜合性規劃來進行。 

5. 桃園都市核心區域較缺乏大型公共設施，如大型公園、體育

場館、博物館、醫學中心等區域級公共設施，未來為配合引

進大量居住人口，提供較優良之居住品質，應藉由北部都會

區域計畫整體規劃，將區域型公設優先選址於桃園地區，以

達區域平衡。 

(二) 住宅發展處 邱總工程司奕聖 

社會住宅之興辦除嘉惠當地民眾，也應包含從北北基至桃園就學

就業青年，屬於「跨區域性」之福利政策，應由中央與各地方政府共

同合作興辦，協助經費籌措與土地取得。 

 

(三) 黃主秘 穗鵬 

交通、住宅及防洪治水議題外，建議包含下列議題： 

1. 產業分工上下游整合:大台北地區以創新研發為主，大桃園地

區則以製造加工為主，應針對各縣市當中的驅動型產業，作

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進行跨域整合交流，整體考

量工業用地需求、彈性使用/利用閒置用地，統一處理違章工

廠，產生的群聚效應，帶動工業區發展，擴大產業競爭力，

進一步合作對外招商。 

2. 海域及河川資源的維護:台灣為海島國家，海域保護與防護，

成為近年來主要區域規劃議題，河川流域無法以行政區域切

割，應從上中下游作好河域治理及土地規劃，以永續台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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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海洋資源。 

3. 區域防災：救災醫療支援體系整合，促進都市防災規劃與地

區防災計畫相結合，建構一個跨域防救災中心，並整合區域

性醫療救護系統，提供完整的支援體系，以協助各縣市防救

物資與人力的調度，在未來的合作規劃上，將佔有一個重要

的位置。 

五、 提問五：「都會區域計畫」於計畫位階上屬全國區域計畫之一部

分，依國土計畫法(草案)或區域計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地方政府可依需求向內政部提案，但「都會區域計畫」仍由內政

部擬訂。 

回應摘要： 

(一) 黃主秘 穗鵬 

1. 現有的各區域平台，欠缺一定程度的法令位階與指導性，也無

經費、組織、職權，使得現有的區域平台除了有整合規劃的困

難，其平台討論的共識與計畫，也因不具法定效力，而使得共

識計畫都再次面臨地方議會的質疑與挑戰，但依照區域計畫法，

內政部得依法成立「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卻遲遲無相關行動，

都間接降低全國區域計畫與地方區域計畫的指導性。若已無建

置「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的需要，則建議可建立相似的機關

或機制，提供常態的合作平台、編列預算、賦予一定的法定位

階，進行管考與評核。 

2. 目前國土計畫法(草案)及區域計畫法條文修正(草案)強調區域

治理之概念，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商

有關機關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

市、縣（市）政府亦得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

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草案規定都會區域計畫規劃方式，其希望經由縣市政府充分討

論、溝通，提出地方需求而形成都會區域計畫提案，可針對跨

域、跨縣市政府急迫性議題得到討論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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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擬定機關為「內政部」雖可避免地方資源競爭問題，惟若

議題涉及中央主管機關管轄範圍及中央政策性計畫，其意見與

地方政府衝突時，如核電廠設置、焚化爐設置、高污染產業園

區、水資源分配等議題，則難以取得共識，計畫將無法有效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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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7：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訪談紀錄 

壹、時間：104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貳、訪談地點：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參、受訪者：陳信良專門委員 

肆：採訪者：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石榮豐、馬瑩珊 

伍、訪談內容摘要 

一、 提問一：本研究認為北部都會區之都市人口密度、通勤運輸等課

題應跨域整體規劃，尤其即將完工的機場捷運也將為都市空間帶

來改變；同時，目前臺北市也正進行多項大型的空間規劃案，與

「首都生活圈」發展密切相關。 

從上述面向，請問您對於「都會區域計畫」做為縣市區域計畫及

都市計畫之上位指導內容，有何建議？ 

回應摘要： 

（一） 台北科技走廊從南港經貿園區、基隆河截彎取直大小彎之工業

區、內湖科技園區、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到關渡工業區，估計

總產值可達 4~5 兆，但該產業聚集如果僅是島內移動而非整體

經濟成長，可能對整體國家發展沒有太大的幫助，但如果產業

發展是透過國家發展整體戰略來佈局，就可以避免國內地方資

源錯置或相互競爭的問題。 

（二） 相較國際幾個大城市，台北市的規模相對較小，所以至少需要

和新北市密切合作，才有足夠的人口、土地與其他資源來與國

際競爭。 

（三） 以倫敦計畫為例，2000 年以前英國的發展是資源平均分配至

各地方政府，1999 立法通過成立大倫敦政府（The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GLA）以後，政策轉而將資源集中在倫敦

市中心及其周圍大倫敦地區，以城市競爭力作為整體區域發展

的主要戰力。 

（四） 因此臺北市的發展應可以再更有效率，TOD 其實做的還不夠，

因集中發展可避免都市過度擴張，也可以使能源應用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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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碳排放量。但哪裡應該集中資源發展，那裡需要分散，此

議題牽涉不同相關單位及地方政府的意見，建議仍應有上位計

畫出面整合指導。 

（五） 跨域的發展需有綜合的考量與發展願景與輪廓來形成計畫內

容，例如，基隆河廊帶的發展，涉及北臺灣產業轉型與用地的

需求，對於是否需要延伸捷運線至基隆，也應該從區域及國家

發展的整體戰略考量評估。畢竟資源有限，捷運興建費用將影

響其他國家建設，未來都會區域計畫即可扮演資源整合與有效

分配的角色。 

二、 提問二：目前市府提出四年 2 萬戶、八年 5 萬戶的公共住宅推動

目標。本研究建議北部都會區之社會住宅供給，應於首都圈進行

整體規劃。請問您/貴局對於在都會區域計畫中，研訂「社會住

宅」供給或發展原則之看法？縣市政府是否能據以推動？另外，

對於目前推動的公共住宅，就推動目的、規劃地點與土地使用配

合事項，請您提供意見。 

回應摘要： 

（一） 目前臺北市的住宅問題是供給跟不上需求的增加。公共住宅和

社會住宅定位相異，公共住宅偏向青年住宅出租單元，但社會

住宅乃社會資源的一部分，目的在協助弱勢家戶。目前台北市

訂下 4 年 2 萬戶的目標，希望透過不斷地滾動修正，逐漸調整

政策方向以補足落差。社會住宅推動在現有資源不足的情況下，

也暫輔以多元取得、協助租屋等方式進行。 

（二） 贊同研究提出的從都會區域發展的角度，對區域的住宅課題提

出看法與對策。目前大臺北發展方向可能會是：台北市捷運周

邊(第 1 圈) (第 2 圈) (第 3 圈)

的模式。臺北市是最適合以 TOD 發展住宅的地區，但也可能會

影響其他周邊縣市的房市、住宅政策，且因住宅規劃須綜合考

量與人口移動相關的各項議題，如交通、產業、文化、教育、

醫療等，故對於相關條件的分析與發展限制，仍應有跨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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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指導計畫。 

（三） 住宅需求如果可以被滿足，房價不會是主要的問題，房地市場

本身就有其調節機制，會不斷地滾動修正，若政府強力干涉房

地市場問題，甚至要控制房價，其結果不一定是正面的。所以

建議住宅課題應優先處理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以及滿足社會住

宅的需求，先達到最基本的要求，並藉由市場的自然調節機制

讓房地市場穩定下來，若有不足，再透過政府強制力來導正。 

三、 提問三：氣候變遷下的流域治理，除了水利單位負責的「外水」

防洪，市區排水的「內水」管理也需地方及中央相關單位努力。

雙北市轄內的淡水河流域在「外水」的防洪工程幾已無新增空間，

故對於市區內的土地利用管理、減低逕流量就顯得很重要。請問

您，以土地使用或建物管理手段防止洪患淹水，貴府有何規劃策

略？另是否有跨縣市因應的課題或對策？ 

回應摘要： 

（一） 流域治理應該從降低脆弱度、提升城市韌性與氣候變遷調適可

以處理。各縣市過去都有提案計畫、配合中央的政策綱領做指

導原則。然而問題在於如何落實於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應儘

量減少最後剩下填報計畫相關的管考表格。 

（二） 流域從上、中、下游的集水、保水、排水，是否要有專責單位

負責或回到各縣市政府執行，沒有特別意見。重點還是在於：

應該有哪些事情要做，有沒有資源可以提供協助？若未來在若

區域計畫有方向性的指認以及各縣市的合作共識，則各縣市也

比較容易接手後續的工作推動。 

（三） 社子島都市計畫完成後要環評、區段徵收作業才能開發建設。

目前柯市長想從過去 11 年提前到 8 年完成，前任市府已經公

告主要計畫，細部計畫送環評後有問題，故修正目前的三個方

案，設計 i-voting 有民眾投票。高保護的 200 年防洪標準仍

是存在的，過去環評主要問題在於土方的處理，人居需填土到

8.15 公尺高，前次設計需要 1600 萬立方以上的土方，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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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土方已經有下修，約 240-880 萬立方，但後續仍需要通過

環評，八年要完成仍有很大挑戰。 

四、 提問四：「都會區域計畫」於計畫位階上屬全國區域計畫之一部

分，依國土計畫法(草案)或區域計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地方政府可依需求向內政部提案，但「都會區域計畫」仍由內政

部擬訂。請問您對於「都會區域計畫」推動機制有何看法與建議？ 

回應摘要： 

（一） 目前台北市有參與的合作平台，有雙北論壇、北台區域發展推

動委員會以及首都生活圈公共住宅規劃等。 

（二） 一般跨域合作的計畫推動，其成效多與首長的決心有關，例如

以往從經建會由上而下推動的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為例，是中央

先有明確的指導與補助原則，地方再配合推動；若是由地方政

府由下而上推動較為成功的例子，則可參考自行車路線串聯計

畫為例，先進行縣市盤點、找出 26 個斷裂點，各縣市逐一討

論形成共識，包括計畫內容、如何分工、預算編列、時程安排

等。 

（三） 跨域合作若由地方政府由下而上推動，相較下會比較辛苦，缺

乏常態的管考或監督機制、專職人員、經費等來維持計畫的穩

定性。 

五、 提問五：對於推動住宅、運輸、治水防洪等工作，是否有中央（全

國或都會區域）區域計畫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協助之事

項？ 

回應摘要： 

（一） 由於現在國家發展最缺乏的是分析統整、協調與進行決策的單

位或平台，建議區域的綜合計畫應有專業團隊協助，因單一部

門的思維恐怕不夠全面，市府體系的綜合規劃單位原先賦予這

部分的任務，但目前能量不足。若可由專業單位規劃較具機動

性與彈性，並可與相關縣市政府、中央部門或單位維持密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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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也有助於資料與計畫的統整。例如：目前首都圈的整體住

宅供需分析相關資料就很缺乏。 

（二） 地方發展上各單位很容易就部門觀點、各司其職，處理某議題

的特定面向，所以若沒有綜合性的空間計畫引導，容易發生政

策上的衝突或資源錯置的情形。 

（三） 建議未來都會區域計畫應有編列常態性人員、經費、資源來形

成穩定的計畫，若無法一次到位，則建議先行處理資料庫問題，

無論是以 Big Data、雲端，先盤點彙整形成完整的資料庫，

而需要的資料則可參考都市計畫分析的數據項目，資料經過分

析成為資訊，才可能形成區域發展的願景。 

（四） 解決重要議題的方式有許多種，比如解決交通的問題並非一定

要透過交通建設，也可透過其他建設來吸引或疏散人潮，而這

些都需要有完善的資料分析，了解問題真正的癥結才可以做到，

因此也建議國家發展需要一個智庫和資料庫來支撐，用多面向

的思考，提出多元有效的處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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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8：實踐大學建築系訪談紀錄 

壹、時間：104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00 分~5 時 30 分 

貳、訪談地點：實踐大學建築系辦公室 

參、受訪者：林盛豐副教授 

肆、採訪者：計畫主持人義守大學 鄭安廷副教授、國土規劃及不動

產資訊中心研究員 石榮豐 

伍、訪談內容摘要 

一、 全國性的、重要的部門計畫的介面整合，需全國性的空間計畫
出面整合，但全國性的空間計畫目前有政策、指導原則，但仍
欠缺相關部門全國性的圖資整合，造成介面難以處理與對接。 

二、 全國性的空間計畫如何規劃得出？國土規劃需要解決各部門
間的矛盾與衝突，實際在政治運作上是由行政院院會或國發會
委員會解決，需要 Diagram 加上政策宣示(Policy Statement)
的國土計畫。 

三、 建議都會區域計畫聚焦處理與都會區競爭力有關的主要大型
建設計畫，例如：三環三線、松山機場遷移等問題，因為跨域
型的基礎建設是中央需要做、地方也仰賴中央做的重點
（Top-down）。如：跨域性的供水、能源、交通建設等，同時
需輔以 Technical Report 的支持。 

四、 都會區計畫應關注包含：水、電、鐵公路系統、住宅(北部)、
資通訊佈建、因應人口老化的基礎建設及公共設施等課題，相
關建設並應納入土地需求的檢討。 

五、 可針對以下兩點扼要論述「都會區域計畫」主要任務： 

（一） 基於都會區域競爭或永續發展目的，需針對跨域性的基

礎建設、公共設施需提出綜合性的都會區域計畫。 

（二） 相關部門若提出涉及跨域性的計畫，需與其他介面整合，

包含：跨縣市、跨部門及中央與地方間的介面整合。 

六、 建議應強化行動方案規劃時的可行性評估，例如：制度可行性、

法律可行性，以及財務可行性（財務規劃：交代財務構想、預

算需求、未來預算如何支應）。 

七、 有關由上而下（top-down）與由下而上(bottom-up)的兩種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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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形成機制，建議對於該機制的啟動者、草擬者、審議者與衝

突協調者可進一步釐清。  

八、 強調「規劃」(Planning)的專業： 

（一） 經由各部門資訊整合後得出的「最佳化」結果，是衝突

協調與矛盾整合。 

（二） 應該做的是：在政治決定前就先「提案」，例如應該鼓勵

北、中、南部的核心都市積極與周邊縣市研訂都會區域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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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歷次審查會議紀錄暨意見回應表 

附錄 3-1：期初審查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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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審查意見回應表 
項

目 
審查委員意見 規劃團隊回應 

一、  許志堅委員： 

(一)空間規劃之層級及目的，係為指導

資源有效分配與建設，以落實土地

使用有秩序發展。臺灣空間計畫層

級包含國土計畫、區域計畫、都會

計畫、都市計畫主要及細部計畫等

相當多，計畫如未與政府組織相結

合，後續計畫之執行將不易推動。 

(二)期初報告書第 27 頁，現在的區域

劃分與日治時期五州三廳似乎沒

有太大的差異，背後的原因可能就

是因行政體制，演變其空間發展模

式。所以都會區域計畫如沒有都會

型政府（如大倫敦計畫），機關間

之夥伴或上下關係相對較難。雖臺

灣要擬定都會區域計畫之工作很

難，但多一計畫指導也很好，且該

計畫一定要有部門計畫間之相互

協調。 

(三)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為

例，自 92 年起開始進行跨域合

作，北臺 8個縣（市）政府研提 8

個議題，每個議題皆以北臺區域為

考量，提出各縣市想法並共同將問

題彙整，再向中央政府爭取預算，

在行政執行上很值得學習，但如屬

大型計畫，也很難透過此平台進

行。 

(四)本人曾建議將議會系統納入跨域

平台，係考量大型或長程計畫，預

算方面除爭取中央政府補助經費

外，地方預算如未經議會審查通

過，就算結盟也難以推動。 

(五)都會區域計畫因牽涉政府組織與

地方自治事項等問題，執行起來相

對辛苦，但仍可推動進行，並建議

以漸進式方式進行。現階段最好的

工具是財務誘因，為推動縣市合作

與都會區域計畫，優先補助跨縣市

合作的計畫，且涉及越多縣市之計

畫越優先補助，即越多縣市提出之

議題，中央政府應更加重視，以促

進合作及解決共同問題，並避免地

方互相爭奪資源。 

(一)敬悉。 

(二)敬悉。 

(三)敬悉。北臺區域合作模式已納入本

案研究。 

(四)敬悉。 

(五)敬悉。將納入後續研究參考。 

(六)敬悉。已納入本研究，請參考期中

報告第八章內容。 

(七)敬悉。將納入後續研究參考。 

(八)敬悉。將納入後續研究參考。 



附錄 3-14 

 

