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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都會區域、區域範圍、區域治理 

一、研究緣起 

台灣空間計畫體制尚未臻健全，適逢國內刻正推動國土計畫法，本研究主要

目的在於探討如何將都會區域計畫建構成為台灣空間計畫體制的一部份，並以都

會區域範圍的劃設準則為焦點。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在研究方法上，以文獻研究法分析我國現有法制及國內外學者之相關研究，

勾勒出現有都會區域之現況、問題，並進一步透過問卷及 GIS 之分析技術，選擇

最適之方案。 

三、重要發現 

（一）都會區域之意涵與界定 

現代之都會區域是指人類群聚之空間，由中心都市及其腹地所組成，其間由

經濟關係、交通運輸與機能相互依賴的制度系統所組成，並以緊密互動的網絡關

係相聯繫。它亦可被視為一個行動系統，並具有相當程度之集體行動力與自主性。 
但都會區域實際範圍之界定並無國際標準，通常各國有其不同作法，並視欲處理

之公共事務與治理形式而定，且依時間而調整之。 

（二）都會區域計畫 

世界各都會區域，有正式或非正式之都會區域計畫作為行動系統的表達及指

導。目前各國之都會區域罕以正式之都會政府來管轄治理，反而多由都會區內各

地方政府間自動協調的半官方方式，或由民間團體組成的機構來推動。 
綜合各國都會區域計畫之內容，可歸納為以下四項發展目標及標的： 
1. 財政效率：降低公共建設及服務之成本，避免資源浪費。 
2. 經濟競爭力：創造生產價值，降低生產成本。 
3. 社會公平：保障基本生活權利，提高社會凝聚力。 
4. 環境保育：保育生態環境，提升生活品質。 

（三）台灣空間發展歷程 

從分析四十年來台灣統計資料可知，在歷經經濟起飛、都市化、產業轉型、

全球化的歷程中，台灣之空間結構之變化呈現於以下三方面。 

1. 產業： 

第一級產業之分布從向中、南部區域集中後逐漸消失；二級產業原集中

於南北二區域，而轉變為北、中、南三區域之分布；三級產業原僅集中於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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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區域，亦轉變為北、中、南三區域之分布。就都會區尺度而言，由於地價

競租之結果，高科技之二級產業與三級產業均向都會核心區集中，而傳統二

級產業則移向都會區外圍。 

2. 人口： 

全台人口之分布由早期均勻分布於各鄉鎮市區，逐漸向北、中、南三大

都會區集中。若以人口成長率來衡量，亦是如此。但以都會尺度視之，核心

地區因地價高漲、外部性效果嚴重，再加上人口聚居已趨於飽和，故人口成

長率衰減，相反的，外圍地區呈現人口高度成長，故普遍產生都市蔓延之問

題，並衍生財政效率與公共設施配置等問題。 

3. 交通： 

隨人口分布之變化，全台之旅次產生與吸引，亦呈現集中於北、中、南

三大都會區之現象。而都會區域核心與周邊地區有明顯的不均衡狀態發生，

而都會區之核心地區多為工作核心區，周邊地區則多為居住核心區，增加許

多衍生的旅次，不僅對環境造成破壞，更降低都會區內之生活環境品質。 

（四）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課題與對策 

經過台灣空間發展歷程之背景下，台灣都會區域劃設之課題與相關對策之建

議如下： 
項目 

目標類型 課題 對策 

財政效率 

1.如何抑制蔓延或分散發展導致設施與

服務的重覆投資與浪費？ 
2.如何克服行政轄區之間或部門之間的

本位主義問題？ 

1.都會區域個數需適當 
2.依設施（或服務）種類選擇供應範圍

3.連續性空間優先 
4.依經濟或社會自發力，慎選治理機制

及（固定或變動式）之範圍界定 

經濟競爭力 

1.如何降低廠商生產成本？ 
2.如何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3.如何創造知識共享與創新合作的空間

計畫體制？ 

1.減少都會區域個數，強化空間競爭力

2.遵重市場自發力量的選擇，採用彈性

的變動範圍，允許跳躍式空間網絡連

結 
3.允許多核心（功能）發展形構 

環境保護 

1.如何抑制蔓延所造成能源浪費、空氣

污染、開放空間受侵蝕等問題？ 
2.如何提高生活環境品質？ 

1.嚴格限制環境敏感地區的開發 
2.範圍應緊湊且連續空間 
3.鼓勵市中心發展，抑制外圍地區的發

展 
4.保護開放空間  

社會公平或

和諧 

1.如何保障生活基本權益？ 
2.如何促進行政轄區間或部門間之協

調？ 
3.如何創造彼此信賴合作的都會區域範

圍？ 

1.確保生活基本設施的普及 
2.採用彈性且具誘因的制度，促進社會

自發性的集體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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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理念與原則 

在劃設台灣都會區域範圍時，應堅持以下四項理念及十二項原則。 

1. 理念： 

（1） 都會區域範圍界定須跳脫福利國家的思維，並轉向永續發展思維。 

（2） 都會區域範圍之界定需考量公共建設（或服務）的類型。 

（3） 都會區域範圍界定須具備成長管理理念。 

（4） 都會區域範圍界定需符合都會區域發展目標。 

2. 原則： 

（1） 確保公共設施最適服務規模與範圍。 

（2） 限制公共建設投資區。 

（3） 允許彈性空間發展。 

（4） 鼓勵重點地區之發展。 

（5） 鼓勵不同功能地區結。 

（6） 避免都市蔓延與擴張。 

（7） 限制環境敏感地區的開發。 

（8） 確保基本維生設施供。 

（9） 鼓勵跨行政轄區之合作。 

（10） 鼓勵民間參與公共建設。 

（11） 縮短活動旅次時間或距離。 

（12） 劃設階層式之管制範圍。 

（六）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構想。 

實務規劃上，在台灣任一都會區域內，建議以成長管理界線、預測發展界線、

環境保育界線、社會公平界線，從內而外，區劃重點投資地區、緩衝發展地區與

環境保育地區。示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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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界線有固定界線與彈性界線兩類。固定界線是以政府為規

劃主體，並以達成四項都會區域發展目標為施政依據。而彈性界線則係以民間（含

公私合夥組織）為規劃主體，其為了在緩衝發展地區（即超越該都會區域的成長

管理界線範圍，或稱重點投資地區範圍）申請某種土地開發，其若符合提升都會

區「經濟競爭力」、提高居民「生活環境品質」或是促進「文化凝聚」等之土地

開發，得考量審議其規劃或開發許可。但土地開發之許可應以促進財政效率為前

提。 

（七）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步驟 

1. 固定界線劃設步驟： 

（1） 決定台灣都會區域的個數；（2）劃設「基本生存受益權保障」範圍；（3）

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範圍；（4）劃設「重點投資地區」範圍；（5）劃設

「預測發展界線」。其流程如下： 

 

 

 

 

圖例 

     社會公平界線 

     環境保育界線 

     成長管理界線 

預測發展界線 

環境保育地區 

緩衝發展地區 

重點投資地區 



摘要 

XV 

 
 
 
 
 
 
 
 
 
 
 
 
 
 
 
 
 
 
 
 
 
 
 
 
 
 
 

2. 彈性界線劃設步驟： 

（1） 檢核申辦案件是否符合公共目的（包括檢核申請在緩衝發展地區進行土地

開發案件是否有助於促進經濟競爭力？與檢核申辦案件是否有助於提高

居民的生活環境品質？）（2）檢核申辦案件是否有助於提升財政效率（包

括決定申辦案件應檢核對那幾種公共建設（或服務）造成財政效率之影

響；檢核申辦案件是否有助於降低該些公共建設的平均成本） 

（八）台灣都會區域四種規劃方案之研擬與評沽 

根據上述之劃設原則、構想與步驟，研擬出四個都會區域方案；這四個方案

分別代表四種規劃目標的不同組合。四個方案分別為：方案 1：現行區域計畫範

蒐集都會區域相關資料 

決定都會區域個數 

社會公平界線劃設 

成長管理界線及 
預測發展界線劃設 

1.空間供需是否符合活 
 動需求？ 
2.是否符合公平？ 
3.是否符合環境保育？ 

是 

否 

區域內服務人口數最大

環境保育界線劃設 
環境保育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提供保育範圍 

都會範圍界線劃設完成 

社
會
價
值
觀 

目
標
體
系
權
重 

各區域人口數、二、三

級產業就業員工比例 

各區域周邊地區至都會

核心地區之旅次數 
都會區域之周邊地區之確定 

都會區域之核心地區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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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方案 2：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 3：三個寬鬆之都會區域範圍；方

案 4：一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 

透過 400 多份郵寄問卷，調查中央與地方相關機關、立法委員和學者專家意

見後，並根據一成多有效問卷的分析後，發現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之方案最

被視為可行（約七成受訪者認為此案最能達成四大目標）。 
 
方案一 
 
 
 
 
 
 
 
 
 
 
 
 
 
 
 

 

圖例      

相當於重點投

資地區 

50000 0 50000 100000 Miles

N

E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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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 
 
 
 
 
 
 
 
 
 
 
 
 
 
 
 
 

 
方案三 
 
 
 
 
 
 
 
 
 
 
 
 
 
 
 
 
 

圖例      

環境保育地區 

緩衝發展地區 

重點投資地區 

60000 0 60000 120000 Miles

N

EW

S

圖例      

環境保育地區 

緩衝發展地區 

重點投資地區 

60000 0 60000 120000 Miles

N

E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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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四 
 
 
 
 
 
 
 
 
 
 
 
 
 
 
 
 

 
（九）都會區域發展目標、劃設原則與範圍界線之關係 

總結而言，台灣的都會區域發展目標、劃設原則與範圍界線之關係，應如下

圖所示： 

圖例      

環境保育地區 

緩衝發展地區 

重點投資地區 

50000 0 50000 100000 Miles

N

E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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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建議事項 

根據研究發現，擬提出以下之建議事項： 

立即可行建議 

建議一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行政院各相關部會 

都會區域計畫取代現行區域計畫的必要性已漸趨明顯；但徒然有所謂的都會

區域計畫，也顯然不能克盡其功；是以，本研究建議都會區域計畫的制定必須儘

早讓相關部會参與，以提高未來都會區域計畫的具體可行性。 

建議二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行政院各相關部會 

劃設都會區域的範圍必須兼顧目標、治理與地方差異來作調整；但是，民意

的支持是成敗關鍵，是以新的治理機制必須儘早建立。新的都會區域治理機制應

都會區域劃設原則 都會區域範圍

界線類型 
空間發展目標 

財政效率 

經濟競爭力 

社會公平 

環境保育 

降低公共設施

提供成本 

創造附加價值 

降低生產成本 

保障受益權利 

促進社會和諧 

保育生態資源 

提昇生活環境

品質 

社會公平界線

環境保育界線

成長管理界線

預測發展界線

確保公共設施最適服務規

模與範圍 

限制公共建設投資區位

允許彈性空間發展

鼓勵重點地區之發展

避免都市蔓延與擴張

限制環境敏感地區的開發 

鼓勵跨行政轄區之合作

鼓勵民間參與公共建設

確保基本維生設施供應

縮短活動旅次時間或距離 

劃設階層式之管制範圍

鼓勵不同功能地區結合

空間發展標的 



子計畫 2－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準則之研究 

XX 

該由中央主管部門計畫機關、地方政府、非官方組織和民間自發組織共同建立，

俾使政策目標、生態體系、地方集體秩序和人民的財產處分權利均有合宜的法制

安排。 

而劃設都會區域的範圍，在原則上，應考慮政府、市場、非政府組織、自發

性民間組織所扮演的角色與機能；其中，政府以提供自償性低的區域型公共設施

和服務為主，並以協助與審核區域治理事務為要，不宜再以福利國家政府自居。

但各種公共建設適合採用的治理形式宜由各相關部會研擬並決定之。 

中長期建議 

建議ㄧ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行政院各相關部會 

目前有關台灣地區各種公共建設（含公共服務）的資訊仍嫌不足，倘若能夠

充分公開，讓人民瞭解台灣人民或廠商所負擔的各種公共建設（或公共服務）之

成本，才可能使都會區域範圍界線的制度更趨合理。 

建議二 

主辦機關：內政部、經建會、研考會 

協辦機關：行政院各相關部會 

未來台灣地區都會區域計畫應定期檢討評估各該計畫內容是否符合經濟競

爭力、環境保育、財政效率和社會公平和諧等四大目標，並酌以修正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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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Metropolitan-Region; Regional Boundary; Regional Governance 

In response to the recently proposed National Land Plan Act, and to correction of 

the pitfalls of current Taiwanese planning system, we started this investigation in 

search of appropriate ways to delimit metropolitan region. The boundary of a 

metropolitan-region, we propose, should correspond to the four major objectives for a 

sound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namely,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fiscal efficiency, and social cohesion. And, we also advocate a smart 

growth agenda for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delimitation task, 

we mix public management theories with institutional propositions to construct four 

lines for governance, each corresponding to the drawing of a scale for specific 

governing objective, they are: social justice lin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line, 

major investment line, and reservation lin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needs. With 

degrees of difference, we use these four lines to formulate four proposed 

metropolitan-regional alternative plans for boundaries and mail-surveyed concerned 

legislators, public officers and scholars, and found that the alternative of three 

metropolitan regions with compact development scheme is the most pop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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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 

空間計畫體制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生活品質、自然環境保護以及

國民福祉均具有深遠的影響。近年來全球政經情勢變遷對台灣的空間發展，尤其

是空間連繫的規模尺度產生了重大衝擊。而且台灣空間計畫體制尚未臻健全，適

逢國內刻正研議中的國土計畫法（草案），尚有研議空間。這些因素均造成國內

對於空間計畫體制的變革，成為研究議題的焦點。然因相關議題眾多，基於研究

分工，本研究鎖定的主要議題為：「究竟如何將都會區域計畫建構成為台灣空間

計畫體制的一部份？」本研究以都會區域範圍尺度及其劃設準則，作為本研究的

焦點。茲將本研究的背景緣起說明如下： 

一、 全球政經情勢變遷下的空間發展問題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許多國家在經濟上均致力於發展產業與科技。而產

業與科技發展活動不論基於地方化經濟或是基於都市化經濟，均依賴大都市的規

模經濟優勢。造成絕大多數工作機會集中於人口集聚之城市。1960 年代城市自

鄉村地區吸引了大量人口進住。這些現象從先進國家的主要都市蔓延到次要都

市，從先進國家蔓延到開發中國家，甚至蔓延到第三世界國家。到了二十一世紀，

這些現象仍然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還是持續進行著。隨著經濟情勢的變遷，社會

與政治方面，市民社會逐漸取代集權社會的主張。尤其 1980 年代以來，自由化

與民營化風潮遍及全球，人們的自主決斷力已大幅提升，主張回歸市場機制的新

自由主義逐漸興起，福利國家主義傾向衰頹。隨著政經思潮的變遷，福特主義與

後福特主義（post-Fordist）所描繪的工業化與都市化的社會經濟現象，說明了各

國都會區域形成與消長的過程。然而由於大規模城市的成長有其極限的，人們逐

漸面臨外部環境的惡化。這些負面的外部性包括有擁擠、地價高漲、工資高漲、

城市中心區的衰頹、城市空間尺度的擴大等等的問題。譬如因都市發展蔓延所造

成的郊區化與逆都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的現象逐漸瓦解了以單一核心為

主的區域空間結構。都會區域的形成成為都市發展的普遍現象，而支離破碎的行

政轄區體制卻顯得變革遲緩，無法應付或解決都市擴大帶來的種種都會區域之公

共問題。台灣在全球共同變遷趨勢下，並無法不受這些風潮的影響，許多現象與

問題均具有極高的相似性，當然或多或少帶有一些的地方獨特性。舉例而言，就

區域資源分配的觀點，在台灣的幾個都會區內，直轄市或省轄市因經費相對充

裕，引發鄰近鄉鎮市資源相對不足，以及學童越區就讀之現象；這造成財政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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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問題。這與歐美都會區域的情況存在相當程度的差異，但基本上，台灣都會

區域問題與世界上其它國家的都會區域問題大同小異。總是，在全球政經思潮快

速變遷下，其造成空間發展之問題，亟待台灣學界與政府面對，並必須儘速謀求

因應之改善策略。 

另外，由於通訊技術快速的進步，資訊普及化，地方越趨透明化。廠商在全

球尋找有利其座落的地點，地方直接面臨全球競爭，城市專業化與城際分工化成

為一種生存之道。其結果是全球經濟專業分工體系趨於明顯，許多城市已無法僅

靠其本身一己之力得以生存或立足。城市及其鄰近的城市，甚至與遠處的全球城

市之間，具有高度的相互依存關係。近年來新區域主義興起，其主張功能式的區

域組構之概念，強調區域合作來謀取地方相互支援，以對抗全球競爭之壓力。在

新區域主義觀點下，空間結構的概念已從以往的以單核心轉變為多核心為主的空

間概念。 

再則，全球環境問題越趨惡化，永續發展理念備受各界重視。在永續都市發

展理念下，許多新的主張或空間規劃理論越來越突出，譬如新都市主義（new 

urbanism）以及智慧型成長（smart growth）策略均認為緊湊發展（compact 

development）能大幅度的減少能源及土地資源的浪費，這些主張與規劃理論均

大大凸顯出過去蔓延式空間發展的問題，也再度喚起人們對區域空間結構的重

視。 

不論是基於政經情勢的改變、科技的發展、以及全球環境的變遷等觀點；區

域的規模尺度均是攸關於空間競爭力、財政效率、環境保護、以至於社會公平的

重要因素，台灣的空間計畫體制應如何因應，乃是本研究探討問題核心之所在。 

二、 台灣空間計畫體制存在的問題 

由於空間計畫體制攸關整個社會的生活福祉，台灣自民國六零年代就已建立

了一套空間計畫體系。就層級上觀之，包括上從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到區域

計畫，下到地方層級的都市計畫。惟台灣現行的空間計畫體制，雖經多年的沿革，

仍存在諸多問題。因為空間計畫必須能夠有效謀取資源配置的整體性、協調性與

一致性，以達成空間上的經濟競爭力、社會凝聚力、環境保護性與財政效率性之

目標。 

體制問題可以藉助於真實世界的林林總總現象之觀察而獲得。諸如，台灣的

土地違規使用嚴重、都市計畫住工商分區的使用率經常偏低、都市內公園綠地等

開放空間劃設不足、都市公共設施用地開闢率偏低、區域型公共設施（譬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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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場、區域型公園等）經常不足而有些公共建設卻又過度投資、重大公共建設

各行其是且缺乏空間整體發展目標、產業投資者認為所需土地難以取得、民眾參

與都市計畫意願普遍偏低等等，均或多或少可視為當前台灣空間計畫體制設計不

當所造成的問題。這些問題可歸納為制度安排與設計的問題、垂直整合問題、與

水平整合的問題。舉例而言，台灣綜合開發計畫以及區域計畫對各目的事業機關

的約束力不足，造成部門之間水平整合不足，公共建設投資無法有效形塑空間發

展結構；又如，各個縣市政府競相爭取開闢相似的公共建設或設施，而開闢後的

設施卻又乏人使用，這是地區之間水平整合不足所造成重覆或浪費投資的問題；

再則，土地開發者傾向於偏愛新市區開發，而較不願參與舊市區更新或重建事

業，因此而造成的都市向外蔓延的效果，一方面不利於緊張的財政，也不利於環

境保護。若經詳加檢視台灣現行的空間計畫體制，就會發現問題均源自於體制建

構不當的必然結果。雖然，本研究所欲探討的都會區域範圍劃設問題只是整個體

制內部的一小部份，但它絕對與整個體制建構具有高度的相關。惟本研究認為都

會區域範圍劃設制度的建構必須從整體觀點來探討。 

三、 國土計畫法刻正研議中 

台灣國土計畫之研擬始於民國 59 年。民國 68 年核定實施的「台灣綜合開發

計畫」係屬第一版的國土計畫，其採用實質計畫指引台灣土地利用與區域或都市

的規劃。民國 85 年的「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提出了以生態、生活與生產並重的

國土發展方向與策略，以策略式的計畫指引台灣區域及都市土地利用的發展。但

因當時的計畫並無法源支撐，使得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的效果並不如預期。為了增

進台灣競爭力與確保台灣永續發展，已認知到台灣需要有整合性的法定國土計

畫，以有效指導各層級政府的土地利用計畫與部門計畫。因此，民國 91 年推出

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草案，然於立法院的公聽會中被建議暫緩立法。同時

期，總統府國土保育及開發諮詢委員會亦建議將水、土、林業務整合，並將國土

計畫之變革納入成為政府改造方案的一部份。遂於該年（民國 91 年）年底研擬

出「國土計畫法」草案，且一直陸續與各界進行溝通整合，並在行政院中經過多

次討論與審議。目前該法草案仍由立法院審議中。 

研議中的國土計畫法草案明訂：國土計畫包括全國國土、都會區域、特定區

域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四種。全國國土計畫相當於現行的台灣綜合開發

計畫；以都會區域計畫與特定區域計畫取代了現行的區域計畫；而縣（市）國土

計畫取代了縣（市）綜合發展計畫；都市計畫則維持不變。新的國土計畫企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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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現行空間計畫體制的垂直與水平整合能力，故將部門計畫的整合權責授予主管

機關。由於台灣現行的空間計畫係以管制性質的土地使用計畫為主，若加上部門

計畫，未來的空間計畫類型除了過去藍圖式或實質的土地使用計畫，需要加上策

略式的發展計畫。然而在國土計畫法加入成為我國空間計畫體制後，究竟未來的

各層級的國土計畫應扮演何種功能，尤其是都會區域計畫的功能為何？在台灣空

間發展特色下，台灣的都會區域規模尺度究竟應如何規範，比較適合解決台灣空

間發展的問題？這是本研究探索的焦點。 

綜上所述，在當今經濟與環境效應傾向於全球化的趨勢下，空間計畫體制的

設計與安排是影響空間競爭力和環境保護的重要一環。當前台灣國土計畫法及後

續的體制建構，會影響台灣未來在經濟競爭與環境保護的成效。適當的都會區域

範圍界定方法，也必須視為體制建構的重要一環。本研究認為，都會區域範圍劃

設準則可被視為一種強制性的規範，也可被視為一種激勵式的誘因。本研究旨在

探討：由都會區域計畫取代過去的區域計畫，新的都會區域計畫範圍與過去的區

域計畫範圍應有何不同，才能有助於台灣空間上的經濟競爭力、社會凝聚力、財

政效率與環境保護性。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都會區域的範圍與型構會影響城市的效率、競爭力、資源分配公

平性與環境保育。也就是為了追求不同目的，都會區域劃設的範圍與型構應將有

所不同。但本研究認為：未來台灣應建構的都會區域範圍界線與形構之選擇應以

順應台灣當前之需求，作為其決擇的理論基礎。本研究將依據國土計畫法草案，

配合近年來規劃思潮與學理之革新，加上台灣都會區域發展的目標之考量，探討

如何劃設台灣都會區域範圍之準則、方法與程序步驟，以作為日後中央政府擬定

全國各個都會區域計畫範圍之參考。本研究目的主要包括下列幾項： 

一、 引用先進國家的經驗及學理，探討都會區域發展的趨勢，並進一步瞭解都會

區域的功能意義。 

二、 整理台灣空間發展的課題，及因應解決課題應採用的都會區域形構。 

三、 研擬如何劃設台灣都會區域範圍之準則、方法與程序。 

四、 模擬劃設台灣的都會區域界線，以供全國國土計畫劃設都會區域範圍之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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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內容 

根據前述的研究緣起與目的，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內容概略敘述如下： 

一、瞭解都會區域發展理論與經驗 

本研究首先藉由國內外相關文獻回顧，瞭解先進國家對於都會區域發展的學

理與經驗。文獻回顧的主要內容將包括：都會區域發展現象與課題、都會區域規

劃的理論與實務的發展、都會區域的治理、以及都會區域範圍劃設的案例。 

二、界定台灣都會區域計畫的功能定位 

研議中的國土計畫法草案擬將都會區域計畫納入我國的空間計畫體制中，成

為一種法定計畫。究竟此一政策是否能對台灣空間計畫體系帶來正面效益？或者

說都會區域計畫應如何定位才能有益於台灣的空間發展？任何形式的空間治

理，均有其成本與效益。空間計畫體制的興革，有需要檢視其合理性。本研究將

從台灣現行空間計畫體制的問題面著手，瞭解台灣空間計畫需要興革的重點，依

此脈絡研提台灣都會區域計畫的功能定位。 

三、分析台灣空間發展歷程 

本研究將以鄉、鎮、市、區為基本統計單元進行台灣空間發展歷程與現況分

析。主要分析涵括：（一）產業發展統計分析；（二）人口發展統計分析；（三）

空間相互關聯統計分析。從這些趨勢面分析，企圖瞭解台灣近五十年來都會區域

的核心（core）與周圍地區（ring），並討論其在空間發展上的政策意涵。 

四、探討台灣都會區域劃設的課題與解決對策 

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課題與解決對策需視發展目標而定。都會區域發展之目

標有四大考量：（一）空間及社會資源的利用必須符合經濟競爭力原則；（二）

各項資源必須公平合理地分配；（三）環境資源必須予以保育與永續利用；（四）

治理必須降低成本或提升效能。根據這些已經設定的目標，來推論都會區域範圍

劃設之課題並進一步結合台灣空間結構發展狀況之分析，用以推論台灣都會區域

範圍應如何劃設。 

五、研擬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原則、構想與步驟 

本研究對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界定將會從唯真面與唯善面來思考，企圖整合出

符合當今台灣空間發展需要的都會區域範圍。唯真面的考量係以台灣空間發展歷

程資料來研判；這部份的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構想是傳統上以核心與週邊結合的社

會經濟生活共同體為基礎的。唯善面的考量，則需考量到財政效率、社會公平、

環境品質與經濟競爭力的問題。從而整合出台灣都會區域的劃設原則、構想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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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 

六、研提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界定方案及其對應之準則 

本研究對於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將從空間發展趨勢面，以及都會區域發展

的目標面，加以整合後提出範圍劃設之準則。準則考量因素包括：（一）核心地

區人口及產業規模條件；（二）周圍地區人口及產業規模條件；（三）空間互動

基本條件；（四）其它。 

七、評估台灣的都會區域範圍界定方案 

基於不同角度所推繹出的都會區域構想與範圍劃設準則是不同的。本研究提

出的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或界定）準則將具備相當的彈性，而非絕對的標準。究

竟適合我國國情的都會區域範圍界定方案及其劃設準則應如何呢？本研究係透

過問卷方式，針對本研究研提的構想、範圍界定方案與對應之劃設準則進行評選

與修飾。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過程中，擬採納的研究方法包括： 

（一）文獻評析 

此法是指蒐集相關研究文獻與理論進行評析，以作為後續相關計畫工作之基

礎與依據，本研究擬蒐集都會區域發展理論等相關文獻資料，並將其有系統地整

理與評析，以做為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學理之參考。 

（二）歸納與演繹 

此法是指系統化地思考、歸納、演繹與討論，本計畫從都會區域發展計畫目

標、台灣空間發展問題、以及台灣空間計畫體制問題的確認，推繹台灣都會區域

範圍劃設的原則、構想與劃設步驟。 

（三）統計分析 

本法主要是利用所欲觀察之變數，暸解該變數之時間趨勢，據以推論未來。

本計畫擬藉由台灣都會區域的人口、產業及空間交互活動之歷史觀察來推論未來

都會區域發展趨勢，並據此瞭解都會區域發展問題。本計畫採用之基本統計單元

係以鄉、鎮、市、區為樣本空間，蒐集鄉、鎮、市、區相關之基礎現況資料作為

變數，藉此暸解個別鄉、鎮、市、區，及整體都會區域之發展趨勢，以做為推繹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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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家問卷 

本研究透過兩次的專家問卷評估台灣都會區域範圍之構想方案及其對應之

範圍劃設準則。第一次的專家問卷重點在探尋台灣都會區域公共建設、治理、發

展目標與功能定位之間的關係，其結果將作為研提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原則、

構想與步驟之基本資料。第二次專家問卷係評估適合台灣的都會區域範圍之方

案。 

二、研究步驟 

都會區域之劃設擬分為四個步驟。首先，第一步驟是蒐集規劃的空間單元

（鄉、鎮、市、區）的基本資料，其涵蓋（一）行政區域現況資料；（二）人口

發展統計；（三）產業發展統計；（四）交通及旅次統計；（五）其它。並透過

空間統計分析瞭解台灣空間發展歷程。 

第二步驟是根據都會區域發展目標、台灣空間計畫體制檢討，並配合台灣都

會區域發展課題，作相互比對檢討和以作為研擬台灣都會區域劃設原則與構想之

準備。 

第三步驟為都會區域範圍界線與空間結構構想之提出，而其內涵包括都會區

域空間結構之構想、都會區域範圍界線之種類、以及對應性的劃設準則及劃設步

驟。 

最後步驟則為方案評估。評估幾種不同界線方案對於空間發展目標的達成

度，以做為最妥適方案研提之依據。圖 1-1 為本研究的工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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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計畫工作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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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都會區域計畫的功能定位 

全球政經情勢的改變，區域計畫再現風華。許多論述均強調地方在全球化過

程中扮演的角色越來越突出。在地方社會資本孕育過程中，空間計畫體制是非常

重要的一環。研議中的國土計畫法草案擬將都會區域計畫納入為法定計畫的一

環。究竟此一政策是否能對台灣空間計畫體系帶來正面效益？或者說都會區域計

畫應如何定位才能有益於台灣的空間發展？本文認為任何形式的空間治理，均有

其成本與效益，能夠降低成本或增加效益的治理方式就是好的計畫體制。空間計

畫體制的興革，有需要檢視其合理性。本章旨在探索都會區域計畫在台灣空間計

畫體制中可能帶來的功能與貢獻。本章透過基本的法令規章，瞭解各層級計畫的

目的、規劃組織和審議組織等，加上長期對各層級計畫施行成效的觀察與瞭解，

來論述國土計畫法草案對空間計畫體制之功效，並解釋台灣未來都會區域計畫應

扮演的功能定位。 

第一節 台灣現行的空間計畫體系 

雖然全盤說明台灣現行的空間計畫體系並不容易，但其可以利用圖 2-1 簡要

表達之。 

圖 2-1 現行空間計畫體系之層級架構概念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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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所顯示的是最普遍被認同的，也可以說是屬於最基本的計畫體系架

構。茲陳述如下。原先台灣空間計畫體系是由三個層級構成的；其最高層級是台

灣綜合開發計畫，第二層級為區域計畫，第三層級為都市計畫。其中區域計畫與

都市計畫為法定計畫。理論上，上位計畫在指引或控制其下屬計畫的發展方向，

以謀取空間發展整體秩序為目標。但實際上，現行計畫體系存在諸多問題，因而

在台灣的都市計畫業界時有變革的倡議。譬如，民國七零年代至八零年代的縣市

綜合發展計畫及生活圈計畫的大肆推動；故在圖 2-1 中就出現了四層級制的空間

計畫體系。為了瞭解台灣現行計畫體系可能存在的問題，首先需先瞭解台灣空間

計畫體系的各種制度設計；其次，再檢討其問題。底下簡述現行台灣空間計畫體

系下，各種計畫類型扮演之功能或角色。 

一、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 

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屬於國土最高層級的空間發展計畫，其非屬法定計

畫，故對台灣綜合開發扮演的角色並無強制力。因而其功效隨著主管機構人事更

替而有階段性的差異性。根據過去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的內容，可瞭解其目的

在對台灣地區之土地利用效率、生態資源之保育利用、區域平衡發展、空間環境

品質等提出前瞻性、指導性之計畫。其內容傾向於發展計畫（development plan），

比較不屬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zoning），以管制規範為主（regulation-oriented）

的土地使用計畫（land use plan）。所謂的發展計畫乃是以較有彈性的指導工具，

譬如公共建設或財務機制等，來促進地區發展，而非以強制性的規定，作為指導

未來發展的一種計畫1。發展計畫若採用策略式作法時，被認為是比較適合於快

速變遷的社經環境的計畫類型。就計畫層級而言，台灣綜合開發計畫理應是台灣

空間發展的政策性指導計畫。目前負責規劃之機構為行政院經建會。民國七十年

間的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的製作，雖然是以政策性、指導性與前瞻性為重點，

但基本上並未脫離藍圖式的計劃思維。民國八十二年的版本，則納入開發許可作

為彈性式引導發展之工具，這是一種策略式的計劃思維；然而，由於當時缺乏整

體空間結構的思維，也無週詳的策略規劃，譬如允許那些地區或何種事項是值得

（或應該）鼓勵採用開發許可的，並未詳加規範，於是相對鼓勵了空間蔓延與個

別發展之力量。當時學界或輿論傾向於遵重不動產市場作為開發機制，但就近代

都市發展學理觀之，欠缺成長管理策略的指導乃是遺珠之憾。 

                                                 
1 這兒所指的發展計畫不同於都市計畫（尤其是細部計畫層級）的開發計畫。請參見 Healey, P. 
（1994）1994） se plan）an） “Development plans: New approaches to making frameworks for land 
use regulation”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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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計畫 

吾人可以從區域計畫推行的目的、要求的內涵、規劃的組織、計畫實際執行

的狀況等來瞭解區域計畫目前在我國空間計畫體制中所扮演的功能。「區域計畫

法」自民國六十三年就已公佈實施。該法第一條規定，區域計畫的目的為：「為

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利用，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理分佈，以加速並健全經

濟發展，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福利，特制定本法。」 

區域計畫的擬定機構，依據區域計畫法第六條之規定約略可看出區域計畫可

以允許多功能多層級相互重疊的；但目前實際推動中的區域計畫是以固定範圍劃

設的單一層級方式推動。再若依據此一條文也是可以衍生出都會區域計畫的。 

區域計畫之決策係由委員會審議決定，它是一種合議制，而非屬行政機關的

裁量權。這種合議制的決策方式符合空間計畫需要融合考量各種因素的本質。惟

合議制的決策若缺乏社會內部自發的諧和力量，則委員會的決策會傾向於背離社

會政經需求。 

區域計畫與區域土地利用的關係，依據區域計畫法第十一條與第十二條之規

定，區域計畫用來指導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以及都市計畫。區域計畫對非都

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指導係透過「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等之規範，但

有關區域計畫對都市計畫的指導原則卻未見到有更明確的規定。 

有關區域計畫之執行，根據區域計畫法第七條之規定，包括了土地使用計畫

及部門發展計畫等之執行。區域計畫法第三章「區域土地使用管制」之內容係非

都市土地使用管制的基本法條。其中執行區域土地使用計畫最重要的子法，即「非

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就是依據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而訂定者；其下

又訂定有「非都市土地容許使用執行要點」。區域計畫法的土地使用計畫之執行

機制基本上是採用管制性的分區管制為主，開發許可為輔2。此一開發許可具備

了策略式計畫的功能3。至於有關開發計畫4方面的規定，則是出現在區域計畫法

第四章「區域開發建設之推動」之中。區域計畫法授權各個「主管機關為推動區

域計畫之實施及公共設施之興修，得邀同有關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學術機構、

                                                 
2 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計畫者，……，為開發利用，依

個該區域計畫之規定，由申請人擬具開發計畫，……，辦理分區變更。」 
3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三規定：「申請開發者……，辦理分區或用地變更前，……，並向直轄市、

縣（市）政府繳交開發影響費，……。」此一有關開發影響費的規定若設計得當，可誘導開發行

為成為有秩序的發展。 
4 這兒所稱的開發計畫不同於前述的發展計畫。開發計畫是一種實質性的都市計畫，其重視開發

實質內容。而前述的發展計畫是一種策略式或指導性質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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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團體、公私企業等組成區域建設推行委員會（第十八條）」。區域建設推行委

員會的任務，僅具有建議與協調（第十九條）。區域建設所需經費之來源係由區

域內個別事業主管機關編列年度預算辦理之（第二十條）。目前雖尚未有區域建

設推行委員會的執行經驗，但若依照區域計畫法第四章「區域開發建設之推動」

相關規定觀之，區域發展所需之建設，基本上需視主管機關主動積極推動的態度

而定。民間公益團體或非政府組織，即使認為區域某些公共建設非常有需要，區

域計畫法目前並未提供民間主動參與的空間；這與近代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的潮流

是存有落差的。 

從區域計畫所要求的內容（區域計畫法第七條）觀之，區域計畫會包括藍圖

式的土地使用計畫，也包括綱要式的部門計畫。然而，區域計畫法對於區域計畫

規劃應採取的理念，譬如究竟是一種綜合理性規劃或是屬於策略式規劃等等，並

無明文規範。近代區域發展的治理，走向多層級多核心的理念。若由區域計畫法

第六條觀之，我國區域計畫之體制可以朝向多層次多核心建構，視區域發展之功

能需求，分別劃設重疊式的區域計畫。此外，區域計畫制度的設計也應採納能夠

結合多元社會、且具有彈性的工具或管道；其中包括管制性的、策略性的、公私

合夥式的、民間主動參與式的計劃理念與工具。然而，若根據區域計畫法第三章

與第四章的相關條文觀之，則當前有關我國區域計畫制度的設計，仍缺乏允許民

間自願參與的彈性與機制。目前實際推動的區域計畫作法，太過於依賴政府本身

的主導力量，導致實際上區域計畫的推動步調遲緩，這無法因應全球化的脈動。

因此，在目前區域計畫法體制下，其執行效果恐很難滿足當代快速的政經情勢與

社會需求之變遷。 

三、縣市綜合發展計畫 

依據內政部於民國八十八年頒佈之「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實施要點」，縣市綜

合發展計畫之目的在促進直轄市、縣市轄區之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環境、對土地

使用、公共設施、交通運輸、教育文化、醫療保健、觀光遊憩、公害防治、產業

發展、社會福利作有計畫之發展。綜合計畫之擬定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的內容非常繁雜，可謂名實相符。依據「縣市綜合發展計

畫實施要點」第十點規定了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現況說明（或現況分析）的內涵。

第十一點規定綜合計畫之規劃，應包括土地使用調查及規劃資訊系統之建立。第

十三點又規定綜合計畫依照年期展望，應擬訂之部門計畫分類。第十一點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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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綜合計畫除前列必要之部門計畫外，得視地方實際需要訂定部門計畫。再

則，該實施要點第十四點規定，羅列了各部門計畫應表明的事項。該實施要點第

十七點規定：綜合計畫為中央各部會補助及評核直轄市、縣市政府施政計畫及其

績效之重要依據。 

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的計畫範圍是以縣市行政轄區為範圍。其優點是縣市政府

對其轄區內的公共事務具有決策權；然而缺點是跨縣市的公共事務容易被忽略

（係指相對於區域計畫而言）。即使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實施要點中要求需參照區

域計畫的規劃內容，但若缺乏強制性的機制，僅靠自發性的配合態度，其誘因通

常不足。若再審視區域計畫與都市計畫的關係，也是欠缺強有力的指導性與承接

的機制。 

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在體制上之設計，將其定位為一種綜合式的理性計畫。其

中不但包括了土地使用計畫，也包括了發展計畫。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企圖整合地

方各個部門朝向所規劃的目標邁進，其具有整合功能。從另一角度觀之，綜合發

展計畫包括了願景設定之政策性質，也包括了預算管控之執行（實質計畫之）性

質。整體而言，其類似於縣市政府的施政計畫。 

從台灣的空間計畫體制之垂直（或上下層級）來評估縣（市）綜合發展計畫

的功能。土地使用計畫同時出現在區域計畫、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以及都市（與非

都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上，顯得有點重覆累贅。發展計畫則同時出現在區域計

畫與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之中，區域計畫推動發展計畫具有跨縣市的優勢，卻缺乏

統治權；而由縣市政府推動發展計畫具有統治權的優勢，卻無法考量跨縣市發展

問題。另就水平面觀之，由於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並非屬法定計畫，且目前缺乏有

效的監督執行工具，導致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的執行成效，常依地方首長的重視程

度而因人而異。綜合上述，雖然原先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在制度設計上野心很大，

也稱用心良苦，但近年來執行成效越趨於不彰，卻也是事實。究其原因不外整個

綜合計畫從規劃到執行，缺乏配套的實施激勵誘因。 

四、都市計畫 

都市計畫可劃分為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主要計畫係作為擬定細部計畫之準

則。主要計畫之目的在規範都市發展結構，並導引都市土地利用獲致較有秩序的

發展。主要計畫的制訂需考量全市居民健康､安全､以及一般福利之確保。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十五條規定了主要計畫應有之內容。僅靠主要計畫仍無法直接進行

土地開發，需要另擬較具體的細部計畫，來確保土地開發的環境品質。都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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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十二條規定了細部計畫應有之內容。細部計畫係上承結構式的主要計畫，

下接建築計畫的一種實質計畫。 

一個地區的發展，倘若能依細部計畫將公共設施興闢後再允許活動進駐，則

較能保障社區環境品質之健全。而倘使細部計畫缺乏財務計畫之配合，地區生活

環境必要之公共設施仍然無法提供，也就無法確保地區生活環境品質。在細部計

畫中，要求具有可行性的建設事業計畫，其目的就是要求地區開發過程中需同步

提供必要之公共設施。譬如近年來對於新擬定都市計畫的地區，均要求採用市地

重劃與區段徵收，提高了新市區開發的環境品質。 

對於採用規劃及開發許可的地區，其對事業及財務計畫的要求，相較於政府

擬定的都市計畫更為嚴格。此一規定可溯自都市計畫法第二十四條及第六十一條

之規定。但私人申辦建設範圍之土地面積至少應在十公頃以上5，並應附詳細的

計畫書件，以及負擔某些公共設施的經費。此兩條文分別要求私人從事土地開發

應有全盤規劃，並負擔地區之公共設施。對於政府逕自規劃之細部計畫地區，其

建設事業計畫也應納入細部計畫中（依都市計畫法二十二條之規定）。然而，即

使都市計畫法如此規定，都市計畫的變更過程存在許多不確定的交易成本，讓投

資者望而生畏。結果是許多細部計畫的建設事業計畫對於公共設施的興闢，大多

依賴政府預算編列。再加上因為地方財政困難，導致細部計畫中的事業及財務計

畫時常形同虛構。更嚴重的情況甚至是公共設施劃設後經過三、四十年仍然無財

力可以開闢（影響人民財產權之自由），這卻也是經常可見。都市計畫的實施機

制之不足，如此可見一般。 

就都市計畫本身而言，其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之間的連繫性，結合得非常密

切；尤其許多鄉街計畫根本就是主細計畫合併為一。又細部計畫與開發計畫之間

的關係，就需視事業及財務計畫的可行性而定，有些成效良好，而有些成效不佳。

但都市計畫與上位的區域計畫或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之間的關係，就顯得模糊了。

綜合觀之，基本上都市計畫的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以及都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是在都市計畫法單一系統內運作，故系統內的協調性頗佳。但都市計畫與其它系

統（諸如區域計畫法或建築法）之間的連結則尚有許多改進空間。即使目前台灣

都市計畫的執行品質仍有待提升，都市計畫仍是目前台灣土地開發管理系統中，

                                                 
5 新市區建設要求應在十公頃以上的規定，似乎並沒有確實執行。倘使確實執行，對偏遠地區並

未造成太大的障礙（因為其基地面積傾向於較大，整合較易，且開發利得相對較多）；而對大城

市附近的發展反而形成發展上的限制（因為靠近都市的個別基地通常面積較小，整合較為不易，

且原地價成本較高，開發利得相對較低）。因而，要求十公頃造成不鼓勵私人團體來開發毗鄰大

都市附近的新市區；卻反兒鼓勵了蔓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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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是較具有執行效果或管制效率的。 

第二節 台灣現行空間計畫體制的課題 

空間計畫之規劃及執行體制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生活品質、自然

環境保護以及國民福祇均具有深遠的影響。我國現行的空間計畫體制，雖經多年

的討論與逐步的變革，仍存在諸多問題；因而都市計畫專業界經常出現興革的論

述。圖 2-2 顯示我國現行空間計畫的缺失與課題。現行的計畫體制存在的課題中

最重要的還是在協調溝通與執行監督的問題。茲將其歸納為三大課題來說明：即

一、制度安排與設計問題；二、上下層級空間計畫的銜接問題；三、水平整合的

問題。茲分別討論如下。 

圖 2-2 現行空間計畫體系之缺失與課題 

現行空間計畫體系特質 
◎ 主要為土地使用計畫 
◎ 部門間及層級間整合不

足 
◎ 分為都市計畫地區與非

都市地區，開發管制係以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為主，自然

環境保育泰半歸屬於非都市

使用分區管制的功能 
◎ 都會區計畫非法定 

現行體制缺失 
◎ 缺乏部門建設計畫之支撐

◎ 欠缺部門間及層級間的整

體協調機制 
◎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彈性

仍不足 
◎ 開發管制體制僅著重公平

性，欠缺永續性的整體觀 
◎ 市場、社會與制度整體配

合度不佳 

基礎面之課

題 
一、制度安

排與設

計問題 
二、上下層

級整合

問題 
三、水平整

合問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制度安排與設計問題 

在有限的資源下，為了達成空間上的經濟競爭力、社會凝聚力（或和諧）、

環境品質（或自然環境之保護）與財政效率，空間計畫必須要謀取資源配置的整

體協調與一致性。因為空間計畫體制是一種制度設計，North（1990）的制度變

遷理論可用來評估空間計畫的制度安排與設計問題，其認為制度構成的基本要

素，包括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政府規定的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所構成。 

首先，就『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的觀點。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係指人

們在長期互相交往中具有持久性，且無意識形成的習慣或文化。非正式約束主要

包括價值信念、倫理規範、道德觀念、風俗習性、意識形態等因素。在非正式約

束中，意識形態處於核心地位，意識型態是個人的信念。倘使人們在空間上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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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活動能透過非正式約束，自發性的避免影響別人，以及自願的彼此相互合作以

提供公共設施與服務，則此時根本就不需要空間計畫。雖然要檢討台灣社會中是

否存在有關空間發展的『非正式約束』，這會是非常難以評估的課題；但是，若

說台灣社會內部會自動自發的形成空間秩序顯然並非事實。真實世界中，一旦缺

乏空間計畫，絕大部份的情況是空間發展傾向於無秩序發展的髒、醜、亂結局。

就是因為非正式約束的相對（非絕對）不足，正式約束以及激勵式的實施機制就

有存在的必要。譬如由地主自行退讓土地，以提供公園或開放空間的自發動力通

常不足，此時政府擬定空間計畫並開闢公園綠地就是有必要的。 

其次，有關政府的「正式約束」方面。當非正式約束不足時，制度的構成需

要依賴政府規定的正式約束。正式約束也稱為正式規則。正式規則是指人們有意

識的創造一系列的政策或法則。正式約束包括「強約束」與「弱約束」。強約束

包括法令、規章，以及由這一系列規則所構成的規範；弱約束包括計畫本身或開

發契約等。強與弱約束共同約束著人們的行為。就空間計畫體制而言，政府提供

的正式規則包括都市及區域計畫相關法規及空間計畫本身；其中在台灣的強約束

包括像公共設施用地的徵收開闢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如限建、建敝率或容積

率）、開發負擔、法定計畫擬定及審議程序等均屬之；台灣的弱約束像區域發展

目標與定位、都市計畫中的防災計畫等僅供參考。空間計畫體制中的正式約束提

供下述的功能6：（一）其界定了空間發展的責任與分工；（二）其界定了人們（含

政府本身）使用空間的權利與義務；（三）其界定了違反空間發展或使用規則時，

應受的懲罰；（四）其界定了空間共識所形成的程序理性。 

由於制定空間計畫的目的就是在引導空間發展有秩序的朝向公眾之理想與

目標發展，使居民享有適意的環境。譬如，都市計畫可促進土地作有計畫高效率

的利用、有助於房地產價值之穩定、提高可居性、避免或減少天然或人為造成的

公害、以及增進景觀效果。然而欲達成目的，正式約束需有非常妥適的安排；過

度嚴格或過度鬆弛均無法造就目標達成。很重要的是，任何空間計畫的形成還是

必須適當引用（或充份利用）社會內在的非正式約束力量；當社會存在某些自動

自發的動力時，採用弱約束即可；反過來說，當社會缺乏自動自發的動力時，強

約束乃是不得不的選擇。因而空間計畫的規劃過程中通常會要求做好民眾參與就

是要藉助於民間的活力或動力，而非僅是公開徵求意見與開個形式上的說明會。 

                                                 
6 這裡的論點係參照 Kasper and Streit （1998）,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ocial Order and Public 
Policy,一書第五章對於內在制度的論述引發出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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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例來說，由於工廠與住宅不會自行隔離，道路無法自行提供。為了防患使