(六)都會區域計畫以議題方式來擬

訂，個人也贊成，但如何將議題找

出，北臺議題很多在部門計畫內。

而部門計畫與區域計畫、地方政府

間之相互溝通與回饋較為不足，故

建議跨域議題之提出，宜以整體區

域的競爭力及優勢進行考量。 

(七)個人認為雙機場及雙港議題之爭

議不大，因縣市都希望共同對外發

展，推動執行較不會有問題；至於

交通整合、水資源的分配、因應氣

候變遷的空間調適策略及限制發

展地區補償機制等，是需要上位計

畫的指導，從區域資源角度來解

決，故部門計畫相當重要；另外，

住宅議題若由地方政府與都會區

域計畫來處理，我認為影響有限，

但如透過整體的交通計畫、土地資

源配置來重新考量，也許可以解

決。 

(八)本案如參採其他國家相關計畫與

機制的發展經驗，建議將規劃後續

的支援體系、政府組織財務計畫、

人員配置及推動機制等，再作詳細

的研究。因都會區域計畫之擬訂，

光計畫體系不夠，尚需透過行政程

序，將國發會及各部會共同參與討

論，因為僅由營建署的規劃體系努

力，實務進行會較緩慢，在現行地

方自治體制下，許多規劃理想也無

法達到。建議本案除了計畫層次，

也需與後續推動機制連結，而本案

提出的問題導向，也是一種可行的

方式。 

二、  劉玉山委員： 

(一) 臺灣的空間規劃從過去的 7 個區

域變成後來的 4個（北、中、南、

東）區域，其區域數目或空間規

劃可考慮調整，以前經合會時規

劃 7 個區域，當時蔣經國院長曾

作政策指示區域數目太多難以協

調，區域數目應減少，並透過區

域規劃將北部的人口、產業往中

部移動，西部的人口、產業往東

部移動，故後來經研究將 7 個區

域調整成 4 個區域，亦有考量當

時高速公路陸續興建完成後縮短

車程等因素。而目前高速鐵路興

(一) 敬悉。 

(二)敬悉。 

(三)「都會區域計畫」仍以目前區域計

畫法系為依據，後續若國土計畫法

通過則可配合國土計畫法修正調

整。 

(四)敬悉。 

(五)敬悉。後續相關資料將與委辦單位

透過工作會議確認，必要資料則再

透過行文索取。 

(六)敬悉。納入本案後續研擬機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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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完成後，通行時間就更短，臺

灣西部地區已形成一日生活圈，

因此空間區域範圍可考慮於適當

時間進行調整，也將影響都會區

域的範圍。 

(二)簡報第 17 頁提到國內都會區域的

推動經驗與相關研究報告，其實民

國 50 多年也曾擬訂「臺北基隆都

會區域計畫」，當時該計畫係送內

政部審議，行政院於 58年 5月 28

日核定，計畫範圍涵蓋基隆、臺北

29鄉鎮、桃園 13鄉鎮，面積計有

3,768平方公里，作為該範圍內之

人口分布、土地使用及都市發展的

指導原則，亦規劃有新社區及新市

鎮之範圍。雖當時尚未有區域計畫

法，只有都市計畫法，但考量基隆

與臺北關係密切，仍以該區域為範

圍研擬空間計畫。至於目前區域計

畫法與國土計畫法（草案）都有提

到都會區域計畫內容，但對於規

劃、審議、核定、實施機制等似尚

未有規定，所以在法令不足情況

下，目前都會區域計畫也只能以議

題研究方式進行跨域合作。 

(三)本案擬訂一都會區域計畫，但就目

前缺乏法效力的情況下，可能與

58 年「臺北基隆都會區域計畫」

的計畫效力相同，僅具協調功能。

因此，在沒有相關法源下，該如何

擬訂計畫，或須配合制定或修訂哪

些法令使後續計畫推動較為可

行，應併同研議。 

(四)依照目前的 4個區域計畫，東部及

離島地區分別訂有建設條例，已有

法源依據，所以其餘西部 3 個區

域，可考慮在北部區域計畫範圍

下，探討北部都會區域內容，因北

部區域計畫是法定計畫，具有法效

力，同時亦可考量制定都會區域計

畫法或加速推動國土計畫法，使其

有法源依據。 

(五)因擬訂區域計畫常有資料不足問

題，尤其是經濟及產業面的發展需

求，故有關國土資訊系統之建置，

建請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

協調推動，就資料不足部分進行檢

討，請相關單位予以更新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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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建設如沒有計畫進行整體研

議，很難凸顯出問題，以臺北松山

機場遷移為例，如沒有都會區域計

畫，很難凝聚共識。未來都會區域

計畫如須報請行政院核備，其相關

建設經費如何編列，是否也納入本

次研究內容。另臺灣要成立區域政

府不太可能，除非行政轄區配合調

整。 
三、  賴宗裕委員： 

(一) 區域計畫體系由以往 7 個區域調

整為 4個區域，兩年前又整合為 1

個「全國區域計畫」，同時亦推動

地方政府自擬地方區域計畫，故

空間計畫體系調整為全國區域計

畫及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兩層級；且另有功能性計畫，包

含特定區域計畫與都會區域計

畫；又依區域計畫法規定，其他

經內政部指定之地區，亦可擬訂

區域計畫，如桃園航空城計畫。

故在目前區域計畫的體系下，應

先思考都會區域計畫是以目標或

以議題為導向進行研究，依期初

報告內容係以議題導向，建請補

充論述其原因。 

(二)建議補充說明都會區域計畫之定

位與功能，因都會區域計畫的定位

不同，將影響上位的全國區計畫與

下位的地方區域計畫之間的關

係。又都會區域計畫如屬指導性計

畫，是否會與同為指導性的全國區

域計畫產生重疊，抑或各有不同指

導內容，故建議先釐清都會區域計

畫之定位，並說明究竟以議題或以

目標為導向，後續才可討論都會區

域範圍如何界定。 

(三)期初報告第 5頁及 60頁標題，雖

然是都會區域計畫的定位，但內容

並不清楚，建請補充。另第 64 頁

又提到依功能型界定都會區域範

圍，故都會區域計畫範圍，究係應

以議題型、功能型或行政型來界定

較為適當，建議再予釐清；並於都

會區域計畫定位、功能、範圍確定

後，再探討都會區域計畫之內容、

項目、推動實施及組織、是否須配

合修訂相關法令等。另建議本案可

(一) 敬悉。已納入本研究，請參考期中

報告第六章第三節內容。 

(二)敬悉。已納入本研究，請參考期中

報告書第二章內容。 

(三)敬悉。本案現階段已確認都會區域

範圍將以議題為導向，請參考期中

報告第二章、第五章第七節、第六

章第三節、與第八章內容。 

另本案原則上仍以區域計畫法體系

為基礎，與國土計畫法之銜接與轉

換機制則建議另案研究。 

(四)相關內容已修正至各章節內容中，

並已調整章節架構。 

(五)敬悉。 

(六)敬悉。目前已鎖定交通、住宅及至

稅防洪為主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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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就未來國土計畫法公布施行

後，如何配合進行計畫銜接與轉換

之機制進行研究。 

(四)各章節內容應凸顯其重點，如報告

書第五章第 60 頁，章名與內容不

符；第三章第 15 頁，請補充國內

案例選擇之理由、與本案關聯性及

可供本案具體參考之內容；第 35

頁北、中、南都會區域課題整理，

應再思考都會計畫的定位，因定位

不同，議題處理內容也不同；第

31 頁環境保育成長管制線及第 53

頁美國成長管制線，究涉都會區域

或特定區域計畫，如屬特定區域內

容者，應納入特定區域計畫內容。 

(五)都會區域議題，建議應與全國區域

計畫及地方區域計畫之議題有所

差異，並與特定區域計畫議題區

別，反而可限縮研究範圍及強化本

計畫內容。 

(六)都會區域計畫多以經濟產業發展

或重大建設之議題為導向，並建議

都會區域計畫可有一核心議題，如

提升經濟產業競爭力，以避免議題

過度發散。 

四、  國家發展委員會： 

(一) 請教委託單位未來都會區域計畫

內容為何？另都會區域計畫可否

與重大建設進行連結，即以跨域

的重大建設擬訂都會區域計畫，

或如航空城區域計畫，進而指導

土地資源配置。 

(二)國土計畫法（草案）雖訂有都會區

域計畫之定義及擬定機關，並於第

8 條說明欄規定都會區域計畫應

載明事項，但內容尚未明確，故建

議本案可就都會區域計畫為達跨

域、整合、指導等目標，需研擬哪

些內容提出建議。 

(三)報告書第 64 頁的範圍界定，建議

臚列客觀的數據指標，如人口成長

規模或產業通勤到達什麼程度就

可擬都會區域計畫。另建議可由上

而下及成長量的概念，研究全臺灣

應劃為幾個都會區較為適宜。 

(四)營建署於擬訂都會區域計畫後，如

何與國發會之國家建設總合評估

計畫產生連結一節，國家建設總合

(一) 都會區域計畫為全國區域計畫的

一部份。其將補充全國區域計畫與

地方縣市區域計畫之間的不足，以

整合協調跨縣市空間的發展及土

地利用。 

(二)敬悉。 

(三)受限於跨縣市的資料取得，定量的

客觀指標認定較為困難；本案初步

以定性的方式建議應研擬都會區域

計畫之原則，初步判斷西部走廊可

研擬三個都會區域計畫。 

(四)敬悉。將納入本案後續推動機制之

研擬。 

(五)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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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計畫只是中長程建設計畫先

期作業之一環，故地方政府依據該

平台申請補助計畫，因計畫僅為整

體計畫ㄧ部分，致分配到的資源相

當有限。但如都會區域計畫擬訂

後，因本會也很鼓勵跨域整合型計

畫，目前先期作業每年提撥 10%經

費作為政策引導型計畫，是可考量

未來經縣市及部會整合之都會區

域計畫，即屬於政策引導型計畫，

可優先予以補助。另外，建議本案

也可研究都會空間發展計畫如何

與國發會的先期作業整合，將計畫

與財務誘因予以連結。 

(五)目前國發會推動國家地理資訊系

統建置的 10 年計畫，目的為進行

資料建置與系統整合工作，後續還

有 open data、智慧國土等相關計

畫。 

五、  城鄉發展分署： 

(一) 國外案例包含英國、美國及日本

的內容，英國與法國為大型區域

政府，較不太適用於臺灣，相對

來說日本與美國案例會較為適

合。 

(二)法制面牽涉到都會區域計畫的定

位，依區域計畫法規定，未來都會

區域計畫須經區委會審議通過，納

入全國區域計畫，故都會區域計畫

較像是部門計畫，計畫位階在上位

全國區計與下位地方區計之間，應

涵蓋縣市區域計畫未有考量之跨

域計畫內容，也不會涉全國區域計

畫。 

(三)都會區域計畫之定位方面應會跳

脫行政區範圍，而以功能與機制面

來考量。另以大巴黎計畫為例，該

計畫以氣候變遷調適與環境保護

為功能定位，故大巴黎地區內的其

他計畫亦應依循大巴黎計畫擬定

原則，提供本案參考。 

(一) 敬悉。 

(二)敬悉。 

(三)敬悉。納入本案後續研究參考。 

六、  桃園市政府： 

(一) 僅由全國區域計畫指導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確實不足，是

擬訂都會區域計畫有其必要，可

透過中央整合各縣市資源。 

(二)過去中央曾將桃園歸屬於桃竹苗

地區，但新竹與苗栗如有高消費需

(一) 敬悉。 

(二)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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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仍往臺中或臺北移動，且相關

建設也未予連結。所以就實質發展

上，不論人口活動、地理環境、公

共建設的連結（空港、臺北港與捷

運系統）、水資源（大漢溪流域）

及國際競爭優勢等因素考量，桃園

與大臺北地區較有關聯性，故建議

與大臺北整合進行都會發展相關

規劃。 
七、  臺北市政府： 

北臺八縣市自 92 年開始成立北臺區域

發展推動委員會，建立合作平台進行跨

域協調。報告書有關案例部分，英國成

立區域政府，在執行運作上更能職權統

一，而目前臺北市正積極推動首都圈生

活型態，類似北臺八縣市運作模式，相

關跨域合作內容或執行方式等經驗，希

望可提供本案參考。 

敬悉。後續再請貴府提供相關資料予本

案參考。 

八、  主席許署長文龍： 

(一) 擬訂都會區域計畫有其必要性，

且國土計畫法（草案）或區域計

畫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皆訂有都

會區域計畫相關規定，可作為直

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涉及跨

域之空間規劃指導。 

(二)都會區域計畫如有強制性，將由主

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研擬相關內

容後，報請行政院核定；都會區域

計畫如未有強制性，可否視縣市政

府意願由兩個以上縣市自擬區域

計畫，如雙北市可否自擬雙北市區

域計畫，但仍應依循全國區域計

畫。該問題請作業單位協助說明。 

(三)都會區域計畫範圍，建議以行政區

域範圍為基礎，再加上所有重要議

題的影響範圍。 

(四)為達到都會區域計畫之可行及效

益性，相關建設經費、協調平台或

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等，建議可就

不修法或修法情況下如何達成才

有實效進行研究。 

(一) 敬悉。 

(二) 敬悉。 

(三) 敬悉。 

(四) 敬悉，納入後續研究參考。 

 

九、  行政院環保署（書面意見） 

(一) 除「全國區域計畫」、「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外，倘再增

加「都會區域計畫」之層次，各

計畫間宜有管制或指導重點之區

隔，以發揮實際效益。 

(二)承上，建議就「垃圾聯合處理」、「空

(一) 敬悉。都會區域計畫即欲解決全國

區域計畫與縣市區域計畫無法處

理之跨域、跨空間議題。 

(二)敬悉。將與委辦單位後續討論是否

納入都會區域計畫之議題探討範

疇。 

(三)依區域計畫法為內政部。都會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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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總量管制」、「水污染聯合整治」

等環境相關跨縣市議題，評估有無

納入「都會區域計畫」之可能。 

(三) 「都會區域計畫」研提機關為

何？ 「都會區域計畫」實際管制

效力為何？建議敘明。以淡北道

路環境影響評估結論撤銷之最高

行政法院判決為例，即以未考量

「國家重要濕地保護計畫」與「永

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為由撤

銷，故未來倘增訂「都會區域計

畫」，有必要於計畫內容敘明其實

際管制或指導效力，釐清個別開

發行為是否可能與該計畫有顯著

不利之衝突或不相容之情形，以

避免未來計畫區內開發行為有漏

未評估該計畫之情事再次發生。 

計畫為全國區域計畫的一部份，因

此依法其管制或指導效力仍來自於

區域計畫法及全國區域計畫。 

十、  規劃團隊回應(協同主持人江瑞祥) 

(一) 推動上雖牽涉規劃、治理、審議，且三者密不可分，但本案應著重在規劃

部分，並尊重現有其他法制基礎，審議部分應由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組織

來處理，惟該組織仍未成熟，還需要努力，而最後預算部分則應回到國發

會的財務機制去申請。 

(二)本案在空間規劃上，建議以議題導向為主，因為都會區域是一個有機體（生

命體，會因時間、空間而變化），但不排斥調整成以目標導向為主。 

(三)推動上因為都會區域計畫為一個指導性的計畫，主要處理跨域問題，本團隊

未來擬將都會區的核心議題，再細分成共通性及因地制宜性來探討。 

對於各位先進的建議，本團隊皆虛心接受並補充。 
十一、  規劃團隊回應(協同主持人戴秀雄) 