用分區之間的衝突，以及提供道路系統，於是政府負責擬定且公佈了空間計畫。

然而，即便空間計畫已被提供，其減少了為了達成空間秩序的交易成本，因而讓

社會內在的非正式約束稍起作用，但非正式約束還是有其極限性。譬如道路還是

無法靠地主自願提供。故此時其它的相關配套措施就又顯得格外重要了。譬如道

路用地的徵收與開闢屬之。其中有些自發力量並不需要政府過度操煩，譬如人們

需要住宅，開發者就會依計畫在住宅區上蓋住宅，諸如此類就是存在於社會內的

自主力量。就制度變遷理論的觀點，任何社會制度的構成，就是在彌補該社會非

正式約束之不足。台灣當然也不例外，空間計畫應該根據社會實際上對空間感受

到的種種問題與需要，提供空間治理的適當機制。一旦空間計畫被社會認定成為

一種制度之後，就會激發社會產生自發性的非正式約束力，從而產生空間使用的

秩序。譬如，一個都市計畫經大家認可之後，該都市計畫範圍內所劃設的公共設

施用地，在意識形態上大家就會認知該地點將會被開闢為公共設施，從而附近的

地價或土地開發會自然而然的配合發展。雖然正式約束需要靠「非正式約束」來

強化其作用，但有時還是不足以發揮效果，這時具有激勵作用的實施機制又扮演

了某種程度的效果。 

台灣空間計畫體制內的正式約束並未依空間發展目標或是視事務性質適當

訂定，這是不勝枚舉的。譬如，前面提到都市計畫法中對於新市區的開發規模標

準採用十公頃的統一規定，這顯然不鼓勵大都市附近的發展，而鼓勵了偏遠地區

的開發。吾人若從避免空間散漫蔓延的觀點，這樣的正式約束是不妥的。同樣的，

都市計畫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中存在這許多不合乎效率、公平、競爭力與環境保育

的正式約束。通常若公共事務越屬於經濟或社會性質，或是大尺度的空間計畫，

因為考量到不確定性與多樣性，正式約束傾向於適合採用弱約束的作法；而弱約

束作法的計畫類型通常傾向屬於策略式發展計畫。反之，若公共事務屬於環境保

育性質，或是小尺度的空間計畫，因為其具有明確的預期結果或是減少交易成

本，正式約束就是需要採用強約束的作法。 

在有關實施機制方面，制度建立的有效性需視實施機制的良好設計。有效的

實施機制能激勵利害關係人朝向目標的行動誘因；該激勵可以是正面的激勵（譬

如開闢公共設施激發附近地區的開發、以減免稅降低開發成本、提高獎助金或頒

授榮譽獎勵等），也可以是負面的激勵（譬如懲罰）。實施機制的設計須考慮7：（一）

                                                 
7 同上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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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的複雜度，事務越複雜，越需要激勵達成目標的誘因；（二）事務的達成越

是涉及到行動者的有限理性以及投機主義之行為者，越需要激勵達成目標的誘

因；（三）事務越具有信息不對稱問題者，越需要激勵達成目標的誘因。 

前面述及制度設計需視目標的需要以及公共事務的性質來設計。正式規則需

依空間發展目標以及事務特性，選擇硬性強制的規則或是彈性的作法。譬如，涉

及自然環境破壞，有安全顧慮者，必須採取硬性強制的約束（或規定）；此時，

管制性質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是適當的。至於一塊土地何時開發使用，則不能以

分期分區計畫強制地主在某一期間務必完成開發使用，否則恐有侵犯財產自由使

用權之虞。另外，對於經濟競爭力也難以強制規範，此時只能找出有利於強化競

爭力的因素，設計激勵機制予以誘導。亦即，政府制定正式規則必須衡酌審視該

公共事務的性質，分別施予不同強制或彈性程度的管理制度。通常負的外部性越

大，且達成共同目標之交易成本較高者，需採用強制性的規則；譬如環境敏感地

區需嚴格限制開發行為。負面外部性較小、達成目標的交易成本較小者、且加上

具有自償能力者，則可採用較具彈性的規則或管理機制來運作；譬如社區開發可

建立遊戲規則（類似於開發審議辦法），激發民間活力透過規劃及開發許可之申

請來運作。而介於上述兩種情況中間還存在多種狀況，則需視該土地使用的公益

性質及自償性質，透過公共建設作為激勵的媒介，鼓勵利用民間活力參與投資或

建設。對於那些絕無自償可能之土地使用，若其公益性質頗高，則政府應儘速編

列經費予以開發，譬如道路用地的情況。但是，倘若認真檢討台灣空間計畫體制

內的許多機制，並不符適當激勵的要求；這就造就了不適當的空間發展結果。 

在通訊及運輸技術快速發展下，加上經濟全球化趨勢，地方空間發展的不確

定性大幅提高。傳統的理性規劃理念規劃難度加劇，策略式規劃理念再度倍受重

視。台灣空間計畫體制中，現行的實施機制採用的工具（或方法）仍有極大的開

拓空間。譬如，就以台灣空間計畫體制中實施最具成效的都市計畫而言，其實施

機制主要依賴都市計畫相關法規、法定計畫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財務計畫

作為其執行的管控機制。現行的都市計畫傾向於僅重視管制性的土地使用計畫，

而對於策略式的計畫工具，譬如利用彈性的遊戲規則，或是利用部門計畫來促進

發展的計畫（即指 development plan8），或者是利用民間的活力（譬如非政府組

織）來推動空間發展目標的作法等等，則顯得非常不足。不可否認的，當前的藍

圖式計畫（譬如都市計畫圖）、強制規則（譬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彈性規則（譬

                                                 
8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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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規劃及開發許可）的實施均有助於促進空間有秩序的發展，減少空間的衝突，

以及增進景觀品質等。但倘若再檢討我國空間上的經濟競爭力、社會凝聚力（或

和諧）、環境品質（或保護）與財政效率，則目前我國的空間計畫制度還是處於

制度嚴重不足的狀態。譬如，各地方競相爭取相同的公共建設導致投資浪費的情

事，而必須設置的鄰避設施卻無人聞問（譬如污水處理設施或垃圾處理設施等）；

這顯示空間上垂直與水平整合的制度確實嚴重不足。 

二、上下層級空間計畫的銜接問題 

理想上，上下不同層級的空間計畫之間應有指導與承接的關係。台灣地區綜

合開發計畫應指導（或某種程度的約束）四個區域計畫的內涵；又區域計畫應指

導或約束其範圍內的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再則，區域計畫與縣市綜合發展計畫應

能有效的指導或約束其範圍內的都市計畫。都市計畫之主要計畫應能約束細部計

畫，細部計畫應能約束土地開發計畫（含公共設施及土地利用等）。不同層級的

空間計畫，其間的指導或承接，或許需靠強制性的法令，或許可依賴財務補助作

為上下整合之誘因，或許也可靠相同的審議組織作為整合之媒介。但上述的上下

層級計畫之指導與承接關係，較明顯的僅存在於縣市之層級；即指都市計畫的主

要計畫、細部計畫以及建設事業計畫之間，存在明顯的指導與承接的關係。至於

其它的上下層級空間計畫之間，則缺乏明顯的強制約束或是誘導激勵之機制。這

可觀察許多計畫經實施多年後，計畫仍未達成可為應證；譬如工業區劃設多年後

使用率仍甚低，或是公共設施用地劃設多年後仍未開闢等等，或者說一個計畫對

其範圍內的地方發展定位經多年後走樣了；這均可視為上下層計畫的承接出了問

題。這是因為台灣各類型的空間計畫均傾向於各行其是，加上社會缺乏自發性的

趨動力之下，許多空間計畫目前僅處於「酌供參考」或「束諸高閣」之境界。台

灣各個層級的空間計畫均應妥善利用民眾參與，以激發社會內在的非正式約束。 

為了更清楚瞭解我國不同層級之間空間計畫整合的情況，首先觀察「台灣綜

合開發計畫」與區域計畫的關係。「台灣綜合開發計畫」雖然是我國國土最高層

級的空間發展計畫，然因其非屬法定計畫，且缺乏政治、社會上或是行政組織上

的強力支持9，故其對台灣國土開發所扮演的角色，欠缺強大的影響力。「台灣綜

合開發計畫」對其所屬的各個區域計畫的內容，缺乏強制的或激勵式的約束力。

就以國際機場為例，台灣究竟需要多少國際機場，又其分別應設置在何處等問

                                                 
9 譬如有些國家的全國層級的空間發展計畫是由內閣部會首長組成的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施行；有

些國家甚至由國會審議通過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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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恐怕難以僅靠目前的台灣綜合開發計畫體制即可逕自決定。「台灣綜合開發

計畫」並無編列固定的公共建設預算或基金，用來補助區域計畫的推動，或許這

是導致區域計畫與台灣綜合開發計畫關係薄弱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外，由於過去的政策傾向於鼓勵縣市之間的競爭，各縣市為了爭取中央補

助資源卯足全力爭取區域性質的資源（譬如爭取國立大學設校、科學園區設置等

等），少有縣市間相互合作的案例。審視區域計畫對都市計畫之指導關係，目前

區域計畫充其量僅規範到都市計畫的範圍。此一規範並非由區域計畫或都市計畫

之母法規範之，而係依據「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作業要點」之行

政法規來規範。其它的區域事務更無明確的約束力，就連最基本的計畫人口為

例，區域計畫中的人口分佈計畫與其範圍內所屬的縣市綜合發展計畫或都市計畫

之計畫人口數，往往存在天壤之別。 

上下層級整合較佳的實例有兩方面，一方面見於都市計畫的主要計畫與細部

計畫之間的整合，另一方面則見於區域計畫對其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主要

計畫與細部計畫之間整合的原動力有二，一是靠「都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的規

範，二則是透過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的審議均係由相同的都市計畫委員會進行。

區域計畫對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則是透過地政系統來達成的，雖然非都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傾向於維持現況的一種管制；因而嚴格說來，其成效非屬於區域

計畫執行的成效。但因區域計畫法之下，有「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都

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要點」等詳細的行政法規作支撐，使得區域計畫與非都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之間似乎還呈現指導與承接的關係。 

垂直整合的有效性也與上下層級的縱深有關。層級越多，縱深越大，指導與

承接關係傾向於越薄弱。好的空間計畫制度之設計，應朝向減少層級，以降低層

級之間的溝通協調。像台灣綜合開發計畫、區域計畫、與縣市綜合發展計畫，這

三種類型的計畫均傾向於以發展計畫為主。但以台灣的空間規模是否需要到三種

計畫來推動空間發展事宜，是值得討論的問題。而事實上，該三種計畫的上下承

接關係仍尚待改進。 

圖 2-1 中顯示台灣綜合開發計畫對區域計畫之間呈弱指導關係；且區域計畫

對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之間呈弱指導關係；再則，縣市綜合發展計畫與都市計畫之

間也是呈弱指導關係。只有，區域計畫與都市計畫對其範圍內的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具有以法令規範為基礎的強制性指導關係。基本上，台灣的各層級空間計畫

之間的指導或承接關係，普遍存在欠缺適當的連繫機制。既缺乏強制的法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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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也缺乏利用財務補助作為上下層級整合之誘因，另外還缺乏以組織作為整合

之動力。這種現象可稱之為空間計畫的制度普遍不足。在目前情況下，增加空間

計畫體制中有關上下層級計畫的連結有關的法令規範、財務補助誘因、或整合組

織均或多或少有助於強化上下層級空間計畫的連結關係。譬如區域計畫若要求提

送到中央的「台灣綜合開發計畫」規劃機構（行政院經建會）審議，則絕對會讓

區域計畫與台灣綜合發展計畫呈現較強的連結。又需考慮事物之性質，對某些公

共建設或服務，其上下層級計畫的連結應採用強制性的法令規範；但對另外有些

公共建設或服務則宜採用較有彈性的作法。 

三、水平整合的問題 

在我國空間計畫現行體制下，普遍存在著水平整合問題。且水平整合的問題

對於不同層級的空間計畫分別具有不同程度的嚴重性。空間發展在水平面上的協

調配合可分為「地區之間」以及「部門之間」兩方面來討論。譬如以部門間的協

調觀之，我國將土地使用主管單位視為與其它單一部門主管單位列為同等地位的

作法，在本質上就犯了錯誤。因為不論是空間計畫或是土地使用計畫均是在處理

各部門對於空間發展之需求的。當然各個部門會傾向於各行其是，以避免協商溝

通成本的增加。假想當都市計畫主管機構完成一個都市計畫後，若該計畫未能獲

的地方首長的鼎力支持，再加上空間規劃部門對其它部會無任何約束力時，各個

相關部門是否會同步調的且快速及時的配合該都市計畫擬定的內容提供公共建

設與服務？雖然這是一個有關於程度深淺的問題，但它卻是攸關資源在空間有效

利用與配置的核心問題。當各個部門各行其是，空間發展秩序呈凌亂發展也是理

所當然。諸如此類的問題，也必然會發生在不同的行政轄區之間的配合上。都市

計畫如此，區域計畫或台灣綜合發展計畫未嘗不是如此。換言之，任何的空間計

畫，其本質上就是在處理「地區之間」與「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協調一致性。 

空間計畫體制在水平的協調性絕非僅靠計畫本身，計畫的實施機制需要靠許

多配套制度安排來獲得「地區之間」與「部門之間」的支撐。譬如都市計畫靠地

方及中央計畫擬定或決策機關對該空間領土擁有統治權的基礎。當統治權有殘缺

時，該計畫的可行性往往需要靠其它實施機制來達成；否則就需要靠主事者的協

調溝通能力或是制度連結能力而定了10。譬如我國區域計畫的擬定及決策機構對

區域計畫範圍領土不具備統治權，這時其就需要靠區域計畫主管機關影響到中央

                                                 
10 參見 Healey, P. “An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to Spatial Planning”, in Healey, P. et al. （eds.） 
（1996） Making Strategic Spatial Plans: Innovation in Europe.第 23 頁提到的制度資本、政治資本、

社會資本等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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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源補助的能力而定；或者是該區域計畫能喚起民間共同參與公共建設的能力而

定。不論當局訴諸於依賴各相關政府機關的協助，或者是引進民間自發性力量，

其水平整合之成效，還是端視當局掌控的制度連結能力而定。若審視台灣綜合開

發計畫的水平整合能力，由於負責主管台灣綜合開發計畫的行政院經建會對各個

部會的重大建設投資具有初步審核權。倘若行政院經建會在審議重大建設投資計

畫時，能以是否符合台灣綜合開發計畫之內涵作為審議標準，各個部會當會正視

台灣綜合開發計畫的重要性，否則台灣綜合開發計畫也會被束諸高閣。 

大略觀察並評估台灣各個層級之空間計畫的水平整合能力，其中水平整合問

題最嚴重的恐怕歸屬於區域計畫了。審視區域計畫之內容，其包括有區域土地使

用計畫及部門計畫。整個區域計畫制度上的設計導致其主管單位（內政部）與決

策單位（區域計畫委員會），並未擁有各該區域計畫範圍內對各個縣市或是各個

部會的影響力（該影響力通常歸屬於地方政府或其直屬的行政院所擁有）。也就

是內政部或區域計畫委員會通常無法影響各部會積極籌設區域計畫範圍內的公

共建設。這就是現行區域計畫對區域建設多年來未有突破性之改善，也是長年來

被抨擊最多的一個問題。即使區域計畫法第十八條授權各個主管機關為推動區域

計畫之實施及公共設施之興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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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制度設計上，企圖利用區域

建設委員會來推行區域公共建設，但迄今未見任何一個區域有成立此一組織。吾

人當應檢視為何此一制度設計缺乏設置之誘因。當然，區域計畫對台灣空間發展

的品質與秩序並非全然無功效可言。我國的區域計畫的土地使用計畫（非都市土

地的使用管理），即使有時候被認定為傾向於維持現況的用地編定，其應屬於區

域計畫內容中表現較佳的部份。究其原因，是因為內政部本身就是土地使用的主

管機關，其擁有「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都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要點」

等規範的執行權，而不似區域計畫中的部門計畫尚需要與同層級（甚至更高層級）

的其它部門（或部會）進行協商。區域計畫難以推動部門計畫就是因為部門之間

的交易成本過高的原因。 

總之，任何一個空間計畫通常需靠土地使用計畫與部門發展計畫兩者同時施

行，才得以達成空間計畫設定的共通目標。空間計畫，不論是規劃面或是執行面，

在本質上均需要水平面相互整合。而水平整合之機制，類似於垂直整合，需視公

共事務的類型依賴不同程度的法令規範、財務補助誘因、或整合組織等等之組

合，才能奏功。我國現行的空間計畫體制，在水平整合上，目前大多依賴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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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規，非常欠缺其它類型的配套措施；譬如欠缺一些激勵性或策略式的機制設

計。整體而言，空間計畫在水平整合上尚有許多改進的空間。 

第三節 國土計畫法草案的計畫體制11 

根據國土計畫法草案第七條規定，國土計畫包括全國國土、都會區域、特定

區域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四種。全國國土計畫相當於現行的台灣綜合開

發計畫；都會區域計畫與特定區域計畫取代了現行的區域計畫；而縣（市）國土

計畫取代了縣（市）綜合發展計畫；都市計畫維持不變。圖 2-3 顯示新的國土計

畫法將建構出的計畫體系架構之概念。又這樣的框架類似於歐洲近代所稱的空間

計劃；也類似日本的國土計畫體制。其預期帶來比現行計畫體系具有更明確的統

合管理機制，以進行垂直及水平的整合。 

圖 2-3 台灣國土計畫體系架構概念圖 

 
 
 
 
 
 
 
 
 
 
 
 

（資料來源：何東波、謝宏昌等人，國土規劃先期作業：國土規劃之

議題與策略第一章頁 1-3，2004） 

就水平整合觀之，新的國土計畫企圖將部門計畫納入空間發展框架下評估；

也企圖整合土地使用分區管理制度。茲分述如下。先談地區之間的整合，再談部

門之間的整合。根據國土計畫法草案第三條第七款：「國土功能分區指基於國土

保育利用及管理之需要，依土地資源特性所劃分之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

                                                 
11 本節源自於何東波、謝宏昌等人（2004），「國土規劃先期作業：國土規劃之議題與策略」第一

章緒言之第貳節「現行計畫體系及新的國土計畫」，加上補充與局部的修改。 

全國國土計畫 
發展計畫 

（部門建設計畫） 
土地使用管理 

（三大功能分區及土地使用概念圖） 

特定區域計畫 都會區域計畫 部門建設方案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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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城鄉發展地區，並訂定管理計畫，以指導土地開發及保育。」過去的都市地區

與非都市地區的分類將被新的三大功能分區取而代之。全國國土將納入三大功能

分區的一整套管理系統之內，其目的在更明確的將都市與非都市的土地利用管理

以更為平衡的方式相對待。企圖解決過去非都市地區的土地使用管制較為寬鬆，

而都市計畫地區內的土地使用管制卻相對嚴苛的不合理現象。尤其國土保育地區

的劃設，將會以更謹慎的態度對待環境敏感地區，該地區內應分級分區劃設寬嚴

程度不同的保育地區，以利對土地使用與土地開發行為進行更合理的控管。而對

於特殊地區（譬如原住民地區、離島地區、或特殊功能地區）的管理，則採用特

定區域計畫，以利進行特殊之考量，譬如以重疊分區管制、差別稅課等方式來處

理。 

另一種地區間的整合，是有關於縣（市）行政轄區之間的整合機制。國土計

畫法草案中是採用審議機構整併，以及增加溝通協調的方式處理。國土計畫法草

案第五條明訂：「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審議及協調國土計畫等事

宜，應分別設國土計畫委員會。行政院於核定全國國土計畫、都會區域計畫或特

定區域計畫前，應指定機關以合議方式審議之。……國土計畫委員會、依都市計

畫法所設之都市計畫委員會及依國家公園法所設之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應依其

層級合併設立。……」。又該草案第十四條也規定：「國土計畫擬訂前及擬訂期間，

應邀集專家、學者、人民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或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見，……作為

擬訂計畫之參考。前項國土計畫之全國國土計畫擬訂前及擬訂期間，應就都會區

域計畫範圍及發展構想，諮詢都會區域計畫推動委員會意見；特定區域計畫範圍

及發展構想，應徵詢有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意見，形成議題並研擬處理

方案，送中央國土計畫委員會參考審議……」。這些規定一方面要求增加溝通協

商，另一方面當下層級空間計畫涉及彼此相互衝突時，基於其必須送上層級計畫

審議機構審議。整體而言，提供了不同縣（市）之間衝突協調的機會與裁決管道。 

水平整合的另一個角度是部門的整合。根據草案第四條規定：「為確保領土

主權、促進國土永續發展及兼顧效率、公平，國土規劃之基本原則，……性質重

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之部門計畫，應於先期規劃階段與主管機關妥予協調，以避

免重複投資，發揮整體建設效益。」另外在第二十條中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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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遵循國土計畫之指導，並應於

先期規劃階段，徵詢同級主管機關意見；……」。也就是在新的國土計畫法之下，

部門重大建設計畫必須遵循國土計畫之指導，且事先在部會之間加以整合。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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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空間計畫體系 
 主要為土地使用計畫 
 大分區為都市計畫地區與非都

市地區 
 主要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部門間及層級間整合不足 
 缺乏法定的都會區計畫 
 自然環境保育的功能相對薄弱 

 

推動中的國土計畫 
 主要為空間計畫（含土地使用計畫及部門建

設計畫）1 
 劃設三大功能分區 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開發許可 3 
 部門間及層級間將有更佳之整合 4 
 將有法定的都會區域計畫 5 
 自然環境保育列為全國國土計畫控管，以加

強對自然環境地區的保育功能 6 

 

是提供了部門水平整合的一種強有力的約束力。 

就垂直整合而言，新的國土計畫法草案第四條將中央的全國國土計畫，區域

尺度的都會區域計畫以及地方層級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全數納入一套

管理系統。整合的機制則包括規劃（第八條、第九條與第十條）、審議、協議、

民眾參與及決策（第五條、第六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九條、

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與第二十七條）、執行與監督（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七條、以及第八章罰則與第九章附則的相關條文），均納在一套整合

系統架構內運作，以避免過去由不同水平的機構（包括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

是毗鄰的行政轄區之間）各行其是的狀況。由其在全球化時代裡，地方直接面對

全球競爭。地方可以透過區域合作，以共榮共生的態度，加強地區之間彼此的競

爭力，以求生存。以往個別單獨進行的土地使用計畫越來越不符合全球化時代下

的要求。新的國土計畫法所建構的全國國土計畫、都會區域計畫、以及特定區域

計畫均具有區域合作或跨區整合的目的。特別是現行的體制缺乏法定都會區域計

畫的設計，而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中，都會區域的合作與協調機制的良窳卻是影響

都會區域競爭力的重要因素。圖 2-4 顯示現行空間計畫體系與新的國土計畫的重

要差異之比較。 

圖 2-4 現行空間計畫與新的國土計畫之比較 

 

 

 

 

 
註：1、參見國土計畫法草案第三條第六款與第七款、第九條第四款、第八條第

四與第六款及第十一條第四與第五款。2、參見國土計畫法草案第三條第七

款和第四章。3、參見國土計畫法草案第四章及第五章。4、參見國土計畫法

草案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以及第四條第二款及第三款。5、參見國土計畫

法草案第七條第二款及第九條。6、參見國土計畫法草案第二十三條及第二

十八條第一款。 
（資料來源：何東波、謝宏昌等人，國土規劃先期作業：國土規劃之

議題與策略」第一章之第二節頁 1-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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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都會區域計畫的功能定位 