(一) 由於都會區域計畫的定位在招標文件中已有清楚說明，且都會區域計畫依

法為全國區域計畫或國土計畫的一部分，所以其法律效力沒有問題，加上

這是本案一開始預定的框架，因此本團隊報告時並沒有加強討論這部分，

故在此補充說明。 

(二)由於都會區域計畫究竟是 comprehensive（全面的）還是 functional（功能

性的）計畫，同時牽動計畫範圍的定義，加上本案目的並非是擬定都會區域

計畫，而是制訂一份 guideline（操作手冊），因此本團隊希望能夠謹慎一

點，避免過度主觀的認定都會區域的定位與應處理的議題，因此希望可以透

過專家學者座談會，有待相關機關、單位、專家、學者、委員等，共同討論

再來決定。加上都會區域議題的方向過於繁雜，像是公共設施的基本問題，

人口流動的住宅問題，且重大建設也與公共建設有關，並非擬定都會區域計

畫，而是 guideline（操作手冊），並訂 4 月上旬召開第一次座談會，以凝

聚各方意見、限縮議題方向。 

(三)如同各位委員所說，計畫本身問題不大，而是 supporting system（支援系

統）的問題，目前營建署正進行區域計畫法部分條文修正，但若要解決計畫

的職權問題，一定須進行修法，且非僅區域計畫法，還包括行政區劃等相關

法規，這部分還需再與委辦單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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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作業單位本案委辦補充說明（蔡科長玉滿） 

(一) 都會區域計畫為全國區域計畫的一部分，不論是專章或附冊方式呈現，依

法定程序都由內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備案。 

(二)相對於國土計畫法草案，區域計畫法或計畫書內，對於都會區域計畫的內容

都較少敘述，因此營建署目前配合研擬修正區域計畫法部分條文，行政院已

於 103年 1月 27日送立法院審查，立法院並已交付內政委員會審查。 

(三)本部 102年 10月 17日公告實施之全國區域計畫，為全國一致性之土地使用

指導原則，但由目前執行經驗來看，地方普遍反映全國區計對地域的指導性

不足，因此本署規劃推動本案，希望透過都會區域計畫來補足上位計畫的指

導功能，尤其針對地域性的空間指導進行改善。而計畫發揮的功能，與後續

推動機制有關，區建會的主要功能在協調、促進並推動區域建設計畫，且相

關部門建設之主管機關，也應配合區建會建議，編列預算執行，這是本案在

組織及推動的構想。 

(四)都會區域計畫並非綜合計畫，而係探討幾項較為重大的跨域發展議題將問題

臚列出來，研擬對策之後，請相關部會編列預算，因此都會區域計畫會較像

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提列相關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再依現行預

算申請機制編列相關經費。 

(五)本案為委託研究案，目的在釐清擬訂都會區域計畫的必要性，及都會區域計

畫的規劃與程序等。而本案結案後，營建署也將依照本案的建議與內容，進

行都會區域計畫法定計畫之擬訂與相關作業。 

(六)議題的選擇上，後續將透過專家學者座談會來凝聚共識，而目前議題的選

擇，以地方區域計畫、部門計畫、都市計畫等計畫或地方單位無法解決之議

題為主，並於議題確定之後再來界定都會區域計畫涵蓋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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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案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時  間：104年 8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本署 1樓第 105會議室 

主  席：洪主任秘書嘉宏 林組長秉勳代     記  錄：望熙娟 

出列席人員：略，詳后簽到簿。 

簡報內容：略。 

壹、決議： 

一、本案期中簡報原則同意，並依契約及工作計畫書之預定進度與工作項

目儘速辦理後續事宜。。 

二、本次會議專家委員及機關代表所提意見（詳附件），請受託單位詳實

記錄及整理處理情形回應表，並於工作會議就重要事項討論確認。 

貳、臨時動議：無。 

叁、散會：12時。 



附錄 3-23 

 

附件  與會委員及機關代表發言意見摘要 

一、陳委員彥仲 

(一)範圍劃定 

1. 建議釐清臺灣需要幾個都會區域計畫，此與部門及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的整合有關。 

2. 都會區域計畫的功能是什麼，都會區域的定義尚無明確界定，本案

提到的功能性分區，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定義可能就不同，意見如下： 

（1）治水防洪的區域範圍應是以流域為主，但由於跨越行政區，必

須面臨收集資料的困難，雖然個人認同以功能分區來定義都會區

域範圍，但實務執行可能會遭遇困難。 

（2）運輸的功能性分區，但以時間或空間距離定義的功能分區便不

同，有實際操作的困難。 

（3）如考量實務執行的方便性，個人建議以行政區域作為都會區域

範圍，因資料收集方便，這是不得已並非最好。 

3. 不管是mega city或city–region，都會區域計畫可確定的特性就是

「跨域」，但都會區域應是多核心，有層級概念，所以必須思考都市

形成的原因及都市間的階層關係。從都市計畫人口數來看能了解現

有臺灣都市的階層，最大城市是第二大城市的2倍，是第三大城市的

3倍，是第四大城市的4倍，全部加起來就2,300萬，並從這可推估都

會區域應有數量。 

4. 若從人口階層來看，臺灣的都會區域大概就是北部、南部、中部，

因都會區域會對應縣市區域計畫，所以需要地方政府的認定及具體

的範圍劃定。 

(二)目前區域計畫的問題 

1. 中央政策的不確定性，所以直轄市、縣（市）政府擬訂其區域計畫

時會面臨環境敏感地區劃設、政策環評、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等問

題，建議中央政府應有規範；又區域計畫辦理時程冗長，甚至受到

政黨輪替影響，喪失應有效率。 

2. 不同部門間的溝通協調不易，受各單位本位主義影響及主管專業不

同，於資料取得或整合上，都造成執行困難，建議各單位應主動協

調及適度配合檢討修正相關法規。 

(三)如何啟動都會區域計畫 

目前各級區域計畫的規劃與審議進行得相當困難，建議可先模擬都

會區域計畫可能發生的問題，惟全國區域計畫已公告實施，若要辦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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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修正或變更較有難度；但若由營建署指定某區域擬訂都會區域計畫，

僅涉行政機關與計畫內容。 

(四)都會區域計畫有下列特性： 

1. 都會區域計畫為帶動型計畫，應有全國帶動性產業作為基礎，並思

考如何影響都市空間發展及提升競爭力。 

2. 應有獨立對外的門戶，以帶動區域內部的產業。 

3. 都市層級的建立，哪些地區為核心與次核心區域 

4. 區域內應有自給自足的維生系統，包括水電能源及考量永續發展。 

二、賴委員宗裕 

(一)擬訂都會區域計畫之程序 

建議有下列事項要處理：1.都會區域計畫的推動單位、2.通盤檢討

的時機、3.指導的功能定位、內容項目及方式、4.跨域範圍之訂定與計

畫定位有關、5.跨域計畫如何與地方首長協調，其中包括協調內容、相

關權責事項、經費來源、工具與財務編列、法令適用及是否須進行修法

等、5.各級政府的角色定位及短、中、長期應辦事項等，以上報告書已

有部分相關內容，但建議可再予補充。 

(二)定位 

若將都會區域計畫定位為議題導向，且為補充全國區域計畫的不足，

就應了解全國、都會、地方各級區域計畫之間的關係，並具體指出全國

區域計畫不足的內容，才可能真正具有指導性與補充性，但本案未見有

相關論述內容。又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已涵蓋許多面向（如新北

市區域計畫），都會區域計畫如何補其不足?以避免與其他層級計畫有疊

床架屋之虞。 

(三)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項目 

依期中報告內容，係以議題銜接部門計畫內容，並定位為功能性計

畫，按都市計畫法第 13條有關聯合都市計畫規定，頭份鎮與竹南鎮為解

決某特定議題而實施聯合都市計畫，即為功能性計畫範圍的案例，並非

以行政區為範圍。但若本案為議題導向式計畫，是功能範圍不是行政區，

如何與部門性的計畫連結?建請釐清；另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項目如何形

成，並未有相關說明，亦請補充。 

(四)方法論 

期中報告第 58 頁提到策略性規劃，因策略性規劃屬於短期的行動

規劃，係為解決急迫性問題，所提出短暫應變式的計畫，如國防策略計

畫，故都會區域計畫的性質是否適合?是否地方有急需解決的問題就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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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推動與執行上是否可行? 

(五)計畫性質 

期中報告第 57 頁提到都會區域計畫的特性，是政策計畫性質，主

要規範土地利用的基本原則，但全國區域計畫同時也規範土地利用基本

原則，所以全國區域計畫土地利用基本原則為何及其不足內容為何，還

請補充其差異性，以說明都會區域計畫具銜接功能。 

(六)指導項目 

期中報告第 83 頁提到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項目，雖然之前引述全

國區域計畫的內容，但表 13卻直接套用國土計畫法第 8條內容，讓人對

於都會區域計畫應是議題導向還是目標導向的感到困惑。另都會區域計

畫應載明項目，係訂於國土計畫法第 8 條說明欄，也可提出是否需調整

修正之建議，未必就是全盤接受。 

(七)部分章節前後關聯性不足 

1. 都會區域發展議題的章節應著重在議題形成的過程，未見有提出居

住空間、防災、交通等議題論述內容，另期中報告第98頁建議章節

的分析內容不足，還請補充說明。 

2. 第101頁第6行提到四項基本目標，與第97頁前述的議題無關，而第

102頁提到的建議內容，（二）目標究竟是什麼，另第103頁流程看不

出目標與策略，亦請一併補充說明。 

(八)成長管理 

1. 第103頁有關「成長管理這個名詞最早出現1970年」等內容，請註明

參考文獻及作者，第105頁提到成長管理的概念，智慧型成長是第3

代，並不是被取代，現在已是第四代永續成長階段，但報告書並沒

有提到第四代，還請修正。 

2. 報告書的建議內容「總量管控只是成長管理的一個手段，而非必要

的內容」，有斟酌的餘地。因全國區域計畫內容包含總量管制，縣市

區域計畫必須遵循其原則，如非必要內容，前面為何論述成長管制

線及容受力？成長管理的定義都有總量的概念，且都市蔓延、住宅

議題等都是總量失控的問題，似有矛盾。 

(九)協商平台 

1. 計畫的啟動機制及協商平台，與前面章節相關內容未有關聯，還請

修正使前後內容一致。 

2. 第115頁提到因地制宜的議題，分為一般性跟常態性，但報告提到的

智慧城市應是目標而不是議題，都會區域如要談智慧城市與智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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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歐洲智慧城市最早是從中級城市開始做rating與評估排序，屬

個別城市議題，非跨域概念，而智慧國土的涵蓋面更廣，加上前述

並無有關論述，似不適合作為本案議題。 

(十)推動機制 

1. 第120頁有關推動程序，啟動階段與區域計畫法第13條似無關聯，因

都會區域計畫都尚未擬訂與公告，並不會有前開法第13條檢討變更

之情形，建請修正。 

2. 另應由誰來解決衝突矛盾、區委會在這個過程中應有的職責，規劃

階段的協商平台之參與的主體為誰，民眾參與程序是否召開2 ~ 3次

公聽會就已足夠? 未達共識如何定義等，也請補充說明。 

3. 建議修正第122頁的圖，補充相關說明，並建議第123頁推動機制，

第125頁跨域協商計畫與組織的內容，建議可移到前面章節（第3節）

論述。 

(十一)案例模擬 

第 130頁的案例模擬，應是透過案例來說明如何推動或研擬計畫內

容，目前撰寫方式並非如此。建議應注意下列幾點：1.不能忽略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的內容，以確立都會區域計畫指導功能、2.全國區域

計畫指導內容及其不足內容為何，與各部會的計畫與政策內容的關係，

以補充其不足及避免重複或衝突、3.透過案例模擬來支持都會區域計畫，

可實際發揮指導功能的作法、4.本案有提到治水議題，是否與特定區域

計畫有所重複，如有重複該如何處理。 

三、劉委員玉山 

(一)範圍劃定： 

經合會擬訂「臺北基隆都會區計畫」時，尚未建設高速公路，但因

整個都會區範圍是動態呈現，會隨時間空間有所變化，或因為某些重大

建設而調整。而現在由於缺乏官方認定的都市範圍，所以常用都市計畫

範圍或非農業人口來認定。雖然行政院主計總處曾經界定過，但已取消，

建議未來主計總處仍應依據統計資料或指標數據去研究都會區指標、界

定何謂都市化地區及都會區範圍；或建議內政部修正全國區域計畫時，

納入都會區域範圍，以明確界定其範圍，俾後續計畫有依循基準。 

(二)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 

都會區域計畫應涵蓋內容為何，如都會區域計畫的載明事項與其他

層級區域計畫相同，恐有重複擬訂之虞，建議強調其重點性，如人口密

度高、產業發展等，都會區域應為需求導向的區域，但由於計畫趕不上



附錄 3-27 

 

需求，許多重要建設來不及配合實際發展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交通

建設來串連整體空間規劃；另一方面，建議都會區域計畫的議題討論可

以是選擇性的，不必如全國區域計畫的內容，但希望就重點議題來規劃，

可能與公共建設較有關係。 

(三)計畫擬定程序 

都會區域計畫既然是全國區域計畫的一部分，應依照區域計畫法規

定擬定、審議與核定，但本案問題在於如何推動，雖然區域計畫法第 18

條及第 19條訂有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相關條文，但實際上因權責不符，

所以沒有成立區建會與執行相關事項，也許以協調方式來推動是另一解

決方法。考量國家發展委員會為具有幕僚與執行性質的單位，是否可建

議行政院指示由國發會來協調推動?透過國發會的預算審議作業，對於都

會區域計畫的相關建設事項、經費、實施優先順序等提供協助，以補區

域建設推行委員會的角色。 

(四)計畫年期 

雖委託單位說明都會區域計畫的年期稍短，但應該至少還是要 10

年，如臺北港、高速公路、新市鎮、桃園機場等開發皆需 10年至 20年。 

(五)區域計畫之推動 

1. 依區域計畫法第12條規定：「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區域內有關之開

發或建設事業計畫，均應與區域計畫密切配合；必要時應修正其事

業計畫，或建議主管機關變更區域計畫。」，區域計畫涉及部門內容，

如相關部門不與內政部相互配合應如何處理？建議應由上級機關來

推動辦理。 

2. 區域計畫如無法落實執行，該計畫則是空談，依區域計畫法可成立

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但過去推動困難很可惜，故未來都會區域計

畫如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陳報行政院備案時，可建議行政院

指示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主政辦理後續事項的推動及追蹤工作 。 

四、鄭計畫主持人安廷 

(一)範圍劃定 

1. 都會區域計畫介於全國區域計畫與地方區域計畫間，雖可以行政區

範圍進行擬訂，但因都會區是動態改變，經幾次討論（包括第一次

座談會和歷次工作會議）較傾向非以固定行政轄區界線為計畫範

圍。 

2. 以行政轄區範圍為界限的都會區域計畫，有下列缺點：1.無法定義

動態的都會區域、2.北臺都會區域的範圍，大家的認定都不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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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很多時間討論也沒有結果；3. 行政範圍的界定，可能會直接對地

方區域計畫產生實際的箝制效果，反而不利地方區域計畫的運作。 

 (二)都會區域計畫的功能 

1. 本案將都會區域計畫設定為以議題為導向的計畫，就是為了回應區

域需求的計畫，也就是所謂的demand–oriented，所以不是每個區

域都有都會區域計畫，而是有需求才會有規劃，故策略性規劃的特

性為短期及因應緊急需求，而全國區域計畫為長期的計畫。本團隊

並提出較大膽的想法，都會區域計畫也可是附於全國區域計畫內的

協調文件，係為整合各部門主管機關對於土地空間發展的需求，所

以不一定是由土地主管機關來提案或直接指導。 

2. 全國區域計畫如有不足內容，或擔心重要計畫因政治原因而調整，

都會區域計畫可作為協商平台，依據需求及擬定原則，設定短期（3 

~ 5 年，不超過10年）的任務目標，使各單位可充分協調產生共識，

提高計畫可行性。 

(三)都會區域計畫的效力 

1. 不管中央或地方提案啟動，於提送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前，應邀請

相關利害關係人或主管機關，蒐整意見達成共識，以擬定計畫，並

依區域計畫法或未來國土計畫法規定程序公告實施後，屬法定計畫

具法定效力，並指導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等，據

以執行其行動計畫。 

2. 但受限目前計畫體系的制度容受力，沒有預算經費，不太可能執行

行動計畫，但可藉由都會區域計畫的協調形成共識，有共識才能擬

訂計畫，但也需來自地方對計畫的渴望與推動。雖建議的機制與過

去空間規劃有所不同，非屬地方區域計畫的實質規劃，也非屬全國

區域計畫的政策指導，但因其特殊性，有其存在的功能。 

(四)都會區域計畫不是必然存在，如有需要解決之重要議題，才會提出計畫，

且為因應都會動態的快速變動，故範圍會依照議題性質而彈性調整。 

(五)計畫內容的協調過程，需先確定要解決的主要議題，綜整相關部會的計

畫及政策，並邀集相關單位討論進行協調，雖可能衍生更多議題，但有

助於彌補全國區域計畫無法處理之問題。且只要計畫內容不違背全國區

域計畫、符合國土永續利用，都可以透過現有法制系統給予計畫保障，

以解決現在空間計畫推動上最大的問題。 

(五)回應臺北市政府問題 

1. 台北市雖然沒有區域計畫，但因都會區域計畫的跨域特性，只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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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跟其它周邊區域計畫或相關部門計畫有所互動，那都會區域計

畫就可以協助台北市。 

2. 計畫有很多種，日本廣域型計畫較接近本國的全國區域計畫。本案

目的在提供都會區域計畫可行的推動機制，而不是要幫北台擬區域

計畫，因為只有地方最清楚地方需求，本案建議可依照現有制度協

調地方政府跟部門需求，最終目的在協助對接全國國土計畫跟區域

計畫。 

(六)回應委員意見 

1. 感謝賴委員的建議，本案將補充提案過程的說明，以釐清議題推導

與形塑方式。 

2. 對劉委員與組長關心的計畫年期疑慮稍作回應，雖然長期規劃有助

於社會觀感，但短期的規劃操作才較有實質效果，以避免計畫內容

久未檢討而與現實發展不符，一個長期的計畫也需要階段性的滾動

檢討，假設北宜鐵路需要15年計畫推動，但這中間仍需要階段檢討

去review計畫內容與現實發展是否切合，就如同賴委員解釋的策略

式規劃涵義，訂立5年是為了檢討計畫延續的合理性，而不是訂定短

期計畫，所以15年計畫也包括三次檢討作業的意思。一般20年以上

的計畫是願景計畫，如同本國的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無法實質

指導公共建設計畫。 

3. 另外也贊同劉委員的提議，大型計畫的確需要國發會的參與，故建

議將國發會納入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的當然委員之一。 

(九) 回應新北市政府疑問 

1. 區域平台的數量並不影響都會區域計畫的執行，因為目前區域平台

常見的問題多在計畫缺乏穩定性，但都會區域計畫可提供讓計畫穩

定執行的工具，區域平台協議一定共識基礎後，可透過啟動程序，

將計畫送進區委會審議，這個平台會邀集各級相關單位共同討論，

所以平台數量不是問題，而是平台是否具有實質效益可提出具體成

果。都會區域計畫就是提供具有法效力的制度，提供計畫執行的穩

定性，讓辛苦協商的成果與計畫可以透過區域計畫法規定獲得保

障。 

2. 另外，全國區域計畫目前並無政策環評的相關要求，但經由本案設

計的機制，都會區域計畫是需要地方跟中央都認可的計畫，而不是

單純的部門性公共建設計畫，所以政策環評與其他相關計畫的推動

都應在都會區域計畫核定之後，依據區域計畫法規定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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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戴協同主持人秀雄 

(一)都會區域計畫之法效力 

1. 區域計畫法有三個主要效力依據，1. §11對都市計畫的效力，2. §

12對部門計畫的效力，3. §15對土地使用的效力。本案建議先以現

有區域計畫法以及未來國土計畫法草案的框架來討論，若有現行法

規無法適用的狀況再來討論修法問題。都會區域計畫其實是全國區

域計畫的一部份，所有的法效力都來自全國區域計畫，而不是一個

獨立的計畫系統，假設全國區域計畫要進行通檢，不論是中央或地

方提案，都是依據區計法§13規定的區域計畫變更程序，所以當發覺

全國區域計畫有疏漏的地方，且需有高於地方區計層級來處理的問

題，就可以啟動。 

2. 都會區域計畫通過之後，屬於全國區域計畫的一部分，所以下位計

畫如有抵觸的地方，則依據區計法§11、§12 ~ §15規定，都市計畫、

部門計畫、地方區域計畫都應該配合調整。但當國土計畫法通過後，

都會區域計畫就會是一個獨立的法定計畫，涉及計畫內容的移轉性，

就必須考量到制度的橋接，這可能不是本案可以處理的問題，所以

本案目前重點在型塑都會區域計畫應有的內容。 

(二)都會區域計畫的穩定性 

通盤檢討的職權在營建署，不論誰提案，都有必須處理的都會議題

可以一併處理，至於臨時提案，則會經由區委會專案小組以提案的必要

性先初步過濾，不用擔心會頻繁變更而影響計畫穩定性的問題。 

(三) 區域計畫委員會的功能 

由區委會來處理的目的在於可利用其既有的行政效力與組織效力，

只要都會區域計畫屬於全國區域計畫的一部分，都可藉由區委會的運作

邏輯來執行，而無須再建立全新的組織，也無須再經過複雜的修法/ 立

法過程，對於整個體系的負擔較輕。 

(四) 協商平台的功能 

1. 都會區域計畫的推動就是全國區域計畫的修正作業，只因為基於不

同的重點，而必須聚集不同的專業，使其固定聯繫形成一個平台，

使此協商平台具有綜合計畫之跨專業特性。 

2. 不可否認很多國家部門計畫很強勢，常與綜合計畫脫鉤，但事實上

綜合計畫的特性就是最適合用來協商的。回歸區計法§12的開發建設

事業計畫之配合規定，理論上已包含後續的調整機制（行動計畫）。 

(五) 成立協商平台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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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設地方區域計畫和都會區域計畫發佈後，又發覺有重大課題，而

必須擴大之前的協議文件，有兩個方式可以去進行，1. 啟動計畫變

更使其具有法定效力，2.地方自治團體簽定行政契約，但這部分台

灣目前並不發達，也就是英國的MAA和德國漢堡都會區目前的制度。

因為台灣過去水平聯繫一直不好，所以如果自行簽訂的行政契約失

敗，至少另一端都會區域計畫所認定的協議文件還可依其法律效力

去保障計畫的執行，是保險的概念。 

2. 有地方制度法後，中央政府的權限有限，然而在政治現實上，也必

須考量到政治代價與成本，所以如果協商平台做好，依據§12來執行

區域計畫、國土計畫都會比較容易。雖然行政契約可以透過法院判

決來處理，但台灣的最高行政法院還是認為都市計畫問題須回內政

部處理。 

(六) 區建會問題 

區建會的問題不論實際執行面或是法制面都有很多限制而難以推

行，的確有些問題是需要共同的上級機關來做決定，區計法§12 只規定

應該互動，但並無強制力而產生 support system 效力不足的問題。這

個部份如果有修法必要，後續可連同整個運作機制在本案第二次專家學

者座談會中一起討論。 

(七) 回應新北市政府疑問 

1. 計畫競合問題 

都會區域計畫、流域區域計畫之間並無競合問題，因為它們都不

是獨立的計畫，而都是全國區域計畫的內容，全國區域計畫不可能自

己矛盾。區域計畫不會直接處理特定設施，它可能提議某設施要做，

形成協議計畫之後，之後就是依照區計法§12，對應的部門計畫本身

就應有施工期程和財務計畫，而非由全國區域計畫一肩扛起，即使是

空間計畫的財務跟施工部份，也都是到都市計畫才有辦法做，不會是

區域計畫做。 

2. 期程與財務問題 

區域計畫不談期程，是因為其空間計畫特性，區域計畫主要是整

合已確定的計畫與工程，建立一定時間內的合理評估，包括人口成長

狀況、經濟狀況等，預估存在土地運用狀況，空間計畫可以依照現實

狀況而不斷修改，若有已確定的重大工程，空間計畫即認定該重大建

設已存在，與工程計畫的時程考量不太一樣。 

3. 效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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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確有效的行政契約，已經獨立有法律效力可以執行，甚至可

以訴訟，但都會區域計畫提供的是跨域土地利用的法律效力。如

果今天的協議內容是純事務性質，不涉及土地利用，確實不與土

地相關的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有關，但如果涉及土地利用，依現

行制度一定會與區域計畫有關。 

（2）只要涉及土地變更與利用的計畫，提案出來形成都會區域計畫

（全國區域計畫），都是處理長期的土地運用問題，早晚都是要

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兩者是交集狀態，所以先行協商絕對是好事

不是壞事。 

4. 民眾參與與政策環評問題 

（1）實務上民眾參與會隨著計畫的抽象度而降低，抽象度越高，民

眾參與的會越低，取而代之的就會是類似諮詢、資訊公開、或與

專家學者、專業團體的討論，否則全國區域計畫要做的民眾參與

是上千萬人次的，若要依循都市計畫的民眾參與方式是極端困難

的。反而建議都市計畫和部門計畫等實際上會碰觸到土地開發的

計畫，應從一開始就應該正視民眾參與的機制，獲得民眾支持與

形成共識之後，上位空間計畫再同步修正，比較不會有問題。 

（2）各個國家面臨的環評問題不一樣，並非是本案可以解決的，因

為這甚至涉及到環保署對於環評政策的想法。 

六、林組長秉勳 

(一)推動都會區域計畫流程可參酌幾位委員建議進行內容的補充，例如：依

區域計畫法第 13條規定辦理區域計畫通盤檢討時，啟動擬訂都會區域計

畫納入區域計畫，及同法第 12條計畫核定實施相關目的事業應配合事項

等，可考慮納入第二次專家座談會之討論議題。 

(二)針對主持人回應有關都會區域計畫的期程，都會區域計畫如屬短期機動

的調整，實務執行上應有困難。法定計畫從醞釀、形成、審議、核定、

實施，依過去經驗需 3至 5年，很難於短期內達成，且尚需包括民眾參

與，以與外界形成共識，此部分也可作為第二次專家座談會討論議題。 

(三)若依照區域計畫法第 18 條至第 20 條規定，成立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去

落實執行區域內相關建設計畫，過去本部曾建議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來協

調較適合，因其具有計畫及預算的審議權，但與國發會協調未有共識。

未來推動都會區域計畫亦可成立規劃諮詢小組，不排除有地方形成計畫

的可能性，故都會區域計畫的啟動，除原先以本部為主的主動規劃，也

可由地方主動提出，經本部審議後納入都會區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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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劉委員建議都會區域範圍是否納入全國區域計畫進行指導，包括訂

定都會區域指標或劃設原則等，如全國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也許就可

根據此原則去啟動都會區域計畫，須再行評估。另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

項目及後續如何落實執行，係依相關機關權責進行分工及辦理執行事項，

如需進行部會整合或督導，建議應由行政院層級較為適當。 

(三)都會區域範圍及以議題為導向等內容之論述過程不夠清楚，請再詳予補

充，俾以未來擬訂都會區域計畫時適用。 

(四)陳委員提到中央政策不明確與政黨輪替問題，本署自 99年起陸續推動各

直轄市、縣(市)擬訂區域計畫，如執行過程確實有問題，可再適度增補

調整。 

(五)賴委員提到全國區域計畫、縣（市）區域計畫與本案的差異，包括全國

區域計畫有哪些不足內容，需透過擬訂都會區域計畫予以納入補充，請

規劃單位補充相關內容，以說明擬訂都會區域計劃之必要性。 

(六)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事項，雖係為國土計畫法第 18條規定，惟規劃單位

應從本案的資料收集進而推導分析後，建議仍為國土計畫法規定架構，

此部分論述，還請再予補充；且計畫內容很多是跳躍式的呈現，亦請規

劃單位檢視，並於後續工作會議討論確認。 

(七)都會區域計畫不等於公共建設計畫，區域計畫處理的是空間發展的重要

議題；又中長程計畫與區域計畫差別在於都會區域計畫不是建設計畫，

而是提建議給中長程建設計畫，且建議哪些跟空間是可以相呼應的，或

者是政策上應優先要考量的計畫。 

(八) 本案期中簡報原則同意，並依契約及工作計畫書之預定進度與工作項目

儘速辦理後續事宜。另本次會議專家委員及機關代表所提意見，請規劃

單位詳實記錄及整理處理情形表，後續並於工作會議就重要事項討論確

認。 

(九)本案之案例試擬，有三個議題為治水防洪、交通及住宅，可將地方政府

所提的待解決的問題，思考若涉及到跨空間的都會區域計畫要怎麼去處

理，或者是做出指導，這個部份可能可以再具體，因為畢竟我們是案例，

可能要把北部的都會區的特性或者是它的環境條件，或者是各種限制跟

它的機會或者是優勢也要考慮，然後在這個都會區域去做相關的回應處

理，甚至建議北北基的地方政府應如何因應或是調整在各自的區域計畫，

或者是全國區域計畫裡面，我們怎麼樣去配合都會區計畫做一些必要的

修正，因為目前都尚在修正中，包括全國區域計畫跟縣市區域計畫，如

果我們這個計畫中間有哪一些是適合建議出來的，可能在這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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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案例的操作裡面可以再具體一點。 

七、臺北市政府 

(一)建議規劃單位提供特定議題的分析，1. 北宜直鐵及軌道運輸，與土地使

用關係、都會區發展的議題，包括相關的利益損失與補償機制等，可否

適度提供分析與建議。 

(二)都會區域計畫範圍，如非以行政區範圍，而以功能性議題的影響範圍來

劃設，應仍有其範圍界定之原則，請再補充說明。 

(三)都會區域計畫若是協議文件，該如何與區域計畫產生連結，是否還需要

進到區委會審議? 還請釐清。 

八、國家發展委員會 

(一)都會區域計畫如何凸顯與其他區域計畫的差異性，是國發會非常重視的

部份。另假設其中提到的實質內容是指重大建設計畫，所以大家才希望

由國發會來整合推動。 

(二)依現行政府預算制度，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屬「公共建設計畫」類別，

係由地方政府提案後，送本會會同有關機關審議後報行政院核定，係依

照該計畫的原則與預算作合理分配，該計畫功能僅單方提出，並沒有發

揮跨域功能。且不論計畫範圍如何劃定，建議加強補述計畫期程的要求。 

(三) 

2.計畫 時間  空間，目前沒有 

除了地方自行整合，如何與中央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互配合，乃至土地主管

機關如何在協調平台進行權利義務分配? 由於國發會於進行中長建設計

畫審議時要求應檢附財務計畫，建議可納入參考，如有財務計畫，才會有

確定的實施年期及相關權益項目。故建議可增加一個工作項目，釐清各方

的角色，至少會有三方角色：中央的土地使用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及地方政府，將所有的工作項目及權利義務納入考量。 

(四)機關間協商不應於審議階段才進行，而應在規劃階段前期就進行協調工

作，可縮短後續計畫擬訂時程及提高效率。 

(五)目前內政部擬訂跨域的區域計畫與現行行政院的預算審核機制（中長程

建設計畫）等二套機制，請規劃單位再思考二計畫間的競合關係，如何

進行整合，使重大公共建設的預算可挹注到都會區域計畫，進而產生實

質功能。 

九、新北市政府 

(一)都會區域的範圍，尊重本案以議題影響範圍進行劃設。 

(二)如何落實協商平台的效能部分，目前新北市與周圍縣市合作大概有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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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1.柯 P的雙北論壇，其討論範疇更大。2.推動已 13年的北臺區域

發展推動委員會。3.北北基有一些合作計畫，架構一合作平台。 

(三)在區域計畫的架構下，地方政府的角色及工作項目為何?又地方政府該如

何分配財源與推動計畫? 