本節論述的焦點是在國土計畫法草案下，未來都會區域計畫在台灣的空間計

畫體制中究竟將扮演何種角色。由於台灣現行的空間計畫體制的缺失主要有二：

即欠缺垂直與水平整合之有效實施機制，以及欠缺策略式的發展計畫作為達成空

間發展目標之輔佐工具。其引申導致的空間發展問題則為公共建設的效率、城市

的競爭力、社會的凝聚力以及環境保育等問題。而本章前一節已呈現出推動中的

國土計畫法草案的制度設計中，企圖將這兩方面的缺失提供規劃、審議、協議、

民眾參與及統合決策、以及執行與監督等等的整合機制，也明訂重大建設之部門

計畫需利用國土計畫為架構，且必須與其它部會進行溝通協調。也就是新的國土

計畫法草案中已考慮到增加政府的「正式約束」以強化空間計畫體制之設計。 

由於有效的實施機制能夠激勵利害關係人朝向目標的行動誘因，吾人可再思

索目前提供的正式約束是否足夠。第一，為了達成空間發展所需之公共建設的效

率，公共建設的興闢必須以整體觀點考量，地區之間與部門之間必須以合作代替

競爭對抗。國土計畫法草案要求：「部門重大建設計畫必須遵循國土計畫之指導，

且事先在部會之間加以整合。」其激勵各個部門在推行公共建設初期就需事先考

量到區位與規模是否適當，以避免本位主義將造成地區間或部門間的爭議。另

外，空間計畫的協商、審議與決策機構的整併，也提供「地區間」及「部門間」

一個協調合作之平台，其可視為增加了水平合作或垂直整合的機會（相對減少了

溝通協調的交易成本）。第二，為了達成強化城市競爭力，也需要政府部門的水

平與垂直整合，這方面的體制設計類似於前述，就不再贅述。至於地區競爭力需

要產業部門在空間上分工，這涉及產業發展的不確定性，因而有關產業的空間計

畫需要以彈性的策略式規劃，取代強制的管制計畫。現行空間計畫體制中的規劃

（或開發）許可是屬於有彈性的策略式計畫；但其所造成的蔓延發展效果卻又與

公共建設效率及國土保育相衝突；國土計畫法草案引進部門（發展）計畫、以及

土地使用概念圖均應屬於策略式計畫的強化，這可降低廠商對投資區位選擇的不

確定性。第三，為了達成社會的凝聚力，前述的水平與垂直整合機制增加了溝通

協商平台，有助於資源分配的合理性。第四，為了強化台灣的環境保育，國土計

畫法草案非常強調國土保育的重要性。該草案第二十八條明定：「國土保育地區

不得申請開發許可。」亦即摒除了國土保育地區內可以採用經濟市場的發展機

制。又草案中第八條第五款規定全國國土計畫必須劃設國土保育地區並訂定管理

計畫，這係針對國土保育地區為收事權統一之效，未來由中央統籌規劃並訂定管



第二章 台灣都會區域計畫的功能定位 

27 

理辦法。如此地方政府就不會也無法為了討好選民，而犧牲自然環境之保育。 

國土計畫法草案確實改善了一些缺失。譬如，以都會區域計畫取代原先的區

域計畫，其將現行空間計畫體系中比較弱的區域計畫，在整合部門計畫上的功能

強化了。另外，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方面，將攸關自然環境保育的國土保育地區

統合由全國國土計畫主導，農業發展地區與城鄉發展地區還是歸地方政府主導，

這樣應可減少了不必要的溝通協商等交易成本（譬如蔓延發展或可得到控制）。

但吾人認為推動中的國土計畫法還可以強化的機制有：一、增加以財務或預算作

為激勵合作的誘因；二、考量以公私合夥導向的制度設計，提供允許民間參與公

共事務的彈性與機會，逐漸邁向多層級多核心的治理模式設計。 

綜合前述，國土計畫法已對台灣空間計畫體制的問題以及空間發展的重大問

題均有了適當的回應。其中有關都會區域計畫在台灣空間計畫體制中扮演的功能

角色也已明訂。首先，國土計畫法草案第三條對都會區域計畫定義為：「指依全

國國土計畫之指導，所訂定都會區域策略性及協調性之國土計畫。」又草案第四

條規定：「為確保領土主權、促進國土永續發展及兼顧效率、公平，國土規劃之

基本原則如下……依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及推動都會區域

計畫，以提升國家競爭力，塑造良好都會區域發展環境。」另於第九條規定：「都

會區域計畫之內容，應載明下列事項：一、計畫範圍及計畫年期。二、全國國土

計畫之指導事項。三、都會區域發展之目標及成長管理計畫。四、都會區域部門

綱要計畫。五、都會區域景觀綱要計畫。六、都會區域防災綱要計畫。七、實施

及財務計畫。八、其他相關事項。」該條文又備註：「為加強與國際各大都會區

域競爭，爰研訂都會區域發展之目標及策略及達成目標而作之策略性成長管理計

畫……。」由這三條條文及其備註欄的說明即可看出都會區域計畫的性質屬於策

略式的或協調式的發展計畫（strategic or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plan）。且都

會區域計畫係在解決區域內的發展問題，這是根據草案第六條的規定：「中央主

管機關得邀集都會區域計畫範圍內之地方政府首長、中央機關、民意機關、人民

團體及學術機構等推派代表組成都會區域計畫推動委員會，其任務如下：一、都

會區域計畫發展課題、目標及策略之擬訂及諮詢。二、都會區域計畫範圍內各項

部門計畫建設時程及經費運用之協調。三、其他有關都會區域計畫建設之推行事

項。」再則，建構中的都會區域計畫是一種以都會發展為主的區域計畫，但非屬

於特殊功能之區域計畫。特殊功能的區域計畫應採用草案第三條有關特定區域計

畫的相關規定，其指出：「特定區域計畫……指依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所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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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行政區域或一定地區範圍內解決特殊課題之國土計畫。」故諸如水資源保育等

問題應歸屬於特定區域計畫的範疇。 

簡言之，綜合考量台灣空間計畫體制的問題、台灣空間發展的課題、以及國

土計畫法草案的設計後，台灣的都會區域計畫之功能定位可歸納為：一、在目的

方面：都會區域計畫係以強化都會區域的國際競爭力為主；二、在內涵方面：都

會區域計畫旨在解決區域內一般發展問題，而非特殊功能問題；三、在規劃理念

方面：都會區域計畫宜採用策略式的或協調式的規劃方法；四、在計畫類型方面：

都會區域計畫係為一種以發展計畫為主，而以管制性的土地使用計畫為輔。 

第五節  小結 

本章我們檢視了台灣地區現行的空間計畫體制存在的課題，並發現其中最重

要的是在協調溝通與執行監督的問題。而在制度安排與設計方面，從垂直面觀

之，土地使用計畫同時出現在區域計畫、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以及都市（與非都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上，顯得重覆累贅。發展計畫則同時出現在區域計畫與縣市綜

合發展計畫之中，區域計畫推動發展計畫具有跨縣市的優勢，卻缺乏統治權；而

由縣市政府推動發展計畫具有統治權的優勢，卻無法考量跨縣市發展問題。另就

水平面觀之，由於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並非屬法定計畫，且目前缺乏有效的監督執

行工具，導致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的執行成效，常依地方首長的重視程度而因人而

異。因此，在台灣地區目前的空間規劃體系中，有上下層級空間計畫的銜接不當

和水平整合不易的問題。 



第三章  都會區域相關文獻回顧 

29 

第三章 都會區域相關文獻回顧 

本章首先提出本研究對於「都會區域」的定義；其次，我們根據文獻提出規

劃都會區域的課題；接著，檢視有關「都會區域」論述的在規劃思潮與治理的演

進；最後，以三個國外案例做參考說明。 

第一節 本研究的都會區域定義 

「都會」係中心城市與週遭聚落組成的一個相互依存的地理單位。這個地區

範圍又可稱作「區域」。本研究中將其統稱為「都會區域（metropolitan area）」。

上述空間常被交錯互用來形容一個「都市系統」的領域範圍，而各依「範圍界定」

的目的和觀點而異。另外，所謂的「都會」與「區域」之空間範圍，通常都是依

照統治需要和目的而決定的，在不同時代的不同政治、經濟、文化制度環境內常

會有不同的詮釋。都會區域範圍究竟如何被界定？茲舉例說明如下。 

美國對都會區的定義至少有兩種。一種是「都會標準統計區（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的定義，另一種為美國普查局的定義。美國的都會

標準統計區之定義，其規範都會區須涵括「中心都市」與「鄰近地區」兩部份，

其中，中心都市所形構之條件為：一、須涵括人口數達 50,000 人以上；二、或

人口數達 25,000 人以上，而附近人口密度每平方英哩超過 1,000 人，以及總人口

超過 50,000 人；三、或中心都市及其附近都市人口總和超過 75,000 人；四、有

15％居住於該郡之工作者工作於中心都市所在之郡；或有 25％工作於該郡之工

作者居住於中心都市所在之郡，則將此些郡統合於中心都市之中。而鄰近地區所

構成之條件則為：一、至少有 75％工作人口從事非農產業；二、至少有 30％的

工作人口在中心都市工作；三、有 50％以上人口居住於每平方哩 150 人以上密

度之小行政區；四、鄰近地區非農勞工數至少須等於最大中心都市所僱用非農勞

工數之 10％，或是達 10,000 非農就業勞工數之地區；五、居住在鄰近地區之非

農勞工數至少須等於居住在最大中心都市非農勞工數之 10％，或是有 10,000 非

農就業勞工居住之地區。另外，美國普查局對都會區之定義，都會區域涵括了「中

心都市」與「附近地區」兩部份，而「中心都市」須是人口數達 50,000 人以上

之都市，或是兩中心都市之人口數合計超過 50,000 人，而其中都市規模較小者

人口數亦須超過 15,000 人；另外，「附近地區」是指比鄰中心都市且人口數超

過 2,500 之地區；或是中心都市附近密度超過每平方英哩 1,000 人之地區；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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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附近超過 100 個建築單元之聚落。 

日本對都會區的定義（Susumu Osada, 2003）係基於政府部門資料蒐集基本

空間單元之要求，市、町、村是形構日本都市功能分區（Japanese functional urban 

area,JFUA）之最小基礎單元，JFUA 包含核心與鄰近地區，而其劃分是參照於美

國 SMSA 之方法。另外，日本還有都市功能分區（JFUA）。其形構要件為：一、

JFUA 是由核心與鄰近地區所組成；二、任一 JFUA 之總居住人口應具有 50,000

之規模。另外，JFUA 核心應滿足下列條件：一、應具有一市層級之核心，而且

至少具有 30,000 工作者之工作地區；二、進入核心區之通勤工作者須大於外出

核心區之通勤工作者。此外，JFUA 鄰近地區應滿足下列條件：一、當地進入核

心區之通勤工作者須達到 7.5％以上；二、鄰近地區須緊臨核心區，或比鄰於同

一核心區之鄰近地區；三、每一地方當局只可被歸類至一都市功能分區之中。 

綜觀上述，不論美國、日本對都會區域範圍的界定均包含中心與週邊的概

念。不過近來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衝擊，都市在全球之間的競爭越來越劇烈。吾人

對都會區域範圍的界定不應僅跼限在考量中心與週邊的關係之層次。都會區域範

圍的概念可以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不同角度觀之。就如同 Bromley （2001）

所言：『新的「都會區域計畫」，不再是一種福利政府式的技術官僚議題和資源

動員作法，它們將必須融合創造競爭優勢的經濟模式和強調舒適生活、社會和諧

與自由選擇的環境模式，才有可能獲得許多地方政府與民間企業的支持，使計畫

執行之可行性增加。』因此，就政治的考量，治理型式如何有利於居民或廠商是

都會區域範圍劃設的重心。 

近代有關都會區域的論述非常多樣化，約可分成從經濟觀點、財政觀點、環

境觀點和社會文化觀點等方面來看。茲簡要整理說明經濟、財政與環境觀點下的

都會區域如下： 

一、經濟觀點的都會區域 

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規模報酬遞增或邊際成本遞減符合廠商需求。大型

城市的成長與發展，對某些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會形成規模經濟與聚集經濟的環

境。大型城市適足以創造廠商所需的規模報酬遞增之外部環境，因而有利於吸引

某些廠商或產業。但城市成長亦有極限，在城市成長過程中，廠商也逐漸同時面

臨到外部環境的惡化。簡言之，城市成長過程中會有正面與負面的外部性。正面

的外部性驅使城市規模傾向於擴大；負面的外部性驅使活動擴散。這些負面的外

部性包括有擁擠、地價高漲、工資高漲、城市中心區的衰頹、城市空間尺度的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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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等問題伴隨而來。城市成長的負面外部性，到了 1970 年代與 1980 年代逐漸成

為普遍現象。這對城市的經濟、社會與區域環境等均產生非常大的衝擊。在城市

發展中，引發出郊區化與逆都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的現象12。城市居民與

廠商遭遇到城市負面外部性越來越增大的趨勢下，城市吸引廠商或居民座落或駐

留的力量逐漸被侵蝕或瓦解。尤其隨著交通與通訊技術的不斷進步，加上所得水

準提升，居民與廠商座落在都市內的活動，越來越遠離原有的市中心地區，即所

謂的都市蔓延（urban sprawl）現象越來越普遍。但是，在這種空間蔓延的過程

中，廠商或產業對於地方化經濟、都市化經濟或聚集經濟的需求，並未因而消失。

那些需要依賴城市中心地區的廠商，還是會駐留於內圍城市（inner city）；譬如

絕大多數的生產者服務業。而某些廠商會將活動搬遷到大城市的週邊，甚至於遠

郊；歐美許多大城市附近出現許多邊際城市（edge city），成為新的工作機會提

供的核心，並提供不錯的購物與居住環境，便是一例13。Porter（1990）在其國家

競爭優勢一書中所提出的地區競爭力概念，因有別於傳統上以廠商為主的競爭力

概念，因而開啟了有關地區是否可以成為經濟競爭力分析單元的一連串辯論14。

在城市發展成為都會區域的過程中，中心城市繼續提供功能與服務，郊區還是需

依賴都會區的市中心，區域成長已逐漸變成城市與城市彼此相互依賴。 

二、財政觀點的都會區域 

財政觀點下的都市成長與發展，傾向於需要設置都會區域政府，這是最傳統

的，也是最典型的福利經濟之思想。地方政府負責提供眾多的公共服務給其居

民；其中包括街道、治安、自來水、雨污水排放、衛生醫療、垃圾處理、公園及

體育等休憩設施，許多地方公共財被認為可以透過社區競爭市場來提供。但是這

種主張基本上奠基於資訊充足傳播、居民無成本的遷移、社區之間並不存在外部

性等假設，當這些假設不存在時，公共財的提供就無法透過居民以足投票的制衡

力量，來讓社區有效率提供公共建設與服務。因此，如何建構有效能（effective）

與有效率的（efficient）都會區域治理制度，往往需要都會區域計畫體制的建構。 

三、環境觀點的都會區域 

早期城市發展對生態與環境保護考慮欠周詳，因而衍生出全球資源耗竭與環

境問題。城市發展被認為與其週遭的廣大區域息息相關，譬如城市的維生資源，

包括空氣、水與糧食等必須依賴由城市外區域空間來供應。因而城市發展如果無

                                                 
12 請參閱 Champion, T. （2000） 。 
13 有關 Edge City 的發展，請參閱 Calthorpe, P. and Fulton, W. （2001） 。 
14 可參考 Iain Begg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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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蔓延型態，將造成農業生產環境破壞、能源大量耗竭、空氣及水品質破壞

等現象。城市永續發展的各種學說因應而生，譬如 Stephen Wheeler 認為「永續

城市發展」是為『尋求創造能增進地球長期健康的人類與生態系統的城鄉

（Wheeler, 1996）。Camagni 等人則認為『城市永續並非單純的環境品質目標，

在追求城市永續發展中，必須整合環境資源保護、經濟效率、與社會公平的三個

基本原則（Camagni, et al., 2001, p.126）。』Calthorpe and Fulton （2001）則提

出區域城市（regional city）的規劃概念，其認為城市規劃應同時重視市中心更新、

成熟的郊區規劃、及其所座落的整個區域網。這些永續發展理念希望透過人為環

境管理與成長管理等手段來改善資源使用效率、政府財政惡化以至於快速成長等

外部性問題。永續城市論述所發展出來的緊湊城市、智慧型成長等應是未來城市

規劃與環境管理的目標15。 

緊湊都市（compact city）的觀點希望都市能朝向密集式發展，達到節省能

源與降低公共支出的成本。該主張強調都市可在一固定範圍內發展，以提供不同

之混合土地使用型態來達到公共設施、社會與功能的集中，自給自足的生活形

態，並減少資源消耗與污染，達成永續理念16。智慧型成長（Smart Growth）的

概念為綜合土地利用效率、社會公平、地方財政、環境資源、都市再開發等思考

面向，以解決市中心衰退所造成的土地利用與犯罪問題，避免都市分散蔓延的發

展型態，其造成環境資源被吞蝕以及住宅就業失調等問題。這些不同的論述，基

本上均朝向主張都會區域的發展型態需要借重於都會區域計畫來加以控制。 

從上述的經濟、財政與環境觀點下，均主張都會區域計畫（或其規劃）有其

存在的必要；然而都會區域範圍通常隨時間與所關切之公共事務而異。 

第二節 都會區域發展現象與課題 

一、都會區域的定義 

有關「都會區域」現象的詮釋，牽涉到兩個空間指涉的名詞；即「都會」和

「區域」。而這兩個名詞，都帶有不斷爭議的討論，迄今尚無定見。是以，我們

將先探討有關它們的定義的爭論，再由其中提出相關與可資參考的課題。 

「都會」（metropolis），由 metro-這個希臘文字根所構成，按其原來字意，

係 mother（母親）的意思；意思是指一個位居中心的主導城市（capital city）與

                                                 
15 參考自何東波、蕭若杏（2004）「人口結構轉型對都市計劃與環境管理的挑戰」一文。 
16 引用自何東波、蕭若杏（2004）「人口結構轉型對都市計劃與環境管理的挑戰」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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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周遭的小區域聚落（市鎮、村庄或其它腹地），藉由運輸路網所構成的一個經

濟政治機能相互依存的地理單位（即-oikos 或-polis）（Soja , 2000: 13）。由於「都

會」所指涉的地理空間單元總是強調中心地區和週遭環境的連結關係，因此它在

形構（morphology）上往往是由兩個以上的空間單元所組成的地理區域，具有相

當程度的空間規模（scale）。當它被視為一個空間單元時，它是一個被組織起來

的「固定空間」（spatial fix），但也是一個「空間階層」（spatial hierarchy），

是故，觀察與分析「都會」現象最好將它看成是一個「有核心、多層次的空間領

域組織」較為恰當（請參考 Brenner, 1998）。 

根據英國牛津大學地理系教授 Elizabeth Baigent 考證，地理學者 Jean 

Gottmann 曾在其著作 Megalopolis（1961）中指出：「在遠古有一群人在希臘的

Peloponnesus 地方建造了一個新的城邦，叫作 Megalopolis，將他們的理想生活方

式都規劃在內，並希望它能變成全希臘最大的城市。」從這個角度來看，

Megalopolis 這種大尺度城市空間規劃的目的是政治的，並且具有社會生活目的 

（Baigent, 2004: 687-93, ff）。但是，要在尺度上有多大的空間範圍才算是一個

「都會」或「大都會」？這是一個沒有固定答案的問題。 

根據美國聯邦政府管理與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定義

17：「一個都會區域（metropolitan area）是一個人口統計區域，包括一個中心城

市和相鄰地區與社區」。而由這樣的定義所統計出來的排名前 50 大美國都會（人

口）區域，在 1999 年時，竟然有兩千一百二十萬人（New York-N. NJ-Long Island）

到不到一百萬人（Richmond-Petersburg, VA）的差距（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 4th ed, 2004: 1684）。這種以人口作為統計的辨識方式有其缺憾，因

為人口是隨著工作和居住地點的集中與分散而移動的。根據 Ehrlich and Gyourko 

（2000）對於美國都會區域在 20 世紀的演變觀察，二戰前人口聚集而形成的大

型都會地區（人口最多的前百分之十統計地區）在戰後只呈現穩定的成長；然而

原先較小型的城市聚落也沒有因此增加更多的人口規模；主要的原因是戰後大增

的人口多分布在大都會的外圍地區，即形成更多郊區聚落（suburban）。可見人

                                                 
17 美國的「都會區域」定義，先由人口統計局（Bureau of Census）以「每平方英里人口密度超

過 150 人」的標準劃為「都會區」（metropolitan district）；在 1950 年代，BOC 改以「都會統計地

區」（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簡稱 SMA）來統計都會區人口，其標準是區內一個城市有至

少五萬以上人口而都會區必需有十萬以上人口（新英格蘭地區只要七萬五千人）；後來又考慮地

理上「凝聚」（consolidated areas）與「漂浮的凝聚」（floating consolidated areas）的計算問題。

到了 1980 年代，管理與預算局（簡稱 OMB）將若干地理空間仳鄰的都會區合併統計，比較接近

人口成長的現實，已變為近來較常使用的測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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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遷移會造成「都會區域」以人口為基準的界定方式不穩當準確。 

Collin, Dagenais and Poitras （2003）考察加拿大蒙特婁的都會區域界定歷史

（1951-1996），發現為了行政管理需要所逐漸擴大都會區域範圍的作法，不僅

不能獲得被界定區域內的人民認同，也難取得區域內官方和民間組織的合作；這

個研究發現凸顯了「都會區域」定義的主觀認知問題與被劃定的恣意程度（進一

步的類似討論，請參考 Paasi, 2003; 2002）。由此看來，在 1933-41 年間，在美

國以北卡羅萊納大學為主的一群名為「南部區域運動」（the Southern Regional 

Movement）的規劃學者，例如 Anthony Odum 和 Rupert Vance，認為地方文化識

別（culture, identity）和忠誠（loyalty）才是構成區域主張的中心因素，也算是另

外一種以政治文化為主的都會區域規劃考量（Bromley, 2001: 239）。 

如果我們暫時將「都會區域」的中心/週遭這種階層式形構問題略過，只談

「區域」的定義，也是會遭遇到許多模糊不決的問題。「區域」（region），根據其

希臘文字根 regere，是統御（to rule）的意思；由位居中心的角度來思考，還兼

有殖民與軍事統治週遭地區的意味（Soja , 2000: 13）。當將「都會」和「區域」

合併在一起思考，尚有一個希臘文「共生環境」（synoikismos），意味著一群人共

同居住在一個共謀生計的空間條件內，也可以在意義上互相通用。根據 Soja 

（2000: 12-13），這三個空間指涉常被交錯互用來形容一個「都市系統」（system 

of cities）的領域範圍，各依「範圍界定」的目的和觀點而異。由此看來，所謂

的「都會」空間範圍是一種依照統御治理需要和目的而決定的，在不同時代的不

同政治、經濟、文化制度環境內常會有不同的詮釋。 

Keating （2003）認為，「區域」的「發明」（invention），是因為統治的

政府沒有可能在已經階層化的領域內再找出新的空間來解決空間管理問題，因此

便會在中央與地方之間重新劃設由上而下的（top-down）空間單元來作為行政區

域。由此看來，都會區域可以視為：（一）一個行動的系統（as a system of actions），

考量其中的政府和民間社會這兩項制度化的空間行動結構內涵；或是，（二）一

個行動者（as an actor），考量其自主性（autonomy）與行動力（capacity）。據

此，都會區域是一種「領域空間」（territorial space），由大城市（一個或數個）

與其腹地所組成，而由一些在經濟關係、交通運輸和機能上互相依賴的制度系統

所結合而成。 

由於「都會區域」是一種在特定時空背景被人為恣意劃設出來的領域，構成

「都會區域」的內容必然與其目的相對應；這是在界定都會區域的一項「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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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ve）原則。然而所謂的「都會區域」也必須讓其範圍內外的居民與社