(四)本府擬訂新北市區域計畫時，探討幾個跨域議題，包含流域、運輸、產

業、公共設施、水資源、防災等。本案實際案例僅就三個議題討論，提

供下列意見： 

1. 水資源議題為目前急需解決的課題，建議是否可擴大研究範圍為淡

水河流域，而非僅限基隆河流域?另目前營建署亦刻正擬訂流域的特

定區計畫，是否會與治水防洪相關內容重複？ 

2. 交通運輸部分，因交通運輸的範疇非常廣泛，是否有較明確的範圍

界定。 

3. 住宅部分，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審議新北市區域計畫時，認為此為

新北市最重要議題，但因區域計畫法第7條部門計畫項目未有住宅，

所以新北市區域計畫是提出住宅發展策略，惟擬訂過程發現住宅計

畫（如公共住宅或社會住宅）較難與土地空間計畫產生連結，還請

規劃單位再研議。 

(五)全國區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皆有民眾參與問題，究竟民

眾參與的權限到什麼程度?該如何參與?都會區域計畫需不需要政策環評?

亦請納入考量。 

十、本署國民住宅組（書面意見） 

(一)查本部前於 104年 7月 24日檢送「整體住宅政策」修正草案，目前進

行審查作業中，另為符合行政程序，本案經行政院核定後，本部自儘

速提報「整體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104年-107年）」草案，故在前開

行政作業尚未完成前，本部仍係依據住宅法及「101至 104年整體住宅

政策實施方案」（本組業配合提供相關資料予規劃團隊在案）提供國人

多元居住協助措施。 

(二)另有關合宜住宅部分，係依據行政院核定「健全房屋市場方案」，由本

部興建板橋浮洲合宜住宅 4,455戶及林口 A7合宜住宅 4,463戶，並透

過資格審查，優先提供中低收入之無自有住宅家庭合宜價位之住宅；

此外，中央原則上不再規劃新案。 

(三)至社會住宅部分，按住宅法規定，社會住宅之規劃、興辦、獎勵及管

理係地方主管機關之權責，本部除依據行政院 100 年核定「社會住宅

短期實施方案」及 103 年核定「社會住宅中長期實施方案」補助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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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興辦社會住宅之外，各地方政府亦刻正運用自有財源積極興辦社

會住宅，為照顧弱勢族群，社會住宅應提供至少百分之十以上比例出

租予具住宅法第 4 條第 1 項之特殊情形或身分者。惟相關先期規劃案

件，為降低後續業務推動之阻力，尚難提供相關資料。 

(四)另依住宅法第 24條、第 28條及第 48條等規定，本法不適用土地法第

97條之規定，且不受土地法第 25條、第 104條、第 107條、國有財產

法第 28條及地方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並無排除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適用，是以相關住宅業務如涉區域計畫、都市計

畫、都市更新等業務，仍回歸現行法令規定辦理，尚無納入空間規劃

等相關發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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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委員意見回應表 

項次 委員意見 回應說明 

一、 陳彥仲委員： 

(一)範圍劃定 

1. 建議釐清臺灣需要幾個都會區域

計畫，此與部門及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的整合有關。 

2. 都會區域計畫的功能是什麼，都會

區域的定義尚無明確界定，本案提

到的功能性分區，中央與地方政府

的定義可能就不同，意見如下： 

（1） 治水防洪的區域範圍應是以流

域為主，但由於跨越行政區，

必須面臨收集資料的困難，雖

然個人認同以功能分區來定義

都會區域範圍，但實務執行可

能會遭遇困難。 

（2） 運輸的功能性分區，但以時間

或空間距離定義的功能分區便

不同，有實際操作的困難。 

（3） 如考量實務執行的方便性，個

人建議以行政區域作為都會區

域範圍，因資料收集方便，這

是不得已並非最好。 

3. 不管是 mega city 或 city–

region，都會區域計畫可確定的特

性就是「跨域」，但都會區域應是

多核心，有層級概念，所以必須思

考都市形成的原因及都市間的階

層關係。從都市計畫人口數來看能

了解現有臺灣都市的階層，最大城

市是第二大城市的 2倍，是第三大

城市的 3 倍，是第四大城市的 4

倍，全部加起來就 2,300萬，並從

這可推估都會區域應有數量。 

4. 若從人口階層來看，臺灣的都會區

域大概就是北部、南部、中部，因

都會區域會對應縣市區域計畫，所

以需要地方政府的認定及具體的

範圍劃定。 

 

(一) 

1.本研究研提以「課題為導向」的都會

區域計畫，故未來需視跨域課題的情況

需要而進行都會區域計畫的擬訂，故暫

無一定「個數」的問題。 

2.本研究將都會區域計畫功能界定為

縣市政府之間或與中央政府之間、不同

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協議文

件，類似英國 MAA的作法。故範圍擬以

計畫所影響「涵蓋政策與計畫列表」的

方式取代之。若有必要界定計畫行政範

圍，考量資料蒐集與行政管轄效力，可

採委員建議仍以行政區界為原則。 

3.感謝委員建議。此點回覆如上 1.。 

4.感謝委員建議。此點回覆如上 1.。 

(二)目前區域計畫的問題 

1. 中央政策的不確定性，所以直轄

市、縣（市）政府擬訂其區域計畫

時會面臨環境敏感地區劃設、政策

環評、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等問

題，建議中央政府應有規範；又區

(二) 

1.感謝委員建議。 

2.本研究建議未來都會區域計畫於擬

訂、審議過程應建立各部門之協商平

台，提早建立對計畫內容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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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計畫辦理時程冗長，甚至受到政

黨輪替影響，喪失應有效率。 

2. 不同部門間的溝通協調不易，受各

單位本位主義影響及主管專業不

同，於資料取得或整合上，都造成

執行困難，建議各單位應主動協調

及適度配合檢討修正相關法規。 

(三)如何啟動都會區域計畫 

目前各級區域計畫的規劃與審議進行

得相當困難，建議可先模擬都會區域

計畫可能發生的問題，惟全國區域計

畫已公告實施，若要辦理計畫修正或

變更較有難度；但若由營建署指定某

區域擬訂都會區域計畫，僅涉行政機

關與計畫內容。 

(三) 

都會區域計畫屬「全國區域計畫」的一

部份，其將以補充內容或附冊的方式呈

現，都會區域計畫本身並非為單一實質

的獨立計畫。 

故都會區域計畫的啟動將以全國區域

計畫通盤檢討或辦理臨時變更的方式

進行。 

依據區計法§11、§12 ~ §15規定，接續

相關都市計畫、部門計畫、地方區域計

畫再配合進行調整。 

(四)都會區域計畫有下列特性： 

1. 都會區域計畫為帶動型計畫，應有

全國帶動性產業作為基礎，並思考

如何影響都市空間發展及提升競

爭力。 

2. 應有獨立對外的門戶，以帶動區域

內部的產業。 

3. 都市層級的建立，哪些地區為核心

與次核心區域。 

4. 區域內應有自給自足的維生系

統，包括水電能源及考量永續發

展。 

(四) 

1.感謝委員建議。提升經濟競爭力已納

入本研究建議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

內容/都會區常見的一般基本課題。 

2.3.4.感謝委員建議。由於本研究研提

以「課題為導向」的都會區域計畫，故

未來需視跨域課題的情況需要進行對

外門戶、都市層級及水電能源供給等對

策之研議。 

二、 賴宗裕委員： 

(一)擬訂都會區域計畫之程序 

建議有下列事項要處理： 

1.都會區域計畫的推動單位 

2.通盤檢討的時機 

3.指導的功能定位、內容項目及方式 

4.跨域範圍之訂定與計畫定位有關 

5.跨域計畫如何與地方首長協調，其

中包括協調內容、相關權責事項、經

費來源、工具與財務編列、法令適用

及是否須進行修法等 

6.各級政府的角色定位及短、中、長

期應辦事項等，以上報告書已有部分

相關內容，但建議可再予補充。 

(一) 

1.2.推動單位與通盤檢討時機，將於

「都會區域應載明內容」之「檢討與控

管機制」乙節論述之。全國區域計畫通

檢或臨時變更可由營建署啟動。 

3.將於「都會區域計畫之性質與功能、

定位」 

乙節論述之。 

4.跨域範圍將以計畫所影響「涵蓋政策

與計畫列表」的方式論述之。 

5.6.本研究建議都會區域計畫研擬過

程能藉由協商平台發揮充分協調的功

能，包含中央與地方的權責事項、經費

與法令修正等。各級政府的應辦事項將

於「都會區域應載明內容/行動方案」

論述之。 

 



附錄 3-39 

 

(二)定位 

若將都會區域計畫定位為議題導向，

且為補充全國區域計畫的不足，就應

了解全國、都會、地方各級區域計畫

之間的關係，並具體指出全國區域計

畫不足的內容，才可能真正具有指導

性與補充性，但本案未見有相關論述

內容。又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已涵蓋許多面向（如新北市區域計

畫），都會區域計畫如何補其不足?以

避免與其他層級計畫有疊床架屋之

虞。 

(二) 

經檢視全國區域計畫涉及「都會區域計

畫」之論述內容，僅於第四章計畫目標

與策略提及。本研究將補充未來擬訂都

會區域計畫必要性之論述。 

都會區域計畫主要為因應跨域課題而

提出的跨域資源整合計畫，與各別縣市

的區域計畫之功能與定位仍有差異。此

部分將於期末報告「都會區域計畫之性

質、功能與定位」乙節再補充說明。 

(三)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項目 

依期中報告內容，係以議題銜接部門

計畫內容，並定位為功能性計畫，按

都市計畫法第 13條有關聯合都市計畫

規定，頭份鎮與竹南鎮為解決某特定

議題而實施聯合都市計畫，即為功能

性計畫範圍的案例，並非以行政區為

範圍。但若本案為議題導向式計畫，

是功能範圍不是行政區，如何與部門

性的計畫連結?建請釐清；另都會區域

計畫應載明項目如何形成，並未有相

關說明，亦請補充。 

(三)都會區域計畫屬於全國區域計畫

的補充說明（附冊），其法定計畫效力

依據區域計畫法將可進一步指導縣市

層級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及相關部門

發展計畫。 

本研究建議於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

容」之「行動方案」中說明目前政策計

畫、部門發展與建設整合或是否有新方

案的提出，以與部門性計畫連結。 

應載明項目之形成，本研究依據邀標書

工作內容、參酌國土計畫法草案內容與

全國區域計畫的架構並考量對縣市層

級區域計畫的指導性修訂建議而成。其

各項內容將於期末報告「都會區域應載

明內容」乙章補充論述。 

(四)方法論 

期中報告第 58頁提到策略性規劃，因

策略性規劃屬於短期的行動規劃，係

為解決急迫性問題，所提出短暫應變

式的計畫，如國防策略計畫，故都會

區域計畫的性質是否適合?是否地方

有急需解決的問題就立即啟動?推動

與執行上是否可行? 

(四) 

本研究建議「都會區域計畫」設定為以

議題為導向的規劃計畫，即為回應跨域

需求課題的計畫(Demand oriented)，

故將不是每個區域都有都會區域計

畫，而是有需求才會有規劃，為本研究

所謂的策略性規劃。 

例如：地方政府認為全國區域計畫對某

跨域課題的內容有所不足，或認為某些

重要計畫因政治因素產生不穩定，即可

透過協商平台方式，依據需求提案研擬

都會區域計畫。但，地方固然有跨域計

畫的提案權，然仍須經過中央主管機關

及區域計畫委員會的討論其擬訂都會

區域計畫的必要性。 

(五)計畫性質 

期中報告第 57頁提到都會區域計畫的

特性，是政策計畫性質，主要規範土

地利用的基本原則，但全國區域計畫

同時也規範土地利用基本原則，所以

全國區域計畫土地利用基本原則為何

(五) 

全國區域計畫是長期的計畫，但本團隊

建議都會區域計畫可為全國區域計畫

內的協議文件，是為了回應各單位對於

土地空間整合的需求，所以不一定是由

土地主管機關來提案或直接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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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不足內容為何，還請補充其差異

性，以說明都會區域計畫具銜接功能。 

此部分將於期末報告「都會區域計畫之

性質、功能與定位」乙節補充說明。 

(六)指導項目 

期中報告第 83頁提到都會區域計畫應

載明項目，雖然之前引述全國區域計

畫的內容，但表 13卻直接套用國土計

畫法第 8 條內容，讓人對於都會區域

計畫應是議題導向還是目標導向的感

到困惑。另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項

目，係訂於國土計畫法第 8條說明欄，

也可提出是否需調整修正之建議，未

必就是全盤接受。 

(六) 

感謝委員指正。此部分將於期末報告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乙章修正

並補充論述。 

(七)部分章節前後關聯性不足 

1. 都會區域發展議題的章節應著重

在議題形成的過程，未見有提出居

住空間、防災、交通等議題論述內

容，另期中報告第 98頁建議章節

的分析內容不足，還請補充說明。 

2. 第 101頁第 6行提到四項基本目

標，與第 97頁前述的議題無關，

而第 102頁提到的建議內容，（二）

目標究竟是什麼，另第 103頁流程

看不出目標與策略，亦請一併補充

說明。 

(七）1.2. 

感謝委員指正。此部分將於期末報告修

訂並視期末研究成果對內容進行刪減。 

(八)成長管理 

1. 第 103頁有關「成長管理這個名詞

最早出現 1970 年」等內容，請註

明參考文獻及作者，第 105頁提到

成長管理的概念，智慧型成長是第

3代，並不是被取代，現在已是第

四代永續成長階段，但報告書並沒

有提到第四代，還請修正。 

2. 報告書的建議內容「總量管控只是

成長管理的一個手段，而非必要的

內容」，有斟酌的餘地。因全國區

域計畫內容包含總量管制，縣市區

域計畫必須遵循其原則，如非必要

內容，前面為何論述成長管制線及

容受力？成長管理的定義都有總

量的概念，且都市蔓延、住宅議題

等都是總量失控的問題，似有矛

盾。 

(八)1.2. 

感謝委員指正。「成長管理」將納入應

載明內容之「規劃背景與理念」乙節建

議內容，並將補充第 4代有關永續成長

的內容；另也將引入全國區域計畫對總

量管制之相關成長管理概念。 

(九)協商平台 

1. 計畫的啟動機制及協商平台，與前

面章節相關內容未有關聯，還請修

正使前後內容一致。 

2. 第 115頁提到因地制宜的議題，分

為一般性跟常態性，但報告提到的

(九) 

1.本研究期末報告章節將重新調整以

符合前後邏輯、順序。 

2.感謝委員指正，報告內容將依意見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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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應是目標而不是議題，都

會區域如要談智慧城市與智慧國

土，歐洲智慧城市最早是從中級城

市開始做 rating與評估排序，屬

個別城市議題，非跨域概念，而智

慧國土的涵蓋面更廣，加上前述並

無有關論述，似不適合作為本案議

題。 

(十)推動機制 

1. 第 120頁有關推動程序，啟動階段

與區域計畫法第 13 條似無關聯，

因都會區域計畫都尚未擬訂與公

告，並不會有前開法第 13 條檢討

變更之情形，建請修正。 

2. 另應由誰來解決衝突矛盾、區委會

在這個過程中應有的職責，規劃階

段的協商平台之參與的主體為

誰，民眾參與程序是否召開 2 ~ 3

次公聽會就已足夠? 未達共識如

何定義等，也請補充說明。 

3. 建議修正第 122頁的圖，補充相關

說明，並建議第 123頁推動機制，

第 125 頁跨域協商計畫與組織的

內容，建議可移到前面章節（第 3

節）論述。 

(十) 

1. 本節乃針對未來通案性的都會區域

計畫擬訂推動機制之研究建議。若

易造成誤解將於期末報告修訂並補

充說明。然重申：都會區域計畫並

非一個獨立的計畫系統，乃為全國

區域計畫的一部份，所有的法效力

都來自全國區域計畫，假設全國區

域計畫要進行通檢，不論是中央或

地方提案，都是依據區計法§13規定

的區域計畫變更程序，所以當全國

區域計畫有疏漏的地方，且需有高

於地方區計層級來處理的問題，即

可啟動檢討與變更。 

2. 由區委會來處理的目的在於可利用

其既有的行政效力與組織效力，只

要都會區域計畫屬於全國區域計畫

的一部分，都可藉由區委會的運作

邏輯來執行，而無須再建立全新的

組織，也無須再經過複雜的修法/立

法過程，對於整個體系的負擔較輕。 

因本研究強調共識的重要性，故建

議當當計畫草案送區委會審議時，

若超過 2 個月仍未審議通過，即屬

於未達共識。 

3. 感謝委員指正。期末報告章節順序

將重新安排以符合前後邏輯。 

(十一)案例模擬 

第 130頁的案例模擬，應是透過案例

來說明如何推動或研擬計畫內容，目

前撰寫方式並非如此。建議應注意下

列幾點：1.不能忽略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的內容，以確立都會區域計

畫指導功能、2.全國區域計畫指導內

容及其不足內容為何，與各部會的計

畫與政策內容的關係，以補充其不足

及避免重複或衝突、3.透過案例模擬

來支持都會區域計畫，可實際發揮指

導功能的作法、4.本案有提到治水議

題，是否與特定區域計畫有所重複，

(十一) 

1. 本研究將於應載明內容架構與論述

與委託單位確認後，進一步以北部

都會區域計畫做為案例試擬。委員

所指幾點建議亦已納入期末報告

「案例試擬」相關章節的內容補充。 

2. 關於治水議題，本案第 5 次工作會

議有相關討論。委託單位表示特定

區域計畫研究案以中部烏溪流域特

定區域計畫為例，而北部都會地區

發展因應氣候變遷亦確有跨域性的

都市發展與防洪治水等課題需處

理，故仍納入本案案例試擬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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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重複該如何處理。 

三、 劉玉山委員： 

(一)範圍劃定 

經合會擬訂「臺北基隆都會區計畫」

時，尚未建設高速公路，但因整個都

會區範圍是動態呈現，會隨時間空間

有所變化，或因為某些重大建設而調

整。而現在由於缺乏官方認定的都市

範圍，所以常用都市計畫範圍或非農

業人口來認定。雖然行政院主計總處

曾經界定過，但已取消，建議未來主

計總處仍應依據統計資料或指標數據

去研究都會區指標、界定何謂都市化

地區及都會區範圍；或建議內政部修

正全國區域計畫時，納入都會區域範

圍，以明確界定其範圍，俾後續計畫

有依循基準。 

(一)感謝委員建議。 

因本研究研提以「課題為導向」的都會

區域計畫，故未來需視跨域課題的情況

需要而進行都會區域計畫的擬訂，與過

去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於全國層

級的區域計畫內逕行指定區域計畫的

範圍或個數作法不同。 

(二)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 

都會區域計畫應涵蓋內容為何，如都

會區域計畫的載明事項與其他層級區

域計畫相同，恐有重複擬訂之虞，建

議強調其重點性，如人口密度高、產

業發展等，都會區域應為需求導向的

區域，但由於計畫趕不上需求，許多

重要建設來不及配合實際發展需求，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交通建設來串連整

體空間規劃；另一方面，建議都會區

域計畫的議題討論可以是選擇性的，

不必如全國區域計畫的內容，但希望

就重點議題來規劃，可能與公共建設

較有關係。 

(二)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方向與委員

建議相符。本案將都會區域計畫設定為

以議題為導向的計畫，以回應都會區域

課題需求，就是 demand–oriented，與

過去全盤式的理性規劃有所不同。 

本研究同樣視交通為跨域重要議題之

一，故於北部都會區域案例試擬亦有提

出討論。 

(三)計畫擬定程序 

都會區域計畫既然是全國區域計畫的

一部分，應依照區域計畫法規定擬

定、審議與核定，但本案問題在於如

何推動，雖然區域計畫法第 18條及第

19條訂有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相關條

文，但實際上因權責不符，所以沒有

成立區建會與執行相關事項，也許以

協調方式來推動是另一解決方法。考

量國家發展委員會為具有幕僚與執行

性質的單位，是否可建議行政院指示

由國發會來協調推動?透過國發會的

預算審議作業，對於都會區域計畫的

相關建設事項、經費、實施優先順序

等提供協助，以補區域建設推行委員

會的角色。 

(三)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提出以「都

會區域計畫協商平台」獲取各

stakeholders共識，是考量目前制度下

最節省制度成本的方式，同時也可提供

相關部門的政策或土地空間利用構想

一個在區域計畫的制度性保障。 

至國發會補助縣市進行跨域合作已推

動多年，但成效仍有限。反觀地方政府

自發性的雙北論壇、基北論壇形成共識

的推動計畫，顯示跨域合作重點在於

「共識凝聚」。故未來中央體制若能朝

向經費補助、建設經費核定與區域計畫

體制搭配結合的方向，本案亦樂觀其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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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年期 

雖委託單位說明都會區域計畫的年期

稍短，但應該至少還是要 10年，如臺

北港、高速公路、新市鎮、桃園機場

等開發皆需 10年至 20年。 

(四)本團隊建議以 10年為計畫目標

年，依據全國區域計畫期程為至民國

115年；但建議需至少 5年一次的通盤

檢討，並容許機動的計畫變更程序。 

(五)區域計畫之推動 

1. 依區域計畫法第 12 條規定：「區

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區域內有關

之開發或建設事業計畫，均應與

區域計畫密切配合；必要時應修

正其事業計畫，或建議主管機關

變更區域計畫。」，區域計畫涉及

部門內容，如相關部門不與內政

部相互配合應如何處理？建議應

由上級機關來推動辦理。 

2. 區域計畫如無法落實執行，該計

畫則是空談，依區域計畫法可成

立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但過去

推動困難很可惜，故未來都會區

域計畫如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審議陳報行政院備案時，可建議

行政院指示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主

政辦理後續事項的推動及追蹤工

作 。 

(五) 

1.感謝委員建議。此部分意見將納入

「應載明內容」「檢討與控管機制」

論述。建議可透過區委會為平台，邀集

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行動計畫

執行情形進行檢討。 

2.感謝委員建議。 

七、 臺北市政府： 

(一)建議規劃單位提供特定議題的分

析， 例：北宜直鐵及軌道運輸與土地

使用關係、都會區發展的議題，包括

相關的利益損失與補償機制等，可否

適度提供分析與建議。 

(一)由於本研究重點於「都會區域計畫

應載明內容」及「推動機制」之研擬。

針對北部縣市特定跨域議題尚無法深

入分析。惟「北宜直鐵」議題屬本案案

例試擬的交通課題一部份，將於地方縣

市訪談時蒐集相關意見與探討。 

(二)都會區域計畫範圍，如非以行政

區範圍，而以功能性議題的影響範圍

來劃設，應仍有其範圍界定之原則，

請再補充說明。 

(二)本研究研提以「課題為導向」的都

會區域計畫，故未來需視跨域課題的情

況需要而進行都會區域計畫的擬訂，與

過去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於全國

層級的區域計畫內逕行指定區域計畫

的範圍或個數作法不同。至功能性議題

的範圍，考量資料蒐集與行政管轄權等

因素，可能仍以其議題影響所及的縣市

行政界為原則。 

(三)都會區域計畫若是協議文件，該

如何與區域計畫產生連結，是否還需

要進到區委會審議? 還請釐清。 

(三)由於都會區域計畫並非一個獨立

的實質計畫，而是屬於全國區域計畫的

一部分，故其補充乃依全國區域計畫的

變更或檢討之行政程序進行，仍須依循

現有區委會審議的體制。 

八、 國家發展委員會： 

(一)都會區域計畫如何凸顯與其他區

域計畫的差異性，不論計畫範圍如何

(一)將於「都會區域計畫的性質、功能

與定位」乙節進行補充論述說明。計畫

期程建議依據全國區域計畫為至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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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建議加強補述計畫期程的內容。 115年，故為 10年。 

(二) 依現行政府預算制度，重要中長

程個案計畫屬「公共建設計畫」類別，

係由地方政府提案後，送本會會同有

關機關審議後報行政院核定，係依照

該計畫的原則與預算作合理分配，該

計畫功能僅單方提出，並沒有發揮跨

域功能。 

(二)感謝委員指正。  

(三) 本案應釐清各方的角色，包含中

央的土地使用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及地方政府，將所有的工作項

目及權利義務納入考量。又土地主管

機關如何在協調平台進行權利義務分

配，由於國發會於進行中長建設計畫

審議時要求應檢附財務計畫，建議可

納入參考，如有財務計畫，才會有確

定的實施年期及相關權益項目。 

(三)由於都會區域計畫定位為各方的

協議文件性質的一種計畫，且依據區域

計畫法 12條，後續對應的相關部門計

畫應配合執行，故都會區域計畫應較少

直接處理特定設施，而是在形成協議計

畫之後，由部門編列施工期程與財務計

畫。 

都會區域計畫也較不會直接擬訂期

程，因其空間計畫特性主要是整合已確

定的計畫與工程，建立一定時間內的合

理評估，包括人口成長狀況、經濟狀況

等，預估存在土地運用狀況，空間計畫

可以依照現實狀況而不斷修改。故若有

已確定的重大工程，空間計畫即認定該

重大建設已存在，與工程計畫的時程考

量不太一樣。 

(四) 機關間協商不應於審議階段才

進行，而應在規劃階段前期就進行協

調工作，可縮短後續計畫擬訂時程及

提高效率。 

(四)感謝委員建議。  

(五) 目前內政部擬訂跨域的區域計

畫與現行行政院的預算審核機制（中

長程建設計畫）等二套機制，請規劃

單位再思考二計畫間的競合關係，如

何進行整合，使重大公共建設的預算

可挹注到都會區域計畫，進而產生實

質功能。 

(五) 本點回應同前述八、(三) 回覆意

見，請參閱。 

九、 新北市政府： 

(一) 都會區域的範圍，尊重本案以議

題影響範圍進行劃設。 

(一)知悉。 

(二) 如何落實協商平台的效能部

分，目前新北市與周圍縣市合作大概

有三個平台：1.柯 P的雙北論壇，其

討論範疇更大。2.推動已 13年的北臺

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3.北北基有一

些合作計畫，架構一合作平台。 

(二)感謝建議。都會區域計畫就是提供

具有法效力的計畫制度性保障，以強化

相關規劃、計畫執行的穩定性。 

(三) 在區域計畫的架構下，地方政府

的角色及工作項目為何?又地方政府

該如何分配財源與推動計畫? 

(三)地方政府具有都會區域計畫的提

案權，並可參與都會區域計畫的協商平

台，爭取對計畫內容的各方共識。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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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計畫推動仍須回歸相關部門計畫，涉

及縣市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需調整，也

應依循現有計畫之檢討與變更程序進

行。 

(四) 本府擬訂新北市區域計畫時，探

討幾個跨域議題，包含流域、運輸、

產業、公共設施、水資源、防災等。

本案實際案例僅就三個議題討論，提

供下列意見： 

1. 水資源議題為目前急需解決的

課題，建議是否可擴大研究範圍

為淡水河流域，而非僅限基隆河

流域?另目前營建署亦刻正擬訂

流域的特定區計畫，是否會與治

水防洪相關內容重複？ 

2. 交通運輸因範疇非常廣泛，是否

有較明確的範圍界定。 

3. 住宅部分，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新北市區域計畫認為此為新北

市最重要議題，但因區域計畫法

第 7 條部門計畫項目未有住

宅，所以新北市區域計畫是提出

住宅發展策略，惟擬訂過程發現

住宅計畫（如公共住宅或社會住

宅）較難與土地空間計畫產生連

結，還請規劃單位再研議。 

(四) 

1. 受限本研究規模與能量，委託單位

建議聚焦於基隆河流域為北部都會

區域案例試擬之課題。 

2. 交通運輸將聚焦於北部都會區域的

大眾軌道運輸為主。另北部雙海

港、雙空港的定位也會初步探討。 

3. 此課題已與內政部營建署國宅組訪

談，北部縣市的訪談也有類似意

見。期末報告於北部都會區域的案

例試擬乙章將會補充說明。 

(五) 全國區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皆有民眾參與問題，究竟民

眾參與的權限到什麼程度?該如何參

與?都會區域計畫需不需要政策環評?

亦請納入考量。 

(五)實務上民眾參與會隨著計畫的抽

象度而降低，抽象度越高，民眾參與的

會越低，取而代之的就會是類似諮詢、

資訊公開、或與專家學者、專業團體的

討論。 

 

另此因涉及環保署對於環評政策的想

法，環保署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6 條、「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

法」第 4條及 101年 10月 17日公告修

正「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

項」，已明確規範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之政策，「全國區域計畫」非屬上述「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 

十、 本署國民住宅組（書面意見） 

(一) 查本部前於 104年 7月 24日檢

送「整體住宅政策」修正草案，目前

進行審查作業中，另為符合行政程

序，本案經行政院核定後，本部自儘

速提報「整體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

（104年-107年）」草案，故在前開行

政作業尚未完成前，本部仍係依據住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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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法及「101至 104年整體住宅政策實

施方案」（本組業配合提供相關資料予

規劃團隊在案）提供國人多元居住協

助措施。 

(二) 另有關合宜住宅部分，係依據行

政院核定「健全房屋市場方案」，由本

部興建板橋浮洲合宜住宅 4,455戶及

林口 A7合宜住宅 4,463戶，並透過資

格審查，優先提供中低收入之無自有

住宅家庭合宜價位之住宅；此外，中

央原則上不再規劃新案。 

敬悉。 

 

 

 

 

 

 

(三) 至社會住宅部分，按住宅法規

定，社會住宅之規劃、興辦、獎勵及

管理係地方主管機關之權責，本部除

依據行政院 100年核定「社會住宅短

期實施方案」及 103年核定「社會住

宅中長期實施方案」補助地方政府興

辦社會住宅之外，各地方政府亦刻正

運用自有財源積極興辦社會住宅，為

照顧弱勢族群，社會住宅應提供至少

百分之十以上比例出租予具住宅法第

4條第 1項之特殊情形或身分者。惟相

關先期規劃案件，為降低後續業務推

動之阻力，尚難提供相關資料。 

(三) 雖社會住宅依法屬地方事務，但

本研究建議因北部都會區域尤其以北

北基桃的生活緊密程度，社會住宅政策

的推動仍可結合交通、產業等部門發展

內容一起思考。 

建議中央的住宅政策應與跨域型的空

間計畫搭配，從跨域合作的原則性指

導、社會住宅量的目標設定，至相關合

適區位的規劃與指認，皆可提出中央單

位的主張，對相關中央部門的政策配

合，例如國有土地供給、稅制修訂等，

相關部門也可以有所依據；同時，也有

利於後續地方政府進行跨域政策的推

動與合作。 

(四) 另依住宅法第 24條、第 28條及

第 48條等規定，本法不適用土地法第

97條之規定，且不受土地法第 25條、

第 104條、第 107條、國有財產法第

28條及地方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並

無排除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之適用， 是以相關住宅業務

如涉區域計畫、都市計畫、都市更新

等業務，仍回歸現行法令規定辦理，

尚無納入空間規劃等相關發展限制。 

敬悉，惟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與其施行細則，社會住宅屬於該法

所稱公共建設之社會福利設施，而可行

使徵收、區段徵收等私有土地取得程

序，與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方式無異；且

社會住宅依法得以使用公有非公用土

地，加上民意、與相關法令立法原意等

皆賦予一定的社會承擔責任，使社會住

宅確實有跨域公共設施之特性，故有納

入空間計畫進行整體規劃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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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3：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案期末簡報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1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00 分  