會團體組織都能夠辨識出它的所在；這是另外一項在界定它時必須考量的「認知

的」（cognitive）原則。另外，界定「都會區域」或是劃設它的目的，無非是為

了調節（regulation）或治理（governance），俾使得在這個領域空間內的各種集

體行動（collective actions），都能夠達成某種程度的公共秩序（public order），

並朝向預定的方向發展。因此，制定都會區域計畫使其作為一個行動系統也是一

個行動者，必須考量：（一）構成的原則（以各種機能的規模（functional scale）

範圍為主）；（二）認知的原則（以其制度化的識別（institutionalized identity）

為主）；（三）公權力權限的原則（即法文的 competence，指在一定時間內可以

公共目的為由來指引、管制與動員集體資源去從事某些行動達成目標的能力；通

常被歸為公家機關的正當性治權）18。 

二、都會區域的規劃理念發展進程 

大抵說來，早期都會區域計畫的規劃理念都與內城（的空間規模不夠有關，

也與工業城市都市化後所帶致的環境問題（例如：公共設施不足、住宅用地缺乏、

交通擁擠、綠地太少等）有關。這些都會區域規劃的舉措，大致先發生在美國與

歐洲。它們一方面影響了自己國內空間再發展的途徑與歷程，另一方面則影響了

國際間理念交流與政策概念互相仿模，最後導致一種程度上蠻同質的國際規劃思

想模式。大部分早期的都會區域規劃發生的背景，都有其政治、經濟或社會結構

的變遷與改革需求，後期則演變成理念或政策的主導產生（請參考 Daniels, 

2001；Downs, 2002；Lovering, 1999；Knapp and Schmitt, 2003）。 

美國早期的都會區域計畫思想，後來透過了幾個管道影響了全球的規劃思

潮：一是歐洲社會改革者對於早期美國都會區域主張的學習（例如 Ebenezer 

Howard 參考了 Olmsted 對於紐約的中央公園規劃與對於 1909 年芝加哥都會區域

計畫的環狀路網所建構出的「明日的花園城市」，後來影響了 1944 年由 Patrick 

Abercrombie 爵士所完成的「大倫敦區域計畫」，以及隨後的各國都會區域計畫。

二是由規劃紐約都會區域所制度化的規劃作業方式。後來透過國際建築協會

（CIAM）於 1944 年決定作為歐洲戰後重建的範本，更是將都會區域計畫遠播歐

洲（請參考 Mumford, 2000）。還有則是由美國學者 Walter Isard 所領導的 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 與他們創立的「區域科學」學門，透過學術交流

                                                 
18 以上所節錄歸納的是最近「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和「都會區域治理」（metropolitan 
governance）的學術討論。請參考：Keating, Loughlin, and Deschouwer （2003）; Lefévre （1998）; 
Le Galés （1998）; Salet, Thornley, and Kreukel （2003）; Schmitt-Egn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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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援外經建計畫的影響，將都會區域計劃思想更影響至開發中地區國家。但

是，美國早期的都會區域計畫在空間布局上卻是深受歐洲思想影響，特別是

Haussmann 的巴黎首都計畫和 Olmsted 對於都市綠地的重視。而不論是為政治、

經濟、景觀與社會改革的全部或局部目標所規劃的都會區域計畫，聯繫內外的交

通路網的配置、新開發的市郊聚落、與綠化都會空間等三種規劃設計手法幾乎是

被一致重視。 

根據 Ellis （2001）的觀察，美國的都會區域計畫無非就是交通運輸計畫；

他認為美國政府和城市商人普遍相信，藉由高速公路的路網所串聯起的空間網

絡，足以讓許多地區發展出規模經濟的內需市場，促成地方繁榮。因此，美國的

都會形構總是一種單核心沿高速公路向外擴張的多環狀大都會形式。這個現象一

方面反映出美國的都會治理制度化現實，以及區域規劃理念的持續執著；另一方

面也與美國的空間幅員廣闊有關。以 William Cronon （1991）對於芝加哥都會

區域計畫（Plan of Chicago , 1909）制定考量的分析為例，他便指出：Von Thünen

在 1826 年發表的「農業獨立國」（the Isolated State）那種經濟尺度的數學計算

才是範圍界定的基礎，與地方政府領域無關。而 Fredric Law Olmstead 在 1870 的

Public Parks and the Enlarged Towns 所倡議的以中央公園和林蔭大道所構成的都

會區域計畫，以及 Burnham and Bennett 的 Plan of Chicago （1909），其實都是

由地方商會對於經濟競爭力的考量。另外，美國早期的都會區域計劃多以公共資

源的運用效率、市場經濟的競爭力、社會公益的達成、環境美化與綠化和交通運

輸等考量為主，並未特別考慮成立都會或區域政府；充其量，只有設置官方管理

單位（例如：1921 的 The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和「新政」

（New Deal）時期的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and the Appalachian Commission）

（Bromley, 2001）。 

因此，再加上 RPAA 等「區域科學」學門對於計量經濟模型的推導運作，

在 Pareto 的最適化模型、Tiebout 的地方公共支出均衡模型、福利經濟學與規模

經濟和範圍經濟等的分析下，交通運輸系統與土地使用分區變成是都會區域規劃

的主要內容，前者由政府或官方機關負責執行，後者由地方政府與商會成員合作

完成（請參考 Logan and Molotch, 1987；Stone, 1989; Stephens and Wilkstrom, 

2000）；即便是大多數都會區域計畫，都有其治理的空間尺度（scale of governance）

考量，卻未必會特別為了成立都會區域政府而考量其行政領域範圍 

（administrative territory）的問題，而只是為一些特殊的目的而設置治理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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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缺乏都會區域政府的制度習性，在 1990 年代再度引起公共政策學者的

激烈辯論。贊成者多擁護「新區域主義」的論述，認為整合大尺度空間的治理機

構才能夠提升地區競爭力；反對者則認為如果 Pareto 的最適化分布不可能由現有

的地方政府制度執行完成，徒然引進一個更上層的政府並不能整合更多個不均衡

分布的公共財市場。 

以高速公路交通路網為主的區域計畫，再加上特定的土地使用分區

（exclusionary zoning）布局的都會區域計畫，引發出以下的了區域發展問題：一、

由於不同程度的都市發展和差異地租的形成，進而導致房地價格差距加大，使得

地區不均衡發展的現象愈演愈烈；中心城市雖有更高的稅租收入，卻又因服務人

口與事務過多，建設缺乏效率，造成高所得家庭外移到郊區而低收入戶留滯在中

心窳陋地區，形成多尺度與多層次的貧富差距和社會隔離（請參考 Sioquist ed., 

2000；Weiher, 1991）。二、中心城市因都市化程度太高，公共服務的需求遽增，

使得公共支出不斷擴張，導致許多中心城市政府財政困難，進而造成公共支出無

效率的問題（請參考 Downs, 1994；Dreier et al., 2000；Orfield, 2003）。三、大

量郊區化的人口遷移現象，使得通勤市中心和郊區的小汽車運輸量遽增，交通阻

塞、空氣污染、燃料能源浪費，以及通勤者個人時間的浪費，都已經嚴重到變成

了都會區域的新問題（請參考 Bertolini and le Clorog, 2003；Calthrope, 1993；

Calthrope and Fulton, 2001；Daniels, 2001）。四、原先在都會區域被定位為經濟

中心的城市因全球經濟結構重組，喪失了生產主導地位，致使工業轉移到其它地

區或國家，也加深了「失工業」的都會問題（請參考 Farley, Danziger, and Holzer, 

2000 看底特律都會區的發展案例）。 

關於這些新近發展出來的「都會區域問題」，可以說是前期都會區域規劃發

展的長時段效果，這些都會區域規劃的新課題與解決策略，大抵反映出：新的都

會核心應賦予何種經濟地位、是單一核心或多核心、這樣的都會區域治理制度是

否有可能建立、如何整合多重規劃目標並使得都會區域居民同意合作等，都是近

年來所推動的都會區域規劃所努力克服的問題。 

第三節 都會區域規劃理論與實務的新發展 

本節所討論的都會區域規劃新理論發展，約可分成「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和「智慧型成長」（Smart Growth）兩方面來談；前者傾向於回應

全球化經濟結構轉型並找出區域競爭力發展方向的論述（在歐盟的空間政策中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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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強調），後者偏向於環境保育的區域發展策略（在荷蘭與美國西部諸州廣為流

行）。此外，在共源財（common-pool goods）的管理方面考量，由結合「公共

選擇」（Public Choice）學派和「制度經濟」（Institutional Economics）觀點來

看治理效率的學說，再次提出區域層級的治理才是最適規模的說法，與考量一個

「區域構成的歐洲」（Europe of Regions）所引發的「重調尺度」（re-scaling）

和「重劃領域」（reterritorization）等區域治理論述殊途同歸的都指向「都會區

域計畫」的必要。以下謹分成一、經濟發展、二、環境保育、三、治理效率、四、

社會與經濟和諧等四方面來說明這些主張。 

一、「新區域主義」與經濟發展 

一般在經濟發展表現與區域的考量方面，多引用 Michael Storprer （1997）

研究近來在經濟表現傑出的產業地區的案例，即第三意大利、矽谷和德國的

Baden-Württemberg 地區，所寫成的 Regional World 一書的觀點。Storper 的觀點，

簡單的說，就是企業組織、科技和領域三方面的交叉考量下，可以發現如同圖

3-1 所示的區域生產系統和創新能力；他用地區產業的上下游產業關係的聯結、

和生產技術的慣例（convention）所構成的「關係資產」（relational assets））和「非

交易式的相互依賴」（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來說明網絡規模（scale of 

networking）和空間毗鄰性（spatial proximity）這兩個因素，容易導至「隱默的

知識」（tacit knowledge）產生，造成產品或生產流程的創新，提高產品的附加價

值，並進而提升地區經濟的競爭力。這樣的假設，是基於區域規模是最適的經濟

規模，其中產業群聚（agglomeration）或簇群（clustering）的形成與共享經濟外

部性、勞動資源、技術與基礎設施有著密切關係。類似的觀察，也見於威爾斯地

區經濟地理學者 Philip Cooke 和 Kevin Morgan 所提出的「結合式經濟」

（associational economy）研究（Cooke, 1997；Cooke and Morgan, 1998）。 

另外，Amin（1999）認為地區繁複的組織重疊與制度聯結（所謂「制度的

稠密」（institutional thickness）和空間比鄰是相關的，它們會造成資訊交流和集

體決策的民主式治理模式，有助於溝通與協調，進而提升地區競爭力。這樣的說

法，在加上 Michael Porter （1990; 1994）強力向歐洲國家推廣的「區位（或國

家）競爭力」的政策說服力下，在歐盟的 ESDP（1999）、英國的「新工黨政策」

以及許多區域層級的「公私夥伴」政策、法國的「創新區域」（Innovative Milieu）

政策還是被強力推行，而都會區域，在歐洲，的確是被視為在全球化經濟結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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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提升國家與區域競爭力的不二法門19。 

圖 3-1 區域化的經濟生產世界 

 

 

 

 

 

 

 
（資料來源：根據 Storper，1997 所繪） 

在美國方面，1929 年所規劃的芝加哥都會區域計畫可說是經濟發展的空間

計畫典範，而以高速公路連接中心城市與郊區腹地的都會區域規劃更是被美國政

府視為傳統計畫方式（Ellis, 2001）。近來在全球經濟結構轉型造成產業外移的情

況下，都會區域（或區域主義）再度引發熱烈討論。其中，新聞記者 Neil Peirce

等人的 Citistates 一書所研究的案例城市倍受重視（Peirce, Johnson and Hall, 

1993），而在政策智庫團體學者（如 Brookings Institute 和 Woodrow Wilson Center

的 D. Rusk、Anthony Downs）擁護下，也造成柯林頓政府對於都會區域政策特別

提倡。在學者研究區域與經濟發展的方面，Porter （1994）認為區域尺度的生產

單位容易產生產業簇群，有助於競爭力；Saxenian （1994）比較矽谷和波士頓

Route 128 地區的高科技發展，也認為區域較具優勢。另外，Michael Storper 

（1997）和 Allen Scott （1988）的研究都認為區域尺度有助於產業創新。但是，

Carr and Feiock （1999）比較研究九個美國近 50 年來以合併方式形成的都會區

域，認為劃設都會區域對於增加外來投資並無明顯的關聯效果。因此，Frisken and 

Norris （2001）認為純粹只是劃訂都會區域計畫不見得就能提高區域經濟生產

力，必須再考慮區域治理的效率才能有效。即便如此，Dreier, Mollenkopf, and 

Swanstrom （2001）認為區域治理的有效才是關鍵。 

二、都會區域與公共服務效率 

關於都會區域計畫與公共服務範圍的考量，一直是所謂「公共選擇」學派和

福利經濟學學者所關注。她（他）們的論理多先基於 Tiebout 的公共服務均衡模

                                                 
19 有關早期的歐洲地區競爭力研究發現，請參考 Lever （1999） 。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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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考量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財與服務居民人數在何種空間範圍內可以達到最適化

的問題。根據 Stephens and Wilkstrom （2002）的檢討，美國長期以來缺乏「都

會政府」的問題曾多次引起區域改革的浪潮；多數學者專家認為由地方城鎮區政

府來提供各種公共服務與設施的傳統，會造成資源競爭，也是浪費與缺乏效率的

作法。然而基於美國「家園自主」的立法傳統，企圖建立都會區域政府往往必須

付出相當長時間來從事政治立法活動。 

近年來，「新區域主義」的經濟發展思潮與「智慧型成長」的運動盛行，才

又引發「公共選擇」和公共服務效益的討論；特別是在一連串城市政府因財政危

機所產生的「公私夥伴」政策創新（請參考 Dreier, Mollenkopf, and Swanstrom, 

2000），以及環境保護運動的加持之下（例如 Orfield, 2000），都會區域計畫才

再度引起重視。但是，現今討論建立都會區域治理機制的問題，已不再拘泥於設

立都會區域政府的討論，只要是合乎地區文化傳統和制度涵構的，皆被嘗試

（Stephens and Wilkstrom, 2002）。 

 

三、都會區域與環境保育 

有關環境保育和都會區域計畫的討論，源自對於都市擴張現象的衝擊之反

省。根據 Bouchel （1999）的文獻回顧，他將都市擴張的成本分成：（一）社會

成本；（二）基礎建設經費成本；（三）維護與運作公共建設成本；（四）運輸

與通勤成本；（五）土地與自然棲息地成本；（六）生活品質成本等。而經由檢

視這些成本與效益的比較，他發覺有計畫的發展在公共支出方面較節省，但並不

會提高住宅價格。此外，他也發現成長管理並不會阻礙經濟發展與降低區域競爭

力。其中的關鍵在於如何計劃，而非管制的問題。這個發現與所謂的「智慧型成

長」（smart growth）運動有著相互呼應的效果，甚至可以說是支持以都會區域

計畫來達成成長管理的論述。美國建築師 Peter Calthrope 與其同事（Calthrope, 

1993; Calthrope and Fulton, 2001）發展出「運輸導向發展」（簡稱 TOD）和「區

域城市」（regional city）的概念，結合「緊湊城市」（compact city）和「植入

式都市再發展」（infill redevelopment）的規劃想法，利用所謂 3D（diversity, density, 

and design）的方式來有效混合利用成長中心的土地，再加上植入式的都市更新

（而不是新市鎮開發）的方式來解決房屋需求問題，將可以都會區域計畫來達到

環境改善與保育效果20。這個思潮，通常叫作「智慧型成長」。 

                                                 
20 有關「智慧型成長」的都會區域計畫詳參第五節所介紹美國波特蘭都會區域案例，也可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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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帶著環境保育目標的都會區域計畫，並沒有將空間縮小到較小的尺

度來作成長管理，它反而是仍維持都會區域的尺度，來框正原先美國都會區域計

畫的缺失（請參考 Daniels, 2001 和 Ellis, 2001）。而所謂「智慧型成長」的規劃

理念必須化成政策才能具有成效，這又牽涉到各種層級公共服務與治理單位的功

能協調與整合問題。此外，劃訂「成長邊界」的政策牽涉到民眾的財產權和財產

處分權利的問題，因此它必須有法律基礎才能施行。有關以都會區域計畫來達到

環境保育目的的法律問題也因而特別多（請參考 Starkweather, Low and Pearlman 

（2004）對於「智慧型成長」的相關法律文獻回顧）。大致說來，越多不同部門

的計畫協調與越多地方加入到最適生態與財政服務範圍的都會區域計畫越會引

起法律訂定與詮釋的問題；然而也越能夠達到環境保育和經濟發展兼顧的目的。 

四、都會區域和社會和諧 

單就「社會和諧」（social cohesion）這個概念來看，因為其自身所指涉的價

值意涵，很少有人會對它抱持反感的態度。是以，不論是談論何種空間尺度的規

劃問題，「社會和諧」應該都是目標之一。根據 Kerns and Forrest （2000: 996）

的說法：「構成社會和諧的成份有：共同的價值和公民文化、社會秩序與社會控

制、社會團結與貧富差距的降低、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以及共同的領域感和歸

屬。」而他們對於這樣的「價值簇群」（clustering of positive values）所「期許」

的，正是因為它們的正面意義有助於協調溝通與整合決策都會區域計畫所隱含的

多重空間層級、多樣利益、多部門與多目標的可能衝突本質。而這樣的看法，其

實在歐盟的 First Report on Economic and Social Cohesion （1996）報告書中也表

露的非常明顯。由於歐洲社區的整合自 Monet 的煤鐵聯盟到共同市場階段，便是

以經濟目的為主要的結盟理由；在經過貨物關稅、勞動力與貨幣的整合後，自然

是經濟行動的統一。1992 年的 Maastricht 協定確定了「補助原則」（subsidiary 

principle）來協助經濟發展落後地區的競爭力（或參與力），「結構基金」的收支

分配便常常引發富有國家地區的異議；為「辯護」這樣的均與富並重的發展策略

是對的方向，提出「社會和諧」的政策口號不啻是一種既有正當性又富自我正義

的說辭。因此，在 1994 年的 Growth, Competitiveness, Employment: The Challenges 

and Ways Forward into the 21st Century 報告後，緊接著便是經濟與社會和諧的檢

查。 

這種將「社會和諧」看成是與「社會隔離」（social exclusion）的對照極的

                                                                                                                                            
同一節荷蘭 Randstad 都會區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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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引發了經濟上較落後國家學者的憂慮；希臘的學者 Maloutas and Malouta 

（2004）便指出三個理由，來說明將「社會和諧」這樣的概念拿來整合不同的利

益，可能使得這個概念本身變成一種賭注（concepts as stakes）：（一）共同價

值不等於公共利益，譬如黑道幫派也講共同價值；（二）社會和諧的推動在不同

的社會經濟環境會有不同的結果，可能造成局部少數獲益而已；（三）社會和諧

的形成不見得與空間同質性（spatial homogeneity）有關，和諧的城市不會有完全

一樣的社區鄰里。 

由以上的討論看來，沒有能力去執行統一的較高標準的都會區域發展行動方

案的地區，或是出錢出力較多的地區，都可能對「社會和諧」這樣的目標提出異

議看法，反而造成不和諧。因此，有關都會區域範圍的界定問題，不能單純的以

一個經濟競爭力、環境保育、公共服務效率或社會和諧來當作發展目標，它必須

兼顧這些目標的治理問題。 

 

第四節 都會區域的治理 

一、治理概念的發展 

「治理」（governance）這個字眼存在已久，但是它最近進入公共議題的討論，

大約是從 1980 年代末期起（Alcántara, 1998；Calame, 2005）；根據這些觀察家的

看法，治理在不同的情況都可以用來指涉一種「在某種特定領域行使權威」（the 

exercise of authority within a given sphere）的狀況，雖然行使治理這樣的行動不必

然會與政府（government）有關，但是它牽涉到政治秩序的維持和正當性的問題，

因此在發展議題上特別容易引發討論。根據 Jessop （1998）的看法，治理這個

概念與德文的 Steuerung（引導、激發、帶動）在語源上是相同的；而 Calame （2005: 

4-5）也指出它的古法語源來自拉丁文 goubernare，意味著駕駛船隻的意思；相對

應的，船的舵就叫做 gouvenail；而 governance 這個英文傳入法語世界後，

gouvernance 就取代了這個意義，通通指向管理公共事務使有秩序的意思。 

Alcántara （1998）和 Calame （2005）都認為這個概念是由 IMF、OEDC

和世界銀行等國際經濟金融組織引入發展議題的討論；但 Jessop （1998）則認

為它是舊現象的新包裝，他認為「公私合夥」、「工業區」、「貿易協會」、「政

府」等都是一種「多元統治」（heterarchy）的現象，都是協調各種不同行動者

的決策模式（p.31），都可算是「治理」。只不過，Jessop 認為，這些治理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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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先是反應出無法控制福特主義式生產系統的政府失敗（the failure of state），

進而反應出全球化後市場的失控；他認為現今重談治理的問題，是因為社會現實

變得更複雜，已經不是「階層組織」（hierarchy）或是市場（market）所能控管

的。他認為當下的經濟發展傾向以短暫的網絡方式合作，而這樣的協調方式又有

（一）人際網絡；（二）自我組織的組織間關係；（三）系統間的推動（inter-systemic 

steering），這三種協調方式經常混合在不同議題以不同的樣式出現，反映出資

本累積發展的內在矛盾；因此已往失敗過的「治理」機制到了某個階段還是會再

失敗。 

Stoker （1998）提出五項假設，企圖將「治理」當成一種理論來建構；它們

分別是：（一）治理包括一組制度或行動者，由政府吸引過來但是沒有超越政府；

（二）治理被用來辮識解決社會經濟問題中的模糊界線和責任分擔；（三）治理

可以幫助指陳出集體行動中的相關制度對於關係的依賴程度；（四）治理是關於

自主自治的行動者網絡；（五）治理是不需要依靠政府權威或命令來完成事情的

能力。它指出了政府使用新的工具與技術的能力。他認為這是一種「新公共管理」

（new public management）；如果將這些組織原則和架構釐清，將可協助我們處

理解決日後的公共事務。然而，Storker 和 Alcántara 一樣在他們的結論時都指出，

治理的理論觀點，都有其時效與地區特殊性，不可一以論之。 

二、都會區域治理與空間規劃 

法國學者 Lefèbvre （1998）在一篇詳細研究西方社會的都會區域政府和都

會區域治理的演變，提出了以下的一些洞見：他發現早期對於都會區域問題的規

劃是基於「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的觀點，通常在設立都會區域政府時

以「制度的領域」（institutional territory）或「機能區域」（functional area）或「通

勤模式領域」（territory of commuting patterns）來規劃設立單一機能的都會區域政

府結構（single-purpose governmental structure），或「特定區」（special district）；

或是在一些像法國這種單一制的國家將大尺度策略式空間規劃範圍訂為都會區

域政府，叫做 comprensori，它們的設置目的只是規劃。這些都會區域政府在 1980

年代卻紛紛消失，主要的原因是利益團體涉入游說特殊利益的輸送，使得政府管

理公共事務的機能失靈；而更重要的，一般居民並不認識他們的都會區域政府。

近來雖有各種創新的都會區域規劃方式出現，但為了大空間尺度的多重規劃的目

的，卻又逐漸有倡議成立都會區域政府（或以治理稱之）的想法。Lefèbvre 認為

這股新的建議思潮主要來自對於過去失敗的改進；因為新的規劃理念已不再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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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都會區域的制度是現存的，而且這個治理機制存在的目標不是現成的，必須

由一些集體行動的進程中建立。新的都會區域治理機制多是自願的、彈性的、以

及協議而成的。因此，都會區域治理的組織形式有相當多樣。 

另外，在日本這個擁有國家層級空間計畫的國家，行政領域區劃因發展背景

而有都、道、府、縣的四種高層級政府和市、街、町等低層政府兩大階層，但是

對於她的三大都會區域（東京、名古屋和關西三都會區域），也常因政策機能而

由不同的行政管理單位所治理，並無一定的政府領域範圍（請參考 Osada, 2003

與 Takeuchi, 2000）。自平成 14 年的囯土審議会基本政策部会報告「囯土の将來

展望と新しぃ囯土計画制度のあリ方」，指出未來要更落實地方自治的計劃制度

後（囯土審議会基本政策部会，2002），日本都會區域的治理方式與組織究竟會

如何改變，仍有待觀察。 

又，在歐盟國家原有許多國具有區域層級政府（以地方政府或區域議會的形

式存現），但在近來因為受到歐盟空間政策（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簡稱 ESDP）裡的「跨區域合作發展計畫」（簡稱 INTERREG，分