地  點：本署 6樓第 601會議室 

主  席：林組長秉勳                                      記  錄：望熙娟 

出列席人員：略，詳后簽到簿。 

簡報內容：略。 

壹、決議： 

一、本案期末簡報原則同意，請受託單位依履約期限規定於 105 年 1 月

18 日前提送總結報告書初稿至署，俾辦理後續總結報告書審查事

宜。 

二、本次會議專家委員及機關代表所提意見（詳附件），請受託單位整理

處理情形回應表，並請參考其意見修正納入總結報告書初稿。 

 

 

 

 

 

 

貳、臨時動議：無。 

叁、散會：16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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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與會委員及機關代表發言意見摘要 

一、劉委員玉山 

（一） 國土依國土計畫法規定，國土計畫法施行後 2 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

土計畫，而都會區域計畫屬於全國國土計畫的附冊，故都會區域計畫

是否亦應於 2 年內完成；如都會區域計畫應於 2 年內完成，需確認全

國有幾個都會區域、涵蓋之空間範圍、其計畫年期是否與全國國土計

畫一致。 

（二） 規劃單位整理國外有關都會區域之案例資料，包括英、美、日等國內

容，值得後續研究參考。 

（三） 國內有關都會區域之案例，過去北部區域計畫中有都會區域計畫內容，

以 1小時車程距離作為都會區範圍；另 56年行政院經合會研擬「臺北

基隆都會區域計畫」，亦以部門計畫及都會區課題為探討重點，其中部

門計畫以交通為主，包括國際機場由松山遷移至桃園（考量松山機場

阻斷當時臺北發展及噪音等問題）、高速公路路線、臺北港的興建、臺

鐵臺北路段採地下或高架、林口新市鎮規劃建議等，上開內容提供規

劃單位參考。 

（四） 規劃單位提出有共識基礎的提案，其審議期間為 2 個月，但考量實務

上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的行政作業時程，為免影響審議品質，建議修

改為 6個月較為合理。 

（五） 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皆為行政院與各部會相關重視的課題，建議未來

永續發展也可納入都會區域計畫議題。 

（六） 有關都會區域計畫之推動實施機制，提供下列建議： 

1. 目前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之區域合作平臺能否檢討其成

效，能否達到區域建設委員會的功能，兩者差異為何，區域合作平

臺可否取代補充區域建設委員會。 

2. 國土計畫法規定應定期公布國土白皮書，其研提單位為何；又該法

規定政府應整合成立國土資源相關研究機構，其研究機構為何。 

3. 未來如成立國土規劃研究機構，政府可編列相關預算，委由該研究

機構協助政府部門辦理國土規劃相關內容。 

二、馮委員正民 

（一） 依國土計畫法規定，都會區域應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加強

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故為何需擬訂

都會區域計畫，係因過去相關計畫缺乏協調機制。 

（二） 都會區域計畫之啟動單位為何？啟動方式係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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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係由中央擬訂或或地方發起；必須擬訂或選擇性擬訂。依照本案研

究成果觀之，應是視議題需要而擬定都會區域計畫，且範圍可能因議

題有不同之都會區域計畫範圍。 

（三） 擬訂都會區域計畫之時機為何？依國土計畫法規定係納入全國國土計

畫之附冊，故全國國土計畫內是否要指定都會區域計畫之地區或啟動

時機。 

（四） 都會區域計畫之擬定機關為何？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為何？究係

屬策略性計畫、實質性計畫、或部分策略與部分綱要之計畫，可參考

國土計畫法內容，包含項目、深度、程序（協調機制）。 

（五） 建議推動協調機制應包含如何協調、協調的部門與人員組成、協調程

序；審議機制應包含審議原則、審議機關、審議時程、審議準則、審

議委員會組成等，此部分可作為後續研究之建議事項，其中規劃單位

所提區委會審議時程 2個月過於急迫，可再酌予考量。 

（六） 檢視發展策略與目標是否相符，如發展策略無法達到目標，亦無法發

揮指導下位計畫之功能。另案例試擬的策略，建議規劃單位可註明因

係模擬僅研擬部分策略。 

三、林組長秉勳 

（一） 全國國土計畫基本上屬策略性的指導計畫，其應載明內容明定於國土

計畫法第 9 條，包含國土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部門空間發展、國土

防災及氣候變遷調適等策略。 

（二） 依國土計畫法規定，國土計畫層級分為國土與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如於全國國土計畫中可研訂跨域之明確指導原則，則非一定需

要擬訂都會區域計畫或特定區域計畫，所以係視實際需求擬訂都會區

域計畫或特定區域計畫。 

（三） 全國區域計畫或國土計畫仍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只是形成過程並非

全由中央主導，也可由地方形成共識後建議中央納入全國區域計畫或

國土計畫內容。 

（四）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8 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遵

循國土計畫」及第 17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部門計畫與各級

國土計畫所定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或計畫產生競合時，應報由中央主管

機關協調」，此部分確立國土計畫的優越性。 

（五） 都會區域計畫不只探討保育型議題，以目前基隆河流域廊道為例，也

涉及都會區的產業發展與環境之間關係，因各縣市政府對產業發展有

不同想法，恐無法僅單從流域治理及防災面向去探討，故需從空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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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就基隆河上、中、下游的土地使用及策略作整體性考量。 

（六） 另請規劃單位就下列意見酌予增補或納入後續研究之建議內容： 

1. 對於都會區計中的部門計畫應如何呈現，於第 67頁補充或案例試擬

中說明，例如：熱點(Hot Spot)等。 

2. 都會區域計畫的議題，除交通、住宅、治水防洪外，還有哪些重要

議題，可納入建議內容。 

3. 推動實施的三階段的機制，是否可能舉例說明便於瞭解。 

四、新北市政府 

（一） 規劃報告第 98 頁案例試擬有關北部各縣市社會住宅數量之供需推估，

請規劃單位再檢視相關數量的合理性。 

五、國家發展委員會 

（一） 有關都會區域計畫不只涵蓋發展型議題，也包含保育型議題，故想請

教都會區域計畫與特定區域計畫的關係或差異。 

（二） 目前所提的機制有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啟動可能，是否有客觀量化

指標作為啟動門檻。 

（三） 第肆章執行計畫，屬於實質性計畫，是否納入實質建設計畫與財務計

畫的內容，縣市政府與中央部會之間的關係與期程。 

（四） 國發會有補助地方政府相關國建計畫的跨域計畫規劃費，部會的中長

程計畫往往與地方自提的沒有結合，故都會區域計畫若能與財務連結，

可能對地方跨域性整合更有助益。 

六、業務單位意見 

（一） 整體性意見： 

1. 本案係於 103年 11月 12日委託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中心辦理，

因研究需要，延長契約至 105年 1月 31日。本案期末報告如經審查同

意，請規劃單位依審查委員及機關意見修正納入總結報告書初稿，並

請依履約期限規定於 105年 1月 18日前提送本署辦理後續總結報告書

審查事宜。 

2. 本案辦理迄今已超過 13 個月，召開 13 次工作會議，針對本案辦理方

向及預期成果進行詳細討論；此外，本案並由委辦單位召開 2 次座談

會議，徵詢專家學者意見納入研究參考。是以，本案目前初步成果尚

符合本案委辦目的及需求。 

（二） 期末報告內容應再補充或修正 

1. 國內過去推動都會區域之經驗及優缺點 

依本署核定工作計畫書之工作內容，應補充「國內過去推動都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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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經驗及優缺點」，查「貳、文獻回顧、2.2國內相關推動經驗」(第 9

頁)中，僅納入過去區域計畫及區域合作平台等內容，並未分析其優缺點，

請再補充相關內容，作為後續擬訂都會區域計畫之參考。 

2.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 

(1) 依本署核定工作計畫書之工作內容，「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

包含 6項：「•••（六）其他相關事項。」，查「肆、都會區域計

畫應載明內容之探討 4.2原應載明內容之分析」(第 54頁)中，未

有其他相關事項，且並未提出各該項目是否保留或刪除之具體建議，

請補充該內容。 

(2) 「4.3本研究對應載明內容之建議、4.3.1應載明內容之架構與論

述、第肆章執行計畫」(第 71頁)，目前規劃單位提出執行計畫有

三種類型，請再補充執行計畫(應辦及配合事項)應有之內容，包含

都會區域計畫後續應辦事項、主協辦機關及辦理時程等。 

(3) 有關計畫議題，本案提出「議題形成可包含但不僅限於一般性空間

議題…」(第 68頁)，考量都會區域計畫係空間計畫，故議題仍應

與空間相關者為限。 

3. 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實施機制 

「5.2.1第一階段：啟動階段…」中提出三種途徑，分別由「區域

計畫擬定機關」啟動或提請「區域計畫委員會」啟動（第 79頁），

請再釐清有何差異，又何以需要提請區委會啟動；「5.2.3 第三階

段：定案及實施．．．；若該提案經區委會大會確認後同意，則將

循法定公開展覽程序後，公告納入全國區域計畫做為補充說明。」

（第 82頁），依區域計畫法規定「中央主關機關擬定之區域計畫，

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行政院備案後公告實施」，

並無公開展覽程序，因前開內容與現行區域計畫法規定不符，請配

合修正。又圖 26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實施機制建議流程圖，請按下

列各點修正： 

(1) 啟動計畫擬定或變更程序：因計畫擬定機關為「內政部」，並非「內

政部區委會」，請配合修正。 

(2) 審議與核定程序：所稱「納入全國區域計畫」之意涵為何，考量實

務執行並無該程序，故建議刪除之。 

(3) 委託本項目之原意，係為研擬都會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之執行方式，

然本案所提相關內容均偏向於「擬定過程」之推動機制，對於「公



附錄 3-52 

 

告實施後」之機制應如何推動，並未有相關論述，請再補充。 

4. 案例試擬 

(1) 「表 5中央與地方機關訪談彙整表」(第 89頁)，有關經濟部水利

署對於跨域議題所提內容，建議可再將「以治水防洪為例，都市的

發展與山坡地的開發等土地利用，與整體河川、流域治理理應結合

為一體。」、「結合營建署的土地管制及水利署的流域治理兩者，是

必然的趨勢，只是在細節上如何操作、是否在相關的法規命令要點、

開發審議過程納入逕流量的管制等，可進一步研議。」等相關內容

納入。 

(2) 擬定機關修正為「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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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審查委員意見回應表 

項次 委員意見 回應說明 

一 劉玉山委員： 

(一)依國土計畫法規定，國土計畫法

施行後 2 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

畫，而都會區域計畫屬於全國國土計

畫的附冊，故都會區域計畫是否亦應

於 2年內完成；如都會區域計畫應於 2

年內完成，需確認全國有幾個都會區

域、涵蓋之空間範圍、其計畫年期是

否與全國國土計畫一致。  

(一)本研究建議「都會區域計畫」為因

應跨域性議題的需要而進行計畫的研

擬，故應視需求而定，並且應以中央及

地方、地方與地方間具有的「共識」基

礎為前提；並以「計畫範疇」取代「計

畫範圍」，並不設定固定的空間界線，

而是以議題所涉的「事務」及相關機關

做為計畫範疇的認定。其年期因屬於全

國區域計畫的附冊，故年期與全國性計

畫一致。 

依國土計畫法規定，國土計畫層級

分為國土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如於全國國土計畫中可研訂跨域之明

確指導原則，則非一定需要擬訂都會區

域計畫或特定區域計畫，所以係視實際

需求擬訂都會區域計畫或特定區域計

畫。 

(二)規劃單位整理國外有關都會區域

之案例資料，包括英、美、日等國內

容，值得後續研究參考。 

(二)感謝委員肯定，團隊將持續努力。 

 

(三)國內有關都會區域之案例，過去

北部區域計畫中有都會區域計畫內

容，以 1 小時車程距離作為都會區範

圍；另 56年行政院經合會研擬「臺北

基隆都會區域計畫」，亦以部門計畫及

都會區課題為探討重點，其中部門計

畫以交通為主，包括國際機場由松山

遷移至桃園（考量松山機場阻斷當時

臺北發展及噪音等問題）、高速公路路

線、臺北港的興建、臺鐵臺北路段採

地下或高架、林口新市鎮規劃建議

等，上開內容提供規劃單位參考。 

(三)感謝委員意見。 

(四)規劃單位提出有共識基礎的提

案，其審議期間為 2 個月，但考量實

務上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的行政作業

時程，為免影響審議品質，建議修改

為 6個月較為合理。 

(四)考量過去參與區委會審議經驗，本

研究建議將各方意見能於前端規劃期

間的協商平台盡量折衝，而非至後端的

審議期間處理，以降低政府行政作業的

制度成本。 

故後端審議階段僅就適法性、與上

位計畫及政策是否衝突或有未盡事宜

之處等提出意見。審議期程將於後續工

作會議與作業單位商討後再確認。 

(五)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皆為行政院

與各部會相關重視的課題，建議未來

永續發展也可納入都會區域計畫議

題。 

(五)本研究於應載明內容第貳章「規劃

背景與理念」敘明應重視永續發展的三

代大支柱，包含環境、經濟與社會。故

無論是後續議題的形成、目標的設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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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的研擬等，皆應符合或不違背此三

大基本理念。 

    另因本案囿於時間、經費等資源，

僅以「住宅」、「交通運輸」與「治水防

洪」三大議題做為試擬，但並不表示日

後跨域型都會區計畫的議題僅限於此

三項，各都會區仍可以該區域的特性、

輿論意見等，形成具有地方共識的跨域

性議題。 

(六)有關都會區域計畫之推動實施機

制，提供下列建議： 

1. 目前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

成立之區域合作平臺能否檢討其

成效，能否達到區域建設委員會

的功能，兩者差異為何，區域合

作平臺可否取代補充區域建設委

員會。 

2. 國土計畫法規定應定期公布國土

白皮書，其研提單位為何；又該

法規定政府應整合成立國土資源

相關研究機構，其研究機構為何。 

3. 未來如成立國土規劃研究機構，

政府可編列相關預算，委由該研

究機構協助政府部門辦理國土規

劃相關內容。 

(六) 

1. 區域合作平臺的推動、效益與探討

請詳見總結報告書(初稿)2.2.3節

及 2.2.4節(P.17~P.20）。 

區域合作平臺由國發會依據地方

制度法等據以推動，與區建會依據

區域計畫法之引用法源不同、事權

主管機關亦不同，故區域合作平臺

尚難取代區建會。 

2. 國土法相關執行細節恐非本案建

議範疇，建議由主管機關委託後續

相關子法之研究。 

3. 其他對國土計畫法相關的建議，已

補充於總結報告書7.2.3節之建議

事項。 

 

二 馮正民委員：  

(一)依國土計畫法規定，都會區域應

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加強

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化區域

機能提升競爭力，故為何需擬訂都會

區域計畫，係因過去相關計畫缺乏協

調機制。 

(一)感謝委員建議。 

(二)都會區域計畫之啟動單位為何？

啟動方式係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亦

即係由中央擬訂或或地方發起；必須

擬訂或選擇性擬訂。依照本案研究成

果觀之，應是視議題需要而擬定都會

區域計畫，且範圍可能因議題有不同

之都會區域計畫範圍。 

(二)本研究建議可由縣市政府或中央

相關部門，在認為有跨域性議題產生

時，可透過都會區域計畫協商平台建議

計畫擬定機關（內政部）啟動都會區域

計畫。(詳：總結報告書(初稿)P.85 提

案時機與途徑) 