成「發展程度較低地區」、「失工業地區」和「農業地區」等三大類），以及「結

構基金」（Structural Fund）的補助，和「跨歐洲網絡」（Trans-European Networks；

簡稱 TEN）等經濟、財政、交通網絡以及其它跨國跨區域建設和歐盟議會的影

響，都會區域治理架構顯得十分具有實驗性質與創新（請參考 Salet, Thornley, and 

Kreukels, eds, 2003；Buunk, 2003）。 

三、未來都會治理面臨的問題 

Lefèbvre （1998）認為地方政府的抵抗將是未來都會區域治理的明顯阻力。

由於都會區域治理機制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多了一層對於地方政府的

牽制，是以地方政府的公權力地位與委辦事務也必須隨之定義，否則必然會引發

憲政的爭議。其次，Lefèbvre 認為在技術管理方面的決定權與效益還是由中心城

市獲得較多，地區間不公平的問題依然會存在。而一般民眾對於所謂的都會區域

是否有所認同並且參與到它的治理，仍是一個令人置疑的問題。都會區域治理會

不會只是一種專家和技術官僚的想法而已？如何教育民眾？都是未來都會治理

必須面對與解決的課題。如果我們將「治理」視為一種組織社會使集體行動的組

合會有秩序的模式，那麼，逐漸增多的一般民眾與特殊公共服務提供者對於集體

生活治理的涉入，將導至新的治理制度必須建立的必要（請參考 Sørensen, 

2000）。另外，各種第三部門與私部門對於都會區域治理的參與方式，應有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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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規則，這將迫使現行的行政程序法規必須改進，使其對於非公部門的決策管

道更通暢但對於非官方的決策者亦具有權利義務的規定（請參考 Jones, 1998）。 

第五節 都會區域範圍劃設的案例 

由於台灣地區迄今尚未規劃執行過「都會區域計畫」，所以在本節所節錄的

全係國外經驗。在挑選國外案例時，我們考量到各國的規劃制度文化有明顯的差

異，加上規劃目標與執行計畫的內容和機制各不相同，因此將介紹內容集中於都

會區域範圍劃設的實踐作法，以及它們與規劃目標的邏輯關係。在這樣的考量

下，我們選擇了一、大倫敦都會區域、二、荷蘭 Randstad 都會區域、三、美國

奧立崗州的波特蘭都會區域（簡稱 The Metro）。 

選擇大倫敦都會區域的理由，是它是屬於單一制（unitary state）中央集權國

家的單核心都會區域；在 1990 年代之前，幾乎維持著在 1944 年所規劃的範圍與

空間形構。而在 2000 年正式由選舉產生出民選市長之後，有關它的空間治理才

漸有雛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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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Randstad 的理由，最明顯的是可以學習荷蘭一貫持續嚴謹又饒富創新

的空間規劃理念；荷蘭也是一個單一制國家，但其地方自治和跨區合作的民主素

養，卻能夠規劃出跨越三省（北荷蘭、南荷蘭和烏特列支省）四大城市（阿姆斯

特丹、海牙、鹿特丹和烏特列支）的都會區域 Randstad。在制度上，荷蘭維持著

「大城市政策」（big city policy）、「集中式的分散」（concentrated decentralization）、

「城市網絡」（city network）和尊重自然環境邏輯的規劃思維；因此，無論是執

政者的改變，或是地方勢力的消長，都是由制度牽引著行動者去創新的劃設多核

心都會區域範圍。 

波特蘭都會區域被我們選擇的理由，也是一個設定在行動者與制度關係的考

量。在規劃技術面，它是一個奉行「智慧型成長」（smart growth）理念，設置法

定「成長邊界」（growth boundary）的都會區域；在規劃制度面，它是一個由下

而上的經公民投票通過，由波特蘭內的 25 個市（cities）和週遭三個郡（counties）

合作組成，並立法設有「都會憲章」（The Metro Charter），具有一定規劃與執行

權力的都會治理組織。這個案例帶著明顯的規劃目標與十分正式的（formal）治

理制度組織，在組成的、認知的和領域的的區域構成要素兼顧，值得我們探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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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一、大倫敦都會區域 

倫敦，英格蘭的首都和王室所在，在傳統上一直是不列顛聯合大公國的首善

之都。她除了在 1666 年因倫敦大火而由 Christopher Wren 提出重建計畫外，一

直維持著一個城市的治理範圍；直到 1944 年，由 Sir Professor Patrick Abercrombie

根據 Ebenezer Howard 的花園城市藍圖規劃出「大倫敦都會區域計畫」（the Greater 

London Plan）後，倫敦都會區域才算成形；而這個形構，據 Herrschel and Newman 

（2002）的觀察，直到九零年代末期才有範圍的變化。 

由於倫敦對於英國的特殊傳統地位，她的發展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

除了在地方設有中央政府指派的 The Government Office for London 之外，中央政

府在 2000 年還設立了「倫敦部長」（the Minister for London）21。而當地民間參

與地方公共事務的方式，則是以成立各種相關組織（例如：The Corporation of the 

City of London ），或是參加 GLC，來表達他們的利益構想並影響發展政策規劃。

但這種地方治理方式是「國會的創造物」（creatures of Parliament），這些

Corporations 所能施使的是一種 ultra vires（權力之外；英文 beyond power）的政

權。而像 GLC 這樣的治理機關，也在 1986 年後被中央解散。此後，有大約十年

的時間，在大倫敦都會區域並不存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政府機關。 

傳統上，英國政府對於區域治理的認定，一直停留在經濟發展和規劃事務的

功能。其間雖有多次區域劃定的變革，也設立了一些「區域計畫建議委員會」（例

如，與倫敦有關的 South East Regional Planning Advisory Board），但都維持在民

間自願組織的地位。可以說是在九零年代才認真的考慮區域政府的設置問題，特

別是都會區域政府22。在九零年代初期，中央政府幾度以設立「訓練與企業委員

會」、「學習與技術委員會」（Learning and Skills Council）、「英國夥伴聯盟」（English 

                                                 
21 「倫敦部長」所管轄的範圍，其實包含了 GLA 和東南區域與東部區域（Herrschel and Newman, 
2002）。 
22 關於英國的「區域政府」的發展簡史，可參考 Jones （2001： 1190-95）；根據他的考證紀錄，

1926 年全國大罷工（the General Strike of 1926）時，英國政府曾經一度依照「緊急委員會」

（Whitehall’s Emergency Committee）建議範圍要成立「區域政府」；後來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

社會混亂情狀而停滯。1938 年復因「慕尼黑危機」，而由指派的「公民國防委員長」（Civil Defence 
Commissioner）指導設置「公民國防區域」（civil defence regions），俾在戰爭發生時可以指揮動

員地方政府與公務員因應敵軍入侵。這些「區域」後來演變成「標準區域」，在 1958~1964 年間

負責經濟不景氣時的經濟計畫與調節都市擴張。而「標準區域」的治理職責因被工黨列為「新工

黨」選舉政見，因此在工黨勝選後依照「區域政策委員會」（Regional Policy Commission）於 1966
出版的「米蘭報告」（The Milan Report）被改為 RDA 取代；但中央政府又在中央成立了一個「超

級部會」（the “superministry”: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Transportation, and the Region；簡稱

DETR）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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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hip）等組織，來維持著它對於區域和地方的經濟發展、人力資源以及不

動產和都市更新計畫的干預；但這些組織的功能都不長久。直到學者 Philip Cooke

和 Kevin Morgan 等人在考察了德國 Baden-Württemburg 和「第三義大利」的經濟

發展後，大力呼籲所謂的「新區域主義」和「組合式經濟」，加上工黨積極爭取

執政機會的安排下，最後終於使得區域層次的「政府」成形。 

在 1994 年，原先的「標準英格蘭區域」（Standard English Regions）被重新

調整，將倫敦區域由東南區域獨立劃出，並將倫敦區域東北方的原 East Anglia

區域合併若干東南區域，另改名為東部區域（請參考圖 3-2）。 

 
圖 3-2 標準英格蘭區域範圍變更

比較（左：1994 前，右：1994 後）

圖 3-3 大倫敦都會區域發展策

略圖 

（資料來源：同圖 3-10） （資料來源：Herrschel and 
Newman，2002） 

同年也成立了「區域發展機關」（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簡稱

RDA），並且通過了「倫敦空間發展策略」（The London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簡稱 SDS）；根據 SDS 對於「大倫敦都會區域」的角色定位，它將以

檢驗與提出公共的策略計畫為主要職掌。另外，原「東南區域計畫建議委員會」

的職務，則被解散為東部區域、倫敦和東南區域三部分分別自理。在 GLC 被解

散後的倫敦，於八零年代末期暫時成立了「倫敦計畫建議委員會」（London 

Planning Advisory Council；簡稱 LPAC），定位在交通運輸計畫、經濟發展計畫、

開放空間計畫和廢棄物管理四方面機能。因此，直到 2000 年 5 月，倫敦民主的

選出民意代表和市長之前，「大倫敦都會區域」是由中央政府和它的 RDA 所訂定

的 SDS、LPAC 與其它的民間組織或官方機構混合治理；所謂的「都會區域計畫」

的內容與範圍界定問題莫衷一是。 

根據 1999 年由國會通過的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Act，GLA 被設置成立。



子計畫 2－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準則之研究 

48 

由倫敦首任民選市長 Ken Livingston 帶領議會（the London Assembly）、The GLA 

Group（包括 GLA、Transportation for London、the Metropolitan Police Authority、

the 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 和 London Fire Brigade）治理大倫敦都會區域（官

方網站：http://www.london.gov.uk）；其中，LDA 是與規劃事務最具相關的機關，

等於是 GLA 的計畫執行機關。在這樣的架構安排下，GLA 主要的職掌為：以

LDA 進行空間規劃建設工作、倫敦區域的水陸交通建設維修與執照發放、輕軌

火車、The Tube 交通系統、警政、消防與災害防治、各種執照審核發放等。而倫

敦市長 Livingston 和 LPAC 又傾向將大倫敦都會區域的發展目標只定在普及平價

住宅和建設辦公大樓兩方面，不想理會 SDS 的建議。為平衡整個地區建設的利

益，在 2001 年，由 London First 等 16 個公私夥伴組織發布的經濟發展策略報告

中，列出了「倫敦憲章」（A Charter for London），作為 LDA 的工作指導方針。

而根據 LDA 官方網站（www.lda.gov.uk）說明，它的主要工作包括：倫敦的都市

更新；支援民眾職業訓練與就業；加強地區產業的競爭力、提升主要產業形象、

增取外來投資；和行銷倫敦為居住、求學、旅遊和投資的目的地等四大項。在這

麼多層次的公私部門互相協議或牽制的治理安排下，大倫敦都會區域由各種發展

策略計畫構成了一個發展政策範圍如圖 3-323。在這個範圍中，倫敦由 M1 高速

公路向北接到劍橋地區的研究創新區域，為此，北邊的 Lea Valley 必須被納入（圖

上黑色粗條部分）。另外，東部區域到倫敦 Heathrow 國際機場和 M4 部分如果也

列入都會區域計畫，則可符合「結構基金」的補助範圍；同時，也為 M4 聯結

Reading 的門戶地區增加一塊腹地。而在 Heathrow 機場和 M4 的交接處則加入

Wandle Valley（倫敦南方黑色粗條部分）連接東南區域。這個空間安排，可以使

倫敦向東接泰晤士河流域的 Thames Gateway（倫敦東方灰色部分）到海邊，以

及接 Medway Town（東南方黑色部分）到 Kent 的 Folkstone 接 Channel Tunnel

到法國。這樣的範圍可以說是以倫敦為中心的經濟發展都會區域布局。 

二、The Randstad 

荷蘭的 Randstad 區域，與其說是一個都會區域計畫範圍，不如說它是一個

地名（stad 意味著城市，rand 是環狀；合在一起，Randstad 是 cities on the rim）。

這個區域大致是由 Amsterdam、Den Haag、Rotterdam 和 Utrecht 四個大城市與其

                                                 
23 關於大倫敦都會區域範圍的詮釋，我們基本上採取 Herrschel and Newman （2002）第六章的

說法；而有關它所牽涉到的經濟發展計畫，則是在相關官方網站（GLA、LDA、London Assembly、

RDA 以及 ALG （Association of London Government）上查證確定。有趣的是，在這些網站上，

我們重覆了 Herrschel and Newman 的發現，那就是：沒有一個官方機關正式繪製出所謂「大倫敦

都會區域」的領域邊界。 



第三章  都會區域相關文獻回顧 

49 

周遭城市環繞在一片低度開發的綠地（一般稱為「綠色心臟」（The Green 

Heart））；它的面積約七千平方公里，居民約六百萬人，人口密度是每平方公里

一千人以上。其中，Den Haag 在十五世紀柏艮地公爵（Duke of Burgundy）時期

是財政會議院（Council of Chambers）所在地之一，Utrecht 則是第五世紀時低地

國的天主教中心之一，而 Amsterdam 和 Rotterdam 是荷蘭在十七世紀黃金時代的

商業中心，因此它們的都市化進程在 Randstad 被形成之前早已蓬勃。而 Randstad

這個名稱，據 Tummers and Schrijnen （2002, p.67）所稱，是在 1945 年之後。 

對於以上的地理區域描述，荷蘭的規劃學者 Hajer and Zonneveld （2000, p. 

341） 認為，Randstad 和 The Green Heart 這兩個名詞，是通過 Andreas Faludi 的

介紹而廣為國際所知，它們可以說是荷蘭空間規劃的兩個重要概念。這兩個概念

所涵蓋的是荷蘭國土規劃的主要想法之「示意概念」（indicative concepts），它們

與荷蘭的策略式規劃傳統有關；總是由空間示意圖和策略文獻所構成，但可以一

再被重新詮釋和解讀。Hajer and Zonneveld （p.341）更進一步說：「我們可以說

Randstad 在一段時間中所指的是一件事，在另一個時段則是另一回事。」例如，

他們認為 Randstad 在 1930 年代的想法，是企圖發展 Amsterdam 南方的 Schiphol

機場而構思出來的。在 70 年代（即荷蘭在 1965 年通過 Spatial Planning Act 之後）

的空間規劃構想，是以「集中都市化」（concentration of urbanization）為主，所

以，在第二、三次國土規劃報告中，Randstad 和 Green Heart 等於是將「集中式

分散」（concentrated decentralization）、「成長中心」（growth centers）和「緊密城

市」（compact city）總結縮寫的一個「主要政策地圖」（荷文 PKB: Planologische 

Kernbeslissing；它通常是國土計畫報告中最主要的內容）中心。而在第四次國土

計畫（1988）之後，Randstad 又被改變成以「國際競爭力」為主的概念，希望結

合 Amsterdam 和 Rotterdam 的海空雙港24，來將這兩個城市與其周遭城市結合成

一個聚集經濟區域，可當作西北歐極具競爭力的一個全球經濟重要據點。 

荷蘭的空間規劃傳統之一，是不斷修正前一次的發展策略；新的構想或概念

與示意圖會在前一次長期計畫（通常 20~30 年）尚未執行完竣時就冒出來（Hajer 

and Zonneveld, 2000），造成一種規劃理念的持續創新但舊空間概念依舊懸著的結

果。在第四次國土計畫中，「集中式分散」和「成長中心」依舊是提升競爭力的

                                                 
24 此時，在國土與空間規劃界的術語又多了 mainport 這個概念，用來與工業港（industrial port）
做區別。它的策略規劃意味重過機能定位的意義；因為，根據荷蘭對於這兩個港的規劃內容來看

（請參考 MVROM, et al, 2004；Meyer, 1999），它們仍然是與倉儲、加工、轉運、會議、辦公和

展示等物流貨運港務非常有關。 



子計畫 2－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準則之研究 

50 

兩大手段（請參考圖 3-4）；由圖中 VINEX（即「成長中心」，以黑色五角形標誌

之）分布的情形來看，Randstad 四大城市的週遭仍是被劃為繼續發展的部分；然

而這些發展構想並未如預期順利。理由是公家的住宅政策（social housing policy）

佔據了大部分土地，而地方政府欠缺財源來從事基礎建設。於是在 1995 年，先

由 Randstad 四個城市提出都市政策補助的呼籲，後來又陸續有 Groningen 等 14

個中型城市和 Doredrecht 等六個市在隔年也提出類似需求，結果由中央政府在內

政部設立了 Covenant on Big City Policy，針對城市間協商出來的需求在軟硬體方

面給予補助（Priemus, Boelhouwer, and Kruythoff, 1997）。「大城市政策會議」的

施行結果對於 4+16+6 城市的效益不一，但 Randstad 四個城市的獲益似乎較多，

它又引發了後來這個區域的發展需求，更擴大了 Randstad 的郊區被劃為「成長

中心」的要求（主要是在 Amsterdam 附近的 Haarlemmermeer（西北方）和 Almere

（東北方）。 

在荷蘭的第五次國土規劃報告中，Randstad 逐漸被 the Delta Metropolis 與

Randstad conurbation 等字眼取代；而經濟競爭力和交通與基礎建設的網絡更受重

視（MVROM, 2001）。在第五次國土計畫報告中，Randstad 可否成為提升荷蘭國

際競爭力的「關鍵量」（critical mass）被慎重評估，另外，藍（水）與綠（地）

的網絡也開始被建構；由於私人開發商和一些新興產業公司都已開發設立在郊

區，迫使政府對於 Randstad 和 Green Heart 的範圍必須重調25。於是在第五次國

土計畫中，對於 Randstad 部分，增加了約三分之一在 Randstad 周遭的地區為發

展地區，但是對於 Green Heart 附近則劃定了「限制發展區」，特別是在 Schiphol

機場的南方，並將整個地區規劃為「國家地景」（national landscape）。另外，仍

在 PKB 的方式包裹下，推行重要鐵公路運輸網絡的建構（新建或補強既有路

網），與在交通節點（特別是車站旁）實施大城市政策（請參考 Priemus, 2002；

Dieleman, Dijst, and Spit, 1999 以及 Altes, 2002）。 

                                                 
25  在對於第四次國土計畫所作的修正案（memorandum），它的標題已經變成 Room for 
Development（另覓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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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荷蘭的集中式分散與成長中心政策示意圖 

（資料來源：Schwanen，Dijst，and Dieleman，2004） 

荷蘭的第五次國土計畫，在施行後一直遭到私人開發財團的批評，因為大

部分的「成長中心」都為公有地佔有且劃設為住宅，於是郊區自然形成私人投資

開發的地區；在 Randstad 附近的郊區擴張尤其明顯。而這樣的發展也宣告了 ABC

土地使用分區的失敗。再加上環保團體和農業團體的抗議，荷蘭新總理在 2003

下半年擔任歐盟主席時，又頒布了新國土計畫，這回不再將數目冠上，直接用

National Spatial Strategy: Creating Space for Development 為名26；與第五次的

Making Space, Sharing Space 副標題相較之下，強調發展的意圖更加明顯。 

在荷蘭的「第六次」國土計畫中，Randstad 已經儼然是國土空間策略計畫中

心，它以六大都市網絡（urban networks）之一（圖 3-5 深紅底色部分）的地位，

包括兩個 mainports（海空兩大港）和四個 greenports（圖 3-5 綠色三角形標誌處；

農業園藝研究集散中心），與四個大城市發展政策（圖 3-5 黃色星形標誌處），構

成經濟主力。其中 Amsterdam 透過新建中公路和高速鐵路銜接北方

Groningen-Assen 網絡，以 Utrecht 的公路、鐵路和高速鐵路網接西北方的 Twente

都市網絡到德國，以 Utrecht 鐵公路網接 Arnhem-Nijmegen 都市網絡的研發中心，

再由 Utrecht 公路和高鐵網接北不拉班都市網絡的 brainport（創新區域）城市

Eindhoven。而在 Rotterdam 東南方建立新都市發展地區和鞏固原工業區與北不拉

                                                 
26 荷蘭 RPD 資深規劃師 Gerda Roeleveld 告知，私人通訊，08/3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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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工業區相結合。我們可以說，除了南 Limburg 省和 Maastricht 這個都市網絡

沒有和 Randstad 直接相連之外，整個荷蘭國土的空間布局根本就是以 Randstad

為中心。此外，在 Waal 河為中心的國家防洪計畫與 The Green Heart 劃定為最大

的「國家地景」，都讓 Randstad 躋身於許多 PKB 地圖上，無怪乎 Randstad 雖然

被多次國土規劃過，卻從來未設立「區域政府」或主要的區域行政機關（Tummers 

and Schrijnen, 2002: 68）。 

圖 3-5 荷蘭 2004 國土計畫的空間發展策略圖 

 

（資料來源：MVROM et al，2004） 

三、波特蘭都會區域（The Metro） 

美國的波特蘭都會區域，與前兩案例比較起來，有相當程度的不同。如果說，

歐洲的都會區域多以提升經濟競爭力為主來規劃都會區域，美國西部地區最近興

起的規劃思潮則是以「反都市擴張」為主，再加上局部「城市間競爭」（inter-city 

competition）的考量。波特蘭都會區域的誕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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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這個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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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行政範圍請參考圖 3-6）。 

圖 3-6 奧立崗州第一區域中的 The Metro 範圍 

 

（資料來源：根據 The Metro Charter 由 Oregan 州政府網站提供 region 
1 地圖重繪） 

造成波特蘭都會區域與其它美國城市治理方式不同的原因，有其歷史發展的

文化因素，有自然地理的區位因素；但最主要的，應該說是特殊政治領袖人物以

及地區公共參與傳統所制度化而成的規劃發展機制。根據奧立崗人的傳說，早期

移民將這個地區視為「伊甸園」（Eden），而這個強調自然景觀的傳說演變成規劃

傳統，影響著整個地區（甚至於，整個太平洋西北沿岸地區；識別名稱是 Pacific 

Northwest。另見一個跨越阿拉斯加州、加拿大英屬哥倫比亞、華盛頓州、奧立

崗州和北加州，在 Cascade 山以西到海邊 100 英哩範圍的「文化識別區域」，號

稱 Cascadia 的地區）（請參考：Leo, 1998；Seltzer, 1995）。根據 Seltzer （1995），

Lewis Mumford 於 1938 年受「西北區域議會」（Northwest Region Council）邀請

來巡視過這個地區之後，建議「波特蘭不應該依照現代的城市規劃方式來發展這

個地區；此外，如果貪圖海港所會帶來的財政收益，將會導至不利本地的發展」

（p.1）。 

在 1967~74 年間，共和黨州長 Tom McCall 任職期間，嚴格執行環境保育政

策，他除了提出保護奧立崗海岸，方便公眾到達、飲料瓶加收回收費、景觀公路

兩旁禁設招牌外，並遊說州參議會於 1973 年通過第一百號法案，規定全州必須

執行「詳細土地使用計畫」（comprehensive planning）來保護環境，並設立了「土

地保育與發展委員會」（Land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Commission；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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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C）來審查各種空間規劃舉措。而在 LCDC 尚未成立之前，這個地區已有「都

會計劃委員會」（Metropolitan Planning Commission）在 1957~66 年間運作，收集

基本資料和從事基本研究；另外在 1966~78 年間（1974 年起成為正式政府組織），

有「哥倫比亞地區政府組織」（Columbia Regional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s）對

於溫哥華與波特蘭之間的土地使用和都會交通運輸計畫有了相當程度的干預安

排；這個組織後來於 1976 年起被 1974 劃設成立「都會服務區域」（Metropolitan 

Service District；這是一個專職機關，簡稱 The Metro，而非空間範圍）取代，繼

續提供大眾運輸、固體廢棄物處理和動物園等公共服務。The Metro 包含了

Clackamas、Washington、Multnomah 三個郡（counties）、24 個市鎮、40 個給水

區和 8 個下水道區。比起「哥倫比亞地區政府組織」的範圍略為縮小（新區域範

圍與溫哥華不再有直接連接，而略朝西南方向劃定；這個轉向與「都市成長邊界」

的劃訂有關，詳圖 3-7 及以下說明）。 

圖 3-7 現今波特蘭都會區的「都市成長邊界」圖 （2002 通過） 

 

 

 

 

 

 

 

 
（資料來源：www.metro-egion.org/） 

1978 年起，LCDC 正式成為法定組織，次年提出 19 項發展政策目標，其中

有 14 項牽涉到「都市成長邊界」（urban growth boundary）的劃訂問題。根據 LCDC

的職掌，任何空間計畫都必須由 LCDC 正式審查來管制土地使用，如有某地區

計畫未獲得 LCDC 認可 （acknowledge），該地區的土地使用管制權限將被剝奪

而所有州政府補助一律取消。 

訂定「都市成長邊界」的政策，照理說，容易引起限制發展所導致的房地價

不均衡發展、官方權力過於專制等批評。但是，LCDC 所提出來的 19 個發展目

標卻技巧地獲得大部分民眾支持；主要的重點在於目標 1（公民參與）、10（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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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住宅）和 12（交通運輸）等三項。另外，目標 5（空氣、水和土地資源品質）

與目標 15（Willamette 河綠帶）也具有輔助機能。目標 1 的公民參與規定指出，

所有技術性的規劃資訊必須公開，市民有權參與土地使用等計畫擬定；此外，政

策的回饋機制必須建立，Land Use Board of Appeal （簡稱 LUBA）因而被設立

來審查土地使用計畫的上訴問題。而在土地使用計畫的審議過程中，嚴格規定在

90 天內必須審畢；對於開發商的發展計畫則須於 120 天內審完。而根據目標 10

合理住宅的規定，在所有土地使用計畫中，必須提出「住宅需求數目」（needed 

housing unit number）、房價與租金水準、各種房屋型態、座落區位與預期密度等。

（例如，根據 Seltzer, 1995: 10 所提供資料，在 Region2040 政策報告中，對於整

個區域內未來的「獨棟家庭住宅」與「多戶家庭住宅」的比例規定是 65 比 35；

另外，配合這樣的土地使用之交通運輸模組將是 88%汽車，6%大眾運輸，6%腳

踏車與步行）。而在目標 12 交通運輸的規定中，在波特蘭市中心建立 Transit 

mall，將各種交通轉運系統設置於這個座落附近，並將辦公大樓與零售商業土地

使用設在附近，俾提升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系統；此外，將原海邊 Harbor Drive 廢

除改建為 Waterfront Park，用大眾運輸和步道連接到市中心，順便發展這些交通

節點與路徑旁的房地產，而嚴禁海邊有辦公大樓設置。另外，成立 Clackamas、

Multnomah 與 Washington 的「三郡交通區」（簡稱 Tri-Met），還鋪設新輕軌運輸

系統 MAX。 

這種透過混合公民參與、合理房屋和交通運輸的發展目標來導引地區發展的

政策，大致說來與一般所謂的「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是一致的；但是，與一般所

謂 TOD 構想發展的地區不同的，波特蘭對於計畫資訊的公開程度和開發類型的

規定十分詳細，因此對於開發商而言，財產權不確定程度很低，土地開發的交易

成本減少，自然是比較容易配合政策。而公民參與的機制提供了政策彈性，非政

府組織 1,000 Friends of Oregon 和開發商組織 Home Builders Association of 

Metropolitan Portland 都曾對「都市成長邊界」的內容和範圍提出修正，前者強調

農業利益和鄉村風味的生活環境被忽略，後者要求更多式樣的住宅建築類型被允

許在「都市成長邊界」內。結果 LCDC 對它們的訴求讓步，承認在「都市成長

邊界」的 20 年後預定發展地區可以先作大規模商業農耕使用，而「都市成長邊

界」內的房屋類型組合也分成 ABC 三區訂定不同組合比例。 

由於波特蘭地區主要的產業除了 Nike、Intel 等製造業外，農業也是非常大

宗的經濟生產，另外，以西雅圖為據點的 Nordstrom 百貨公司連鎖零售在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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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活躍（波特蘭居民甚至喜歡誇耀他們是美國西岸唯一有 Saks Fifth Avenue 的

城市）。為了平衡這些不同的產業用地需求，並兼顧環境保育，目標 15 和 5 在此

便扮演了重要角色。在波特蘭市西南與華盛頓郡之間的 Wlliamette 河流域，被設

定開發成兼具農企業發展、高科技產業、零售商業、住宅和遊憩休閒廊道。而強

調乾淨清新的生活品質和便利運輸的環境，則被視為提升地區經濟競爭力的吸引

條件；在這樣的規劃發展下，市中心的再發展計畫（都市更新）便成了相當重要

的都市計畫。 

1992 年，波特蘭都會地區公民投票通過設立「都會區域政府」（即原先

Portland Metropolitan Service District 範圍；面積共 3,071 平方英里，人口有一百

三十多萬人27），選舉出七位議會成員（council members），其中一位擔任執行長

主管全都會區內事務，另選出一位主計長負責財政和開發聯外融資，並制定「都

會公約」（Metro Charter）28，強調未來有必要時可變更現有範圍。根據「都會公

約」規定，The Metro 現有職掌包括全區土地使用和交通運輸計畫審查、「都市成

長邊界」的劃定、都會動物園、都會會議中心，以及興建中的 Great Northwest 

Exhibit 展示中心，和實施一些「特別稅」（niche taxes）的徵收來營運都會會議

中心和動物園等公共設施。此外，他還負責擬定 2040 Development Concepts 和一

些與景觀、開放空間與自行車道有關的計畫。 

由於環境保育和成長極限的概念大過經濟發展的主張，以及強勢的政治領袖

人物領導，波特蘭都會區域竟然能夠針對全區擬定詳細的（comprehensive）土地

使用計畫；而因為這種計畫的性質使然，都會區域政府和發展計畫都可以在一定

的空間範圍內操作。但是，原先已經發生過的集體行動模式與相對組織的運作，

是波特蘭都會區域政府得以產生的主要架構。而強調公民參與和協調各方面利益

的政策形成方式，被 Leo（1998）視為一種 Regime Politics；它可能是作為研究

都會區域治理的「公私合夥」（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或「成長聯盟」（growth 

coalition）問題的先驅案例。 

                                                 
27 面積是由三個 Counties 加總得知，人口數在不同官方網站有不同的估計，約在一百三十多萬

到一百六十多萬之間。 
28 Metro Charter（2003 版）的全文共八章 45 節，可在官方網站 www.metro-region.org 全文下載。

另外，由於奧立崗州的技術資訊必須提供民眾索閱規定，幾乎所有規劃相關管制和財政計畫資訊

都可自相關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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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小結 

由前面文獻回顧內容，我們可以得知，都會區域計畫（或城市區域計畫，即

city-region plan）的目標與內容，在現今世界各國皆有明顯的提倡與嶄新的作法。

造成這些規劃現象的普遍背景，不外乎是因應全球經濟結構轉型與國內經濟產業

和區域結構調整的需要（或，簡稱「新區域主義」說法）、放棄以土地使用分區

為主的消極性管制計畫（ regulatory plan），專注於積極的策略式發展計畫

（development plan），以及回應永續環保思想的「智慧型成長」策略（包括「集

中都市化成長」、「緊湊城市」、「運輸導向發展」等），以及社會與經濟和諧的思

考。 

然而因各個都會區域所座落的國家政治體制不一，再加上每一都會區域的發

展目標相去甚遠，因此各都會區域計畫所呈現出來的計畫內容與形式差異甚大

29。在形式上，有完全以書面文字的計畫政策報告（即 Development Plan 

Document；如蘇格蘭），有計畫文件加上主要決策地圖於上層政府指導，另以結

構計畫（土地使用與都市設計）來管制的（即 Development Plan Document 加上

Key Decision Map 加上 Structure Plan 者，如法國和荷蘭的都會區域計畫），有純

文字的「區域計畫綱要」（Regional Planning Guidance）加上地方結構計畫與發展

策略者（如英格蘭），也有只提出「區域發展架構」（Regional Development 

Framework）者（如愛爾蘭、北愛爾蘭）。更有將整個都會區域計畫全盤以結構計

畫來管制者（如美國波特蘭）。這些計畫的形式和計畫的策略目標內容，因其實

施影響範圍與交互衝擊的空間重疊和計畫的表現形式，深刻的影響到都會區域計

畫範圍的劃訂。大抵說來，在縣市層級以上的行政區如已在憲法或國家政治體制

既有慣例者，多以這個層級的現有行政區為範圍；倘若不行，則有選擇性合併

（consolidation）若干空間仳鄰的低層行政區為都會區域，設置規劃與執行都會

區域計畫的治理組織或政府（例如 Greater London Development Authority、

                                                 
29 關於各國不同的都會區域計畫形式的討論，在美國的部分，可參考 Stephens and Wilkstrom 
（2000）；Ellis （2001）；Daniels （2001）；Blatter （2004）、加拿大部分，可參考 Collin, Dagenais, 
and Poitras （2003）；Collin and Robertson （2005）；Blatter （2004）、大英國協部分，可參考

Allmendinger （2003）；Marshall （2003）、法國部分、可參考 Nicholls （2005）、德國部分，可

參考 Kunzmann （2001）；Herrschel and Newman （2002）、義大利部分，可參考 Gelli （2001）、

挪威部分，可參考 Skjeggedal （2005）；Røsnes （2005）、比利時部分，可參考 Albrechts （2001）、

荷蘭部分，可參考 de Regt and van der Burg （2000）；Salet （2003）；Krukels （2003）。至於整

個歐盟的原則作法與歐盟會員國內的差異比較，可參考 Newman and Thornlry （1995）；Fauludi 
（2004）；Salet, Thornley and Kreukels ed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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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réal Metropolitan Community 、 Wirtschafts-förderungsgesellschaft Region 

Stuttgart 等治理組織，或 Office of Greater Toronto Area、Île-de-France 與 Portland 

Metropolitan Region 這種都會區域政府）。較特殊的，則是以計畫理念的「區域」

（例如 Randstad）為計畫範圍，但這種範圍劃定的方式通常需要依靠長期的規劃

傳統文化才可行。 

都會區域計畫一旦範圍確定，勢必影響其治理區域的「公權力」（competence）

和執行資源（尤其在地方財政收支部分）的權利義務問題，於是在擬定、執行和

監督等部分也會導致改造或創新的治理組織安排。由於劃設都會區域的目標牽涉

到地區經濟競爭力、環境品質、公共服務的品質效率和社會和諧的幾大問題，在

都會區域內的資源整合分配、決策協調和溝通、以及異議的排解、權利義務的分

配和執行分工等，勢必要有新的制度建構以及慣習文化的有效利用等。這樣的治

理組織安排，將在制度上產生多層次政府分工的協調與控制機制，另外，也將在

組織上容許更多私部門、非營利組織、公法人組織和所謂「第三部門」的治理權

力分享，因而形成所謂的「治理網絡」（governance network）或「治理社區」

（governance community）。由以上所簡介的三個國外案例，我們可以看出都會區

域範圍的劃設與規劃目標是息息相關的。當規劃目標越傾向環境管制時，空間範

圍越容易確定，但治理機制的建立也就越需要透明的資訊和協調溝通。當規劃目

標越傾向誘導規劃地區發展向某一目的時，規劃空間範圍就越難確定；此時，策

略式規劃論述與政策表意工具就越顯重要，當然，多層次治理機制的建構與整合

仍屬必需。而規劃目標如果屬於生活品質的保存或提升時，詳細的地方生活區域

如何加總到都會區域層次的考慮便不可缺少，地方居民的認同感也因此相對重

要。 

無論如何，都會區域計畫必然是將發展較具規模的城市與其仳鄰地區整合成

的「空間計畫」。它的規劃目標必然是跨行政區的多部門發展的思考結果。因此，

都會區域範圍的劃設一定會牽涉到一、法律原則（legality），特別是一個國家對

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力分配和公共事務委託辦理的層級結構關係；二、強

制原則（coerciveness），也就是下級地方治理單位對於較上級決策的服從與遵行

之安排；三、財務原則（financiality），主要是發展目標的達成所依賴的資源集中

與分派結構（包括人、物、錢、技術資訊；這裡特別挑出錢來代表）；四、基礎

結構原則（infrastructure），這裡指的是跨地區的空間聯結網絡（包括交通運輸、

通訊、水電等維生系統）；五、共識原則（common identity），由於都會區域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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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利益和更佳效益所整合協調出來的制度，它必須在組織結構、文化信念和共

同規則方面達成一體，才有可能在計畫期限間內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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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空間發展歷程 

台灣都會區域空間結構之形構與發展，深受許多因素之影響，如科技進步、

社會價值觀與生活型態之轉變，以及產業、人口結構之轉型，而各個因素間彼此

又相互地影響著，並錯綜地影響著都會區域空間結構，其關係如圖 4-1 所示。而

本章將自產業、人口、交通三面向，剖析台灣都會區域之空間發展歷程。 

圖 4-1 都會區域空間發展之影響因素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一節 台灣產業之發展歷程 

一、台灣總體產業結構之發展歷程 

台灣產業之變遷可從圖 4-2 與圖 4-3 得知，其與所面臨的經濟環境及政府政

策息息相關。第一級產業自光復後一直是國內主要之經濟基礎，而經過民國

37~42 年間所施行的一系列土地改革措施後（三七五減租、公地放領、耕者有其

田），更奠定農業雄厚的發展基礎，並促使第一級產業員工數更達高峰。 

在民國 60 年後，由於農業已頗具基礎，而政府為朝向已開發國家邁進，便

積極扶植二級產業，並施行各項經建計畫，進而促使第二、三級產業員工數逐漸

增長，其中又以第二級產業員工數增長最為明顯。相對的，在產業轉型的影響下，

也使得第一級產業員工數逐年銳減。 

到了民國 90 年後，由於台灣已列入已開發國家之林，在永續發展與環保意

識逐漸抬頭之際，ㄧ些具污染性或以勞力成本為訴求的二級產業，在台灣的生產

產業轉型 
科技、技術進步 

知識進展 

生活型態之轉變 社會價值觀 

都會區域空間結構 人口結構改變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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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薪資成本、污染防治成本）逐年提高，而無法繼續獲得高額利潤，故逐漸

外移至生產成本較低的大陸或東南亞，因此，促成了二級產業員工數逐漸下滑，

而產業結構逐漸變為以三級產業為主要的經濟基礎。 

圖 4-2 台灣歷年各級產業之消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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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1954、
1961、1971、1981、1991、2001） 

圖 4-3 台灣歷年產業結構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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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1954、
1961、1971、1981、1991、2001） 

二、各鄉鎮市區產業結構之發展歷程 

（一）第一級產業 

第一級產業之分佈多與自然環境限制與農業建設有關，其多分布於氣候、雨

量適宜、坡度低緩，且具備完善農業建設（灌溉水渠設施）之平原、台地或丘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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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區。 

由圖 4-4 可以得知，在民國 60 年，由於地形、土壤沃度與既有灌溉系統設

施等限制，使得耕作適宜性之地區多集中於既有的平原農業區（桃園盆地、嘉南

平原等），而一級產業人口亦多聚集於此。 

之後，由農業機械化所產生剩餘勞動力的「農村推力」，以及在政府工業化

政策下，都市工作機會激增的「都市吸力」，因逐漸完竣的「十大建設」，而加速

流通，並使得農村過剩勞動人口多轉移至工業勞動需求中，也使得第一級產業人

口逐年減少。至於民國 80、90 年後，在經濟全球化與農產市場國際化之影響下，

台灣農業更形萎縮，也因此使得各地第一級產業人口更趨減少。 
圖 4-4 民國 60 年台灣各鄉鎮市區

第一級產業員工數之變化 
圖 4-5 民國 90 年台灣各鄉鎮市區

第一級產業員工數之變化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臺閩

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1971）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臺閩

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2001）

（二）第二級產業 

民國 60 年至 90 年各鄉鎮市區第二級產業之員工數變化情形，其如圖 4-6~

圖 4-8 所示，綜觀其發展歷程，其發展與分佈多符合競租理論以及工業區位理論，

由於其一開始為產值最高的產業，因此可負擔較高的地租水準，故多分佈於都市

核心區，但因三級產業逐漸抬頭，再加上都市市中心地價上漲幅度過大，因此，

使得二級產業無法負擔，只得朝向都市周邊地區尋點設置（石礦開採業除外），

但基於交通成本、生產成本與聚集經濟效果的考量下，其多聚集於都市外圍交通

便捷的鄉鎮市區，並呈現北、中、南三區域之分布。 

民國 60 年，由於交通不甚發達，因此，二級產業之擴散仍不明顯，其多集

聚於原本已具工業發展基礎之地區，如台北縣市與高雄市。 

在十大建設逐漸完竣後，不僅增進運輸系統之便捷程度，也厚實了二級產業

60000 0 60000 120000 Miles

第一級產業員工數
0 - 5000
5000 - 30000
30000 - 50000
50000 - 100000
100000 - 300000

N

EW

S

民國 60 年 

60000 0 60000 120000 Miles

第一級產業員工數
0 - 5000
5000 - 30000
30000 - 50000
50000 - 100000
100000 - 300000

N

EW

S

民國 90 年



子計畫 2－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準則之研究 

64 

之發展基礎，不僅促使民國 70 年後二級產業人口激增，另一方面更促使就業者

往都市核心地區集中，並使得二級產業人口逐漸呈現北、中、南三區域之分布。 

而至近期，由於都市地價高漲，二級產業在地價競租上往往不及三級產業，

因此其最適區位亦逐漸由都市內逐漸移至都市外圍的鄉鎮市區中。 

 
圖 4-6 民國 60 年台灣各鄉鎮市區

第二級產業員工數之變化 
圖 4-7 民國 70 年台灣各鄉鎮市區

第二級產業員工數之變化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臺閩

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1971）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臺閩

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1981）

 
 

圖 4-8 民國 90 年台灣各鄉鎮市區第二級產業員工數之變化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2001） 

（三）第三級產業 

由圖 4-9、圖 4-10 可知，三級產業因與民眾日常生活（購物、存貸款）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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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且在業務上須與行政機關有所往來，因此其多分佈於人口集聚處或行政中

樞之地區。 

在民國 70 年代之前，由於三級產業結構多為國內性的中小企業所構成，再

加上當時政府積極致力於二級產業之發展，因此，三級產業人口未具規模。 

但是，隨著政府產業政策的轉型及亞太營運中心的設置，再加上全球化與公

司間策略結盟之盛行，以及交通與通訊技術進步導致的空間再結構現象，這些種

種因素，造成第三級產業逐漸地蓬勃發展，而從業員工數也逐年增加，並分布於

北、中、南三區域中。 
圖 4-9 民國 70 年台灣各鄉鎮市區

第三級產業員工數之變化 
圖 4-10 民國 90 年台灣各鄉鎮市區

第三級產業員工數之變化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臺閩

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1971）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臺閩

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2001）

第二節 台灣人口之發展歷程 

一、台灣總體人口之發展歷程 

台灣總人口之變動大抵呈現先劇烈增加成長，而後逐漸平穩地成長，雖然人

口成長是由自然增加與社會增加所造成的，但其背後卻牽涉社會價值觀之轉變。

初期台灣人口劇烈之成長導因於高社會增加與自然增加，而後因為對於家庭組成

結構之價值觀改變，使得人口自然增加率大幅降低，進而促使人口總數增加趨緩。 

在民國 30 至 50 年間，因國民政府撤退來台，使得社會增加激增，而戰後嬰

兒潮之效應，使得自然增加突增，在兩者雙重的影響下，使得這期間的人口成長

甚為快速。之後，在政府的家庭計畫與小家庭制盛行之影響下，多生育的觀念逐

漸被修正，也使得出生率逐年下降，進而促使人口成長速度逐漸趨緩。至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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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年後，在晚婚、頂客族等時代趨勢下，人口成長趨勢逐漸邁向零成長。 

圖 4-11 台灣總人口之發展歷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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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1941、1961、1971、
1981、1991、2001） 

二、台灣各鄉鎮市區之人口發展歷程 

都市之形成，導因於人口之聚集，並因聚集衍生之效果，使得原有之都市規

模與功能擴大，並逐漸形成都會區域，而其中人口集聚處，往往為各區域之精華

所在，亦為核心所在，故在探討都會核心變遷時，須著重分析其人口空間分布型

態之發展。 
（一）人口數分析 

在人口數方面，表 4-1、表 4-2 可以顯示民國 38 至 90 年以來，台灣不同人

口規模下鄉鎮市區數的變化情形，而圖 4-12 至圖 4-14 則顯示台灣各鄉鎮市區人

口數之變化歷程，以及核心地區之變遷情形。 

首先，由表 4-1 與表 4-2 可以看出 10,000~50,000 人之鄉鎮市區數目為最多，

亦為階層構成之主體，而 500,000~1,000,000 人之鄉鎮市區數目則最少。以其歷

年變化之比例可以看出，0~10,000 人之鄉鎮市區數目，自民國 38 年後，呈現穩

定之現象；10,000~50,000 人之鄉鎮市區數目，ㄧ直呈現緩慢減少之現象；

50,000~100,000 人之鄉鎮市區數目，除民國 38 年外，ㄧ直呈現穩定之現象；而

100,000~300,000 人、300,000~500,000 人、500,000~1,000,000 人之鄉鎮市區數目，

ㄧ直呈現增加之趨勢。因此，可以推斷台灣鄉鎮市規模呈現階層性之關係，其構

成之主體為一萬人至五萬人的鄉鎮市區，而大規模的鄉鎮市區（100,000~300,000

人、300,000~500,000 人、500,000~1,000,000 人）則呈現規模愈來愈擴大之發展

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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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圖 4-1 可以得知，人口結構深受政策、產業型態、社會價值觀與生

活型態選擇等因素之影響，而其亦會透過活動之需求與分佈影響都市空間結構，

而由圖 4-12~圖 4-14 可以得知，全台灣人口之分佈由原先的均勻分布，逐漸向北、

中、南大都市的鄉鎮市區集中，之後，則呈現蛙躍式蔓延的現象。 

在民國 38 年之時，由於產業發展仍位處於農業階段，都市化尚未明顯，再

加上傳統大家庭制仍為當時之傳統，因此，各地人口均勻分布於各鄉鎮市區之平

地，而都市與鄉村間的發展相對較不顯著。 

在民國 70 年代，因十大建設、政府國家發展政策與歷年經濟建設計畫的影

響下，不僅使得運輸系統更趨完整與便利，更促進工業之發展，因此，使得工業

化與都市化效果劇增，而許多農村人口逐漸移往北、中、南三大都市之核心地區。

另外，由於都市人口組成多為未婚的青年男女，因此，彼此結婚所共組的小家庭，

也逐漸取代了傳統大家庭制，並使得人口空間結構產生解構與重組。 

至於民國 80 年代，在都市房價飆高、都市生活環境日益惡化等聚集不經濟

的情形下，民眾為追求較好的生活品質，多遷徙至都市郊區，進而逐漸形成郊區

化之現象，並使得都市蛙躍式地蔓延。到了民國 90 年後，由於民眾對於生活品

質有更高的要求，再加上交通與技術大幅增進（如大眾運輸系統、通訊網路），

促使都市蔓延更加嚴重，尤其以北部地區為甚。 

表 4-1 民國 38~90 年台灣不同人口規模下之鄉鎮市區數變化歷程 

鄉鎮市區數        年代 

人口規模 

民國

38 年 

民國

55 年

民國

60 年

民國

65 年

民國

70 年

民國

75 年

民國

80 年 

民國

85 年 

民國

90 年

0-10,000 63 38 35 38 37 41 44 44 45

10,000-50,000 218 245 231 223 212 196 187 185 181

50,000-100,000 1 53 60 59 65 65 68 64 62

100,000-300,000 1 10 21 27 31 40 46 52 56

300,000-500,000 0 0 0 1 3 5 5 7 8

500,000-1,000,000 0 0 0 0 0 0 1 1 1

（資料來源：整理自陳正祥等，臺灣的人口，1997 與內政部，中華

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1966、1971、1976、1981、1986、1991、1996、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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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民國 38~90 年台灣不同人口規模下之鄉鎮市區比率變化歷程 

鄉鎮市區數        年代 

人口規模 

民國

38 年 

民國

55 年

民國

60 年

民國

65 年

民國

70 年

民國

75 年

民國

80 年 

民國

85 年 

民國

90 年

0-10,000 22.26 10.98 10.09 10.92 10.63 11.82 12.54 12.46 12.75

10,000-50,000 77.03 70.81 66.57 64.08 60.92 56.48 53.28 52.41 51.27

50,000-100,000 0.35 15.32 17.29 16.95 18.68 18.73 19.37 18.13 17.56

100,000-300,000 0.35 2.89 6.05 7.76 8.91 11.53 13.11 14.73 15.86

300,000-500,000 0.00 0.00 0.00 0.29 0.86 1.44 1.42 1.98 2.27

500,000-1,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28 0.28 0.28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資料來源：整理自陳正祥等，臺灣的人口，1997 與內政部，中華

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1966、1971、1976、1981、1986、1991、1996、
2001） 

圖 4-12 民國 38 年台灣各鄉鎮市區

人口數之分布變遷 
圖 4-13 民國 70 年台灣各鄉鎮市區

人口數之分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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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繪製自陳正祥等，臺

灣的人口，1997） 
（資料來源：繪製自內政部，中華

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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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民國 90 年台灣各鄉鎮市區人口數之分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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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繪製自內政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2001） 

（二）人口成長分析 

台灣各鄉鎮市區人口之成長狀況，自民國 38 至 90 年止，其變化及分布如圖

4-15~圖 4-17 所示，其大抵顯示了台灣各鄉鎮市區人口成長原先為各地均勻成

長，因產業轉型與經建計畫的施行，加速了人口往都市地區集中之過程，使得原

本人口均勻分布之空間結構發生解構與再結構之現象，而促使人口逐漸向北、

中、南三區域中之都市核心地區集中分布。而後，又因都市地價飆漲、都市外部

性增加、運輸路網與運具之普及，致使郊區化與都市蔓延現象叢生，其中又以北

部區域最為嚴重。 

正因如此，以下將以北部區域為範例來作說明，北部區域在民國 55~60 年

間，其各鄉鎮市區雖有都市化之現象，但卻不十分明顯，大體呈現均勻分布狀態，

如圖 4-18 所示；在民國 60~70 年間，因產業已由農業轉型為工業，再加上十大

建設等重大建設陸續完工，使得都市化現象日益顯著，人口愈往都市集中，如圖

4-19 所示；然而在民國 80 年後，由於都市土地價格飆漲、運輸路網與運具之普

及、都市外部性增加與都市聚集不經濟現象產生，居民為追求效用的滿足，紛紛

遷徙至都市近郊，使得郊區化與都市蔓延現象越加明顯，如圖 4-20、4-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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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民國 38-55 年台灣各鄉鎮市

區人口增減分布圖 
圖 4-16 民國 60-70 年台灣各鄉鎮市

區人口增減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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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繪製自陳正祥等，臺

灣的人口，1997 與內政部，中華民

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1966） 

（資料來源：繪製自內政部，中華

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1971、
1981） 

 

圖 4-17 民國 80-90 年台灣各鄉鎮市區人口增減分布圖 

 
 
 
 
 
 
 
 
 
 

（資料來源：繪製自內政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199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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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民國 55-60 年北部地區人口

增減分布圖 
圖 4-19 民國 60-70 年北部地區人口

增減分布圖 

20000 0 20000 40000 Miles

北部 (民國 55-60)
10 - 50
5 - 10
2 - 5
0.1 - 2
-0.1 - 0.1
-2 - -0.1
-5 - -2
-10 - -5
-50 - -10

N

EW

S

20000 0 20000 40000 Miles

北部 (民國 65-70)
10 - 50
5 - 10
2 - 5
0.1 - 2
-0.1 - 0.1
-2 - -0.1
-5 - -2
-10 - -5
-50 - -10

N

EW

S

（資料來源：繪製自內政部，中華

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1966、
1971） 

（資料來源：繪製自內政部，中華

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1971、
1981） 

圖 4-20 民國 70-80 年北部地區人口

增減分布圖 
圖 4-21 民國 80-90 年北部地區人口

增減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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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繪製自內政部，中華

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1981、
1991） 

（資料來源：繪製自內政部，中華

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1991、
2001） 

第三節 台灣交通空間之形貌 

一、空間相互關聯之分析 

空間之相互關聯可由交通旅次作判斷，而交通旅次依不同之目的分為通勤、

通學與購物等，其中又以通勤旅次最能表達鄉鎮市區間空間相互關聯之關係，故

本研究以民國 89 年各鄉鎮市區之通勤旅次來作分析與判斷。 

北部（民國 55-60） 北部（民國 60-70） 

北部（民國 70-80） 北部（民國 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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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4-22 與圖 4-23，其交通旅次之產生與吸引皆分布於北、中、南三區

域人口聚居的核心地區，但其中無論是旅次產生或是吸引，皆以北部區域為最

多。另外，從圖 4-22 與圖 4-23 之比較可發現，旅次產生在都市或鄉村地區皆會

發生，而旅次吸引則多集中於都市地區，其因為都市提供大量且多樣化之就業機

會所造成。另外，都市蔓延使得旅次產生與吸引的差異過大，其中又以北部最為

明顯。 
圖 4-22 民國 89 年各鄉市區間旅次

產生率分布圖 
圖 4-23 民國 90 年各鄉市區間旅次

吸引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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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繪製自行政院主計

處，中華民國 89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

住宅普查報告，2000） 

（資料來源：繪製自行政院主計

處，中華民國 89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

住宅普查報告，2000） 

二、工作-居住之均衡分析 

工作與居住均衡可藉由工作機會數與居住單位數相比較而得，而工作機會數

亦可以通勤旅次吸引數替換之，另居住單位數則可以通勤旅次產生數代替之，而

將通勤旅次吸引數與通勤旅次產生數相除，亦可求算出工作與居住之均衡比率，

其表示為 J/H 值。J/H 值若趨近於 1，表示該地區工作與居住均衡；J/H 值若大於

1 甚多，表示該地區工作人口較多，故為工作核心區；J/H 值若小於 1 甚多，則

表示該地區居住人口較多，故為居住核心區。 

本研究以民國 89 年各鄉鎮市區之通勤旅次作為分析資料，其分析結果如圖

4-24 所示，可以看出都會核心地區多為工作核心區（如台北、台中、台南、高雄），

而都會周邊之地區則多為居住核心區。此外，亦可由此得知台灣都會區域核心與

周邊之鄉鎮市區有明顯工作與居住不均衡狀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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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工作與居住平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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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9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

查報告，2000） 

第四節 小結 

本節將總結上述之分析內容，並作為下章課題與策略之分析基礎，而以下將

分別就產業、人口與交通三方面來作總結與探討。 

ㄧ、產業分析 

在產業方面，由各產業員工數之變化歷程，可以得知在產業轉型、都市化、

全球化與農產市場國際化的影響下，第一級產業之分布從中、南部區域的集中而

逐漸消弭；而在都市化、工業化、運輸及基盤設施系統齊備的影響下，二級產業

之分布則由南、北區域的集中轉變為北、中、南三區域之分布狀態；另外，在全

球化、交通與通訊技術進步與政府亞太營運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下，三級產業之

分布變化，則是由北部區域的集中而逐漸轉變為北、中、南三大區域之分布狀態。 

由上可知，產業多集中分布於三大都會區，但就都會區之尺度來審視，可發

現因地價競租之關係，目前都會核心地區多為三級產業或高科技產業，而傳統的

二級產業多移至核心地區的周圍，正因為二級產業的外移，再加上其高污染性的

特性，使得周圍地區的環境保育受到極大威脅。另外，在產業結構的轉型與替換

取代中，產業間網絡與群落之消散，更是都會區域競爭力之隱憂。因此，如何透

過加強產業網絡功能，以增進都會區競爭力；以及如何選擇適當的生產投資區

位，以兼顧生態環境之維護與生產利潤，將是未來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考量重點。 



子計畫 2－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準則之研究 

74 

二、人口分析 

在人口方面，藉由人口數之分析，可得知因工業化、都市化及經建計畫效果

之影響，全台人口數之分佈由各鄉鎮市區的均勻分布，而逐漸呈現北、中、南三

大都會區之集中分布；而從人口成長的角度來分析，亦可發現同樣之結果。 

由上可知，人口多集中分布於三大都會區，但就都會區之尺度來審視，可發

現因都市房價飆高、都市外部性增加、都市可容納人口趨近飽和、再加上運輸科

技之進步，使得都市蔓延現象產生，亦即為都會核心地區人口成長衰減，而周邊

地區人口成長快速增加。此者不僅產生了財政效率與公共設施配置之問題，其所

衍生的旅次與活動，更對環境造成極大的破壞。因此，如何透過劃設都會區域範

圍界線，解決公共建設之財政效率，以及生態環境遭受侵害，和生活環境品質維

持等問題，將是未來之重點所在。 

三、交通分析 

在交通旅次方面，藉由空間之相互關聯分析，可發現無論是旅次產生或是旅

次吸引，其皆呈現北、中、南三大都會區之分布狀態，但其中以北部都會區為最

多；而從工作與居住均衡分析中，可發現都會區域核心與周邊地區有明顯的不均

衡狀態發生，而都會區之核心地區多為工作核心區，周邊地區則多為居住核心區。 

因都市蔓延所衍生的旅次，不僅對環境造成極大的破壞，對都會區內的生活

環境品質更是ㄧ大威脅（如塞車、擁擠、空氣污染等）。因此，如何透過都會區

域範圍界線的劃設，達到抑制都市不經濟地蔓延所衍生的生活品質與環境保育之

問題，將是未來之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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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課題與對策 

「都會」現象最好將它視為一個「有核心、多層次的空間領域組織」，其是

一個共生共榮的單元。都會區域被認為是一個國家中最具有競爭力的地方。所以

各個國家莫不重視都會區域範圍的問題。界定都會區域範圍之基本作用之一是用

來進行資料的記載與統計，以觀察分析其發展問題。諸如美國的都會標準統計區

（SMSA）就是其中的一例。然而隨著科學技術不斷的演進（譬如交通工具與通

訊技術的進步）以及社會經濟制度的改變，都會區域的範圍卻也隨之不斷的改

變。就美國的情況而言，其 SMSA 的劃設標準也就不斷改變（Fuguitt, Heaton and 

Lichter, 1988: 117）。美國的 SMSA 的劃設標準在 1949 年（1950 年的普查）為至

少五萬人；到了 1958 年的劃設標準（1960 年及 1970 年的普查）則擴充將數個

毗鄰城市，其人口總數達至少五萬人，且其最小城市人口規模為一萬五千人以

上；然到了 1971 年，其劃設標準又被調整為中心都市至少需有二萬五千人的規

模，加上其毗鄰每平方英哩密度至少為一千以上之行政轄區（以 county 為分析

單元）的人口規模總數達五萬人以上者為都會標準統計區的範圍；而到了 1980

的普查其採用的劃設標準又調整為在標準都會統計區內可以納入少於二萬五千

人的城市，但如果城市的人口少於五萬人，整個標準都會統計區的人口至少應有

十萬人30。在標準都會統計區的劃設標準不斷調整之下，整體而言，都會區域範

圍逐漸的擴大了31。這顯示都會區域範圍界定的作用並不僅僅是資料記載，因為

都會區域範圍內的公共建設會對居民帶來效益，在社會與政治壓力下範圍就不斷

擴充。都會區域範圍擴充也意味著公共建設的範圍擴大，財政支出需求提高。為

了避免浪費，如何才是合理的都會區域範圍，是有需要探討的。 

都會區域計畫的最主要功能是在整體規劃範圍內的公共建設及服務。其公共

建設及服務不外乎下列幾種類型：一、運輸與通訊設施或服務：含道路（高速公

路、快速道路、主要道路）、鐵路、捷運、航空站、港埠、交通轉運站、電信等

等；二、休閒、遊憩及自然環境保護設施或服務：公園、綠地、開放空間、景觀、

體育場所等等；三、防災與安全設施與服務：防洪、地震、警政、消防、醫療、

避難、污染監測等等；四、教育與文化：大專教育、社會教育、文化歷史維護、

                                                 
30 詳見 Fuguitt, G.V., Heaton, T.B., and Lichter, D.T. （1988） “Monitoring the Metropolitanization 
Process”, Demography, 25（1）, 第 117 頁。 
31 在美國 1970 年代的都會區人口從 69%增加到 75%，這是因為許多縣（county）被增加劃入標

準都會統計區的緣故。請參見 Fuguitt, G.V., Heaton, T.B., and Lichter, D.T. （1988） “Monitoring the 
Metropolitanization Process”, Demography, 25（1）, 第 115-1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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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等等；五、能源與維生（含衛生）系統：自來水供應、排水（雨污水排

放）系統、電力供應、瓦斯天然氣供應、廢棄物處理系統等等；六、產業發展設

施與服務：產業園區（含工業區、科學園區、研發或育成中心等）、金融貿易服

務、購物服務、等等。這些設施與服務的成本與效益之分配涉及到都會區域的財

政效率、公平性、經濟競爭力、以及環境保護等問題。其成本應考量到硬體設施

成本、服務（經營管理）成本及使用成本。 

都會區域在規劃或提供上述的公共建設與服務過程中，由於涉及成本與效益

之分配，無可避免會涉及都會區域跨行政轄區以及部門協商的問題。基於公共設

施與服務的規劃或提供具有整體性，也就是跨區與跨部門之間均受到相互影響，

協調成本必然甚大。若採用 Coase（1960）的外部成本理論之觀點，都會區域公

共建設的問題是一種外部性問題，也是一種制度建構問題。而因為外部性涉及的

空間範圍有大有小，這兒必須將外部性影響範圍界定在都會區域層級上；也就是

界定在跨越不同縣（市）行政轄區的外部性，但不應將其範圍擴充到以全國為範

圍。因而，若一種公共建設或服務應由全國統一規劃提供者，或是在單一縣（市）

行政轄區範圍內就可以解決者，應不歸屬於本研究的規劃討論重點。 

都會區域內的公共建設與服務之提供涉及諸多的成本與效益分配。基於有利

於地方的公共建設與服務，各個地方均搶著要；而對於鄰避型設施，各個地方避

之唯恐不及。因而，如何找出都會區域公共建設與服務的最低成本與最大效益，

創造共贏環境，就是都會區域治理的議題。近代都會區域治理可簡略歸納為兩種

類型 32，一種是綜合式（或多功能式）的區域政府，另一類為單一目的

（single-purpose）的治理。這兩種分類只是方向性或相對性的歸類，其並非絕對

的，因其中每一類型又有許多種變化。且有關適合的都會區域治理方式之抉擇通

常也非放諸四海皆準的，其往往需視該特定的公共事務性質及該地方社經文化背

景而定。 

本章焦點集中在台灣的都會區域層級的問題上，此會涉及都會區域治理方

式。本研究將都會區域計畫目標界定在促進區域資源有效利用，強化區域經濟競

爭力，以及改善區域生活環境。依該些目標分別討論區域範圍劃設的議題。並提

出解決策略之觀點。 

                                                 
32 請參考 Phares, D. （2004） “Governance or Government in Metro Areas?—Introduction”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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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都會區域發展目標與範圍之關係 

一、財政效率方面 

（一）財政效率之意義 

都會區域必須被視為一個單元，用來解決公共建設與服務提供之資源的有效

利用。新古典經濟學將效率與市場作了非常好的聯結。資源使用所產生的邊際成

本與邊際效益相當時，資源達到最有效率的使用。此一概念可以應用到諸多場

合。廠商考量生產成本與其銷售市場選擇最適的生產量，即所謂的規模經濟，係

有效率的資源使用。規模經濟之概念也被用在空間發展上，並延伸出聚集經濟的

概念33。傳統的聚集經濟概念包括三種分類：即廠商內部的規模經濟；地方化經

濟係指某一產業的廠商聚集在一特定區，所產生的外部規模經濟；都市化經濟係

指整個地區對個別廠商所產生的外部規模經濟。影響聚集經濟的因素有許多。早

期對地方化經濟的解釋偏向於產品和原料交通成本之節省、某種技術人員成本之

節省、公共設施和服務成本之節省、以及溝通成本之節省。另外，早期對都市化

經濟影響因素的解釋偏向於消費品、中間產品和原料交通成本之節省、勞動力多

樣選擇性、勞動力成本之節省、公共設施和服務成本之節省、資訊傳播與溝通成

本之節省、生活型態多元化的利益。隨著各式各樣活動的聚集，雖然帶來一些成

本減少或效益增加，另一方面卻也會造成負面影響包括交通擁擠成本、空氣污染

成本及社會治安成本等等34。有關聚集的各種現象與問題的研究已經累積了相當

的知識，但其研究趨勢似乎並未消退。近年來，不但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與政

治學家均參與討論到有關聚集的現象與問題。譬如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以

及領域尺度調整（territory rescaling）議題的出現。 

新古典經濟學對於效率的論述中涉及到成本與效益兩個面向，吾人必須將成

本與效益分開討論。本段討論的重點在成本面的財政效率問題，效益面的效率問

題則是經濟競爭力的問題，至於分配問題則是社會公平與和諧問題。 

（二）財政效率、治理、與都會區域範圍 

無論何種公共財之提供均有其平均成本與收益平衡的問題。當收益不符成本

（或支出）時，就不可能透過市場機制提供該種財貨或服務。一般而言，收益超

過成本的條件常視需求規模而定。規模足夠（即使用者多或單位時間使用次數多

                                                 
33 請參見 O’Sullivan, A. （1993） Urban Economics 一書的第 21 頁到 32 頁。 
34 請參考 Moomaw, R.L. （1988） “Agglomeration Economics：Localization or Urbanization”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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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視為規模足夠）時，方有可能提供某種財貨。這也是聚集（及規模）經濟的

基本道理。對規模較大的城市，其可以提供眾多不同種類的公共建設或服務。而

對於較小規模的城市，許多設施或服務就無法達到最低需求門檻。即使當某一行

政轄區自行闢設某種需求不足的設施或服務時，長期且相對高額的經營與維護成

本會讓該投資計畫陷入困境。因此，對於較小規模的城市，透過空間整合（區域

合作）可以擴大需求規模，進而共享某些原先無法獨自提供的公共設施與服務。

譬如：大型都會區域公園無法由某一縣（市）單獨負擔提供，此時若由數個縣市

共同（合作）出資興建，將可讓縣市居民共同受惠。 

公共設施提供會影響區域的投資誘因以及生活品質。低度（或不足）的公共

建設會對地方經濟發展造成障礙，而過多的公共建設投資對區域經濟成長是沒有

效果的。如何制衡公共建設之提供，以降低提供成本，係屬於財政機制設計的問

題。為簡化說明，可歸納為兩種機制，一種是市場，另一種是政府。首先談市場

機制。經濟學家解釋各種聚集經濟現象的發生，認為是導源於經濟個體的自利，

或是其間的互惠行為。譬如：廠商為了減少交通成本會選擇將工廠座落在成本較

低地點；或是為了追求利潤將銷售地點選擇在產品銷售服務範圍的中心地帶。居

民選擇居住地點也會考慮到通勤或購物的方便性。居民當然也會考量地區提供的

整體生活環境，包括學童就學、維生設施、環境美質等等。透過經濟個體的自利

與互惠等自發性的選擇行為，市場機制將資源調派到最有效的地方使用。Tiebout 

（1956）提出的「以足投票（voting by feet）」概念構思了資源在空間有效率的配

置之機制；即使他構思的社區競爭，遭受到正面的評價以及許多質疑。基本上不

是所有的事務均僅靠市場機制就可保證效率的達成。市場與政府之間存在各種不

同的組合，各種組合適合於某些類型的公共事務。譬如像高爾夫球場之類的俱樂

部財貨（club goods）其具準公共財特質，也有準私有財特質，其透過政府規範

其開發行為，其經營則透過市場機制似乎可以運作得宜。但這些能透過市場或準

市場機制提供的財貨均傾向屬於私有財性質。傾向於純公共財的提供則需要藉助

於政府的協助，近代民間組織或第三部門也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過去福利經濟學者主張凡有需要的財貨，當市場失靈時，乃是政府介入市場

的時機。然而由政府介入市場，基於委託人的資訊不對稱、代理人的投機主義、

尋租（rent-seeking）行為以及交易成本等問題，政府提供公共設施與服務也存在

各式各樣的高風險與高成本，這被稱之為政府失靈。故近年來學界主張採用市場

與政府混合式的機制。這當然需視該公共建設或服務的特質以及地區社會文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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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來設計安排。 

屬於純公共財類型的公共設施或服務應無（或低）敵對性與無（或低）排他

性，其屬於越多人共同參與使用，則其提供的成本傾向於越低。此時，整個區域

僅能有一套該種設施或服務，其服務範圍應傾向於擴大到整個區域均被納入成為

該公共設施或服務的範圍。這時，應採用「固定的超大都會區域作為範圍」。譬

如區域警政治安、自然災害救援、或區域交通幹道屬之。而屬於具有相當敵對性

與排他性的公共設施或服務，基於規模過大產生的負外部性（擁擠、管線過長不

符成本等因素）；此時，該公共建設或服務之範圍應是採用「高密度地區連結成

都會區域範圍」之劃設，這種範圍劃設通常會隨時間變動，即隨著地區活動密度

達到某一標準後，再將其納入服務範圍。但在某一時間點上是採用固定的範圍。

另外，對一種公共設施與服務的使用頻率也影響到服務範圍，譬如國際機場因考

量每人每年的使用頻率不高，其服務範圍當然傾向於越大越有效率。 

換言之，為達成財政效率，不太可能以單一個都會區域範圍來規範各種不同

部門，因為各種不同的公共建設或服務類型分別有其最適規模或範圍。使用頻率

越高，範圍傾向越小。即使對同一類型的公共建設如公園，其也有不同型態提供

不同功能的使用，範圍就需視使用頻率來劃設大大小小的階層式設計。所以因為

都會區域的公共設施與服務的類型眾多，就財政效率觀點，其合理範圍的劃設應

是一種大大小小交叉的多層次結構。圖 5-1 企圖表達單一部門相互整合後的多層

級與多核心之關係。 

即使公共建設或服務的種類眾多，為了達到降低成本，有效率提供某種公共

建設或服務，不論處理的機制，使用規模足夠必然會降低單位使用次數的成本；

因此，提高使用規模是降低公共建設或服務成本的不二法門。欲提高使用規模，

即提高使用人數（或單位時間的使用次數），則必須提高單位面積的居住人口或

產業員工密度。若選擇居住人口與產業員工密度越高的地方提供都會區域的公共

建設或服務，適必會排除那些低密度的地區；換言之，為了提高成本面的財政效

率，都會區域範圍傾向於縮減範圍到那些活動越密集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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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單一部門及其整合後的多層級多核心交叉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就治理財政效率的觀點，因有些公共建設或服務具有高自償性，有些則無。

對於那些無自償性者，其傾向於純公共財，提供方式應採政府「強制介入」的方

式。對於自償率較高者，利潤可趨動民間投資，政府應採訂定避免（或減少）外

部性的「弱約束」遊戲規則來規範提供方式。介於這兩者間，則政府需依其自償

性與外部性高低，訂定「強約束」或「弱約束」，包括補助或回饋等不同方式因

應之。 

二、經濟競爭力方面 

（一）經濟競爭力之意義 

經濟競爭力的定義可參考英國 1995 年經貿部白皮書（Dept. of Trade and 

Industry, 1995）對公司層級的定義35：『一個廠商的競爭力是其以正好的品質、

正好的價格、在正好的時間生產正好的產品和服務之能力；其意指廠商相對於其

它廠商能更有效率且更有效能的符合顧客需求（DTI, 1995, p.8）。』基本上，廠

                                                 
35 引用自 Iain Begg （1999） “