(三)擬訂都會區域計畫之時機為何？

依國土計畫法規定係納入全國國土計

畫之附冊，故全國國土計畫內是否要

指定都會區域計畫之地區或啟動時

機。 

(三)本研究建議「都會區域計畫」為因

應跨域性議題的需要而進行計畫的研

擬，故應視需求而定，並且應以中央及

地方、地方與地方間具有的「共識」基

礎為前提，故並無一定個數的規範。 

故並無特定的啟動時機，故按現有體制

是隨時可向中央申請啟動。 

(詳：總結報告書(初稿)P.85 提案時機

與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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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會區域計畫之擬定機關為何？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為何？究係

屬策略性計畫、實質性計畫、或部分

策略與部分綱要之計畫，可參考國土

計畫法內容，包含項目、深度、程序

（協調機制）。 

(四)擬定機關為中央主管機關-「內政

部」。惟本研究參採全國區域計畫、國

土計畫法之相關條文精神，建議可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啟動「都會區域計畫」

規劃的單位可為地方縣市政府及中央

相關部門（當認為有跨域議題事務需要

透過區域計畫平台協調時）。 

    本研究建議都會區域計畫因屬全

國區域計畫的附冊，故其規劃內容仍以

策略性指導原則為主。 

(五)建議推動協調機制應包含如何協

調、協調的部門與人員組成、協調程

序；審議機制應包含審議原則、審議

機關、審議時程、審議準則、審議委

員會組成等，此部分可作為後續研究

之建議事項，其中規劃單位所提區委

會審議時程 2 個月過於急迫，可再酌

予考量。 

(五)協調的參與者為各利害關係人(機

關)，亦即「計畫範疇」所含的機關或

行政團體，協調結果則以各方共識為基

礎； 審議原則則以規劃內容適法性、

與上位計畫是否抵觸以及是否有未盡

事宜等條件檢視之。 

考量過去參與區委會審議經驗，本

研究建議將各方意見能於前端規劃期

間的協商平台盡量折衝，而非至後端的

審議期間處理，以降低政府行政作業的

制度成本。 

故後端審議階段僅就適法性、與上

位計畫及政策是否衝突或有未盡事宜

之處等提出意見。審議期程將於後續工

作會議與作業單位商討後再確認。 

(六)檢視發展策略與目標是否相符，

如發展策略無法達到目標，亦無法發

揮指導下位計畫之功能。另案例試擬

的策略，建議規劃單位可註明因係模

擬僅研擬部分策略。 

(六)感謝委員建議，於總結報告書(初

稿)6.4節表 7、表 8、表 9 以加註「附

註欄」的方式，補充說明執行計畫與目

標、策略之對應關係。另策略模擬已加

以註明為部分策略（P.105註解）。 

三 林組長秉勳 

(一)全國國土計畫基本上屬策略性的

指導計畫，其應載明內容明定於國土

計畫法第 9 條，包含國土空間發展及

成長管理、部門空間發展、國土防災

及氣候變遷調適等策略。 

(一)此意見為主席回應說明相關國土

法之立法意旨及其中與都會區域計畫

之相關內容。 

(二)依國土計畫法規定，國土計畫層

級分為國土與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如於全國國土計畫中可研訂跨

域之明確指導原則，則非一定需要擬

訂都會區域計畫或特定區域計畫，所

以係視實際需求擬訂都會區域計畫或

特定區域計畫。 

(二)此意見為主席回應說明相關國土

法之立法意旨及其中與都會區域計畫

之相關內容。 

(三)全國區域計畫或國土計畫仍由中

央主管機關擬定，只是形成過程並非

全由中央主導，也可由地方形成共識

後建議中央納入全國區域計畫或國土

(三)本研究建議亦納入此由下而上的

形成機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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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四)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8 條「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遵

循國土計畫」及第 17條「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興辦部門計畫與各級國土

計畫所定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或計畫產

生競合時，應報由中央主管機關協

調」，此部分確立國土計畫的優越性。 

(四)感謝委員建議與補充。部門計畫與

本計畫之關係，依國土法精神補充於總

結報告書(初稿)都會區域應載明內容

之部門發展空間策略第 4.3.3 節

(P.76)。 

(五)都會區域計畫不只探討保育型議

題，以目前基隆河流域廊道為例，也

涉及都會區的產業發展與環境之間關

係，因各縣市政府對產業發展有不同

想法，恐無法僅單從流域治理及防災

面向去探討，故需從空間面向就基隆

河上、中、下游的土地使用及策略作

整體性考量。 

(五)感謝建議與補充。相關內容於第陸

章案例試擬-「治水防洪」總結報告書

(初稿)6.3節（P.108）之策略與執行計

畫 6.4節，說明於都會區域計畫中，因

應治水防洪的議題應與土地使用規劃

整體考量。 

(六)另請規劃單位就下列意見酌予增

補或納入後續研究之建議內容： 

1. 對於都會區域計畫中的部門計畫

應如何呈現，於第 67 頁補充或案

例試擬中說明，例如：熱點(Hot 

Spot)等。 

2. 都會區域計畫的議題，除交通、住

宅、治水防洪外，還有哪些重要議

題，可納入建議內容。 

3. 推動實施的三階段的機制，是否可

能舉例說明便於瞭解。 

(六) 

1. 已於第 4.3.3 節補充說明部門發展

計畫或其空間發展策略應如何配合

都會區域計畫之建議（P.76）。 

2. 針對都會區域發展一般性議題與我

國都會區域發展常見議題，請參見

第 4.2.2節（P.60、P.61），可供後

續研究參考。 

3. 本報告已依相關意見已對機制內容

進行修正與調整，並補充公告後之

執行方式建議；另將於機制流程圖

加註「辦理事項」與「機關」，以協

助瞭解機制之意涵。  

四 新北市政府 

(一)規劃報告第 98頁案例試擬有關北

部各縣市社會住宅數量之供需推估，

請規劃單位再檢視相關數量的合理

性。 

(一)本研究案例試擬相關數據僅為初

估與模擬，目的為呈現未來都會區域計

畫對於議題分析、目標設定與策略研擬

的廣度與深度。 

五 國家發展委員會： 

(一)都會區域計畫不只涵蓋發展型議

題，也包含保育型議題，請教都會區

域計畫與特定區域計畫之關係或差

異。 

(一)流域特定區域計畫與都會區域計

畫於國土法體制下性質應皆屬特定區

域計畫；故若議題有一定的單元性與一

體性，即可採用特定區域計畫的概念，

而特定區域計畫也並非一定具有特定

界線範圍，例如原民傳統領域。 

各國都會區規劃難免考量經濟發

展，但研究建議依循全國區域計畫原

則，應同時兼顧環境面與社會面。 

另特定區域計畫未來主要由中央

主管機關主動提出的機會較大，而都會

區域計畫則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機會

均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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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所提啟動機制有由上而下或

由下而上，因可提出的議題範疇很

廣，是否有客觀量化指標作為啟動門

檻。 

(二)如何需要研擬都會區域計畫的標

準，因都會區域計畫處理重大且具跨域

性的議題，非如同地方都市計畫一般處

理實質性的發展課題，故啟動都會區域

計畫的標準較無法量化，而通常以定性

的方式界定，且往往也具有規劃以外的

政治性因素考量。  

(三)第肆章執行計畫，屬於實質性計

畫，是否納入實質建設計畫與財務計

畫的內容、縣市政府與中央部會之間

的關係與期程。 

(三)由於都會區域計畫非實質性的建

設計畫，其目的為指導地方的空間政策

及計畫，且為策略性計畫性質。故本研

究不建議納入財務計畫內容；但仍建議

於相關先期規劃階段，應視需求評估考

量相關策略或執行計畫的財務可行性。 

(四)國家發展委員會補助地方政府相

關國建計畫的跨域計畫規劃費，部會

的中長程計畫往往與地方自提計畫沒

有關聯，故都會區域計畫若能與財務

連結，可能對地方跨域性整合更有助

益。 

(四)本研究建議申請者在現有體制

下，以都會區域計畫做為功能性計畫，

整合實質計畫、縫合各部門政策與協

議，進行資源的整合運用，例如：北臺

區域合作平臺的經驗，就缺乏政策性與

制度性的背書，往往產生政策不連貫的

結果。 

故本案建議就目前制度可操作、不

增加預算負擔的情況下，於現有框架進

行整合，然關鍵重點仍需視未來國發會

與內政部雙方在預算面與計畫面兩者

的整合。 

六 作業單位意見 

(一)整體性意見： 

1. 本案係於 103年 11月 12日委託財

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中心辦

理，因研究需要，延長契約至 105

年 1 月 31 日。本案期末報告如經

審查同意，請規劃單位依審查委員

及機關意見修正納入總結報告書

初稿，並請依履約期限規定於 105

年 1 月 18 日前提送本署辦理後續

總結報告書審查事宜。 

2. 本案辦理迄今已超過 13 個月，召

開 13 次工作會議，針對本案辦理

方向及預期成果進行詳細討論；此

外，本案並由委辦單位召開 2次座

談會議，徵詢專家學者意見納入研

究參考。是以，本案目前初步成果

尚符合本案委辦目的及需求。 

(一)遵照委託單位意見修正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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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末報告內容應再補充或修正 

1. 國內過去推動都會區域之經驗及

優缺點 

依本署核定工作計畫書之工

作內容，應補充「國內過去推動都

會區域之經驗及優缺點」，查「貳、

文獻回顧、2.2國內相關推動經驗」

(第 9頁)中，僅納入過去區域計畫

及區域合作平台等內容，並未分析

其優缺點，請再補充相關內容，作

為後續擬訂都會區域計畫之參考。 

(二) 

1. 國內推動都會區域之經驗與優缺點

之相關內容補充於總結報告書(初

稿)第 2.2.4節(P.19)。 

2.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 

(1) 依本署核定工作計畫書之工作內

容，「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

包含 6項：「•••（六）其他相

關事項。」，查「肆、都會區域計

畫應載明內容之探討 4.2原應載

明內容之分析」(第 54頁)中，未

有其他相關事項，且並未提出各

該項目是否保留或刪除之具體建

議，請補充該內容。 

(2) 「4.3 本研究對應載明內容之建

議、4.3.1 應載明內容之架構與

論述、第肆章執行計畫」(第 71

頁)，目前規劃單位提出執行計畫

有三種類型，請再補充執行計畫

(應辦及配合事項)應有之內容，

包含都會區域計畫後續應辦事

項、主協辦機關及辦理時程等。 

(3) 有關計畫議題，本案提出「議題

形成可包含但不僅限於一般性空

間議題…」(第 68頁)，考量都會

區域計畫係空間計畫，故議題仍

應與空間相關者為限。 

2. 

(1) 對應載明內容「其他相關事項」之

探討，補充於總結報告書(初稿)第

4.2.6節(P.71)。 

(2) 已補充修正於總結報告書(初稿)第

4.3.4節(P.76)。 

(3) 已修正，見總結報告書(初稿)第

4.3.1節(P.73)。 

3. 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實施機制 

(1) 「5.2.1第一階段：啟動階段…」

中提出三種途徑，分別由「區域

計畫擬定機關」啟動或提請「區

域計畫委員會」啟動（第 79頁），

請再釐清有何差異，又何以需要

提請區委會啟動；「5.2.3第三階

段：定案及實施．．．；若該提

案經區委會大會確認後同意，則

將循法定公開展覽程序後，公告

納入全國區域計畫做為補充說

明。」（第 82頁），依區域計畫法

規定「中央主關機關擬定之區域

3. 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實施機制 

(1) 有關啟動階段的三個時機與途徑已

修正相關內容，並已修正公開展覽

程序相關文字，請詳見總結報告書

(初稿)第 5.2.1節、第 5.2.3節。 

(2) 圖 26修正內容： 

A. 內政部為擬定機關，區委會為確認

提案是否成案之單位，已做修正。 

B. 已刪除。 

C. 有關都會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之

執行方式建議，已補充於總結報告

書(初稿)5.2.3節（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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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審議通過，報請行政院備案後公

告實施」，並無公開展覽程序，因

前開內容與現行區域計畫法規定

不符，請配合修正。 

(2) 圖 26 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實施機

制建議流程圖，請按下列各點修

正： 

A. 啟動計畫擬定或變更程序：因計

畫擬定機關為「內政部」，並非「內

政部區委會」，請配合修正。 

B. 審議與核定程序：所稱「納入全

國區域計畫」之意涵為何，考量

實務執行並無該程序，故建議刪

除之。 

C. 委託本項目之原意，係為研擬都

會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之執行方

式，然本案所提相關內容均偏向

於「擬定過程」之推動機制，對

於「公告實施後」之機制應如何

推動，並未有相關論述，請再補

充。 

4. 案例試擬： 

(1) 「表 5中央與地方機關訪談彙整

表」(第 89頁)，有關經濟部水利

署對於跨域議題所提內容，建議

可再將「以治水防洪為例，都市

的發展與山坡地的開發等土地利

用，與整體河川、流域治理理應

結合為一體。」、「結合營建署的

土地管制及水利署的流域治理兩

者，是必然的趨勢，只是在細節

上如何操作、是否在相關的法規

命令要點、開發審議過程納入逕

流量的管制等，可進一步研議。」

等相關內容納入。 

(2) 擬定機關修正為「內政部」。 

 

 

 

 

 

 

 

 

 

4. 

(1)已於總結報告書(初稿)表 5(P.95)

補充相關建議內容。 

(2)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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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次工作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表1. 第 1次工作會議決議之辦理情形回應表 

第 1次工作會議之決議事項 回應 

一、 請規劃單位先整理出目前都會區域應

優先處理之問題，再探討所涉內容與

界定範圍，即以議題為導向，進行都

會區域空間規劃，再研議行動計畫、

執行方案、跨行政區之管轄權或預算

等內容，且以實際案例進行操作。後

續並於研擬議題後再討論都會區域計

畫屬性（框架或引導）。 

 期中報告第八章已針對都會區域應優

先處理之議題進行分析，並有建議之篩

選機制。 

 範圍界定部分則在期中報告第五章第

七節有初步建議，而後在第八章第二節

之二，有較詳盡之解說，並在第九章選

定北部都會區-以北北基宜桃作為本案

試擬區位。 

 在釐清上述各項目後，於期中報告

第六章第三節詳述都會區域計畫屬

性。 

二、 請規劃單位針對國外案例（如現行及

2014修正版大倫敦計畫）進行深入探

討並提供具體建議內容，如目前大倫

敦計畫之劃設範圍如何決定、執行過

程面臨之課題與研擬策略為何，又目

前大倫敦計畫與 2014修正版計畫間

之差異為何、修正原因及解決議題。 

 大倫敦計畫之相關內容已補充在期中

報告第四章第二節內，其劃設範圍乃因

政策、規劃需求而定，執行課題與策略

還請參閱期中報告 p.23~27。 

 大倫敦計畫之修正乃因首長輪替，基於

不同政見需求而修正之，針對其計畫內

容變遷，已補充至期中報告 p.22（一）

歷史沿革之最後一段。 

三、 後續請規劃單位研擬本案之章節架

構，並配合修改部分工作計畫期程，

以利本案計畫執行。 

遵照辦理，工作期程已修正至工作計畫書

內，並於 103年 11月 21日送達內政部營

建署。另，本案之章節架構，已配合各階

段成果，合理調整之。 

四、 本案於 103年 11月 12日完成契約書

用印，依契約履約期限規定：「簽約次

日起 10 日內提送工作計畫書 5

份」，故請規劃單位於前開規定期限前

提送工作計畫書，並將本次工作會議

決議納入工作計畫書之工作項目。 

遵照辦理，工作計畫書已修正工作項目，

並於 103年 11月 21日送達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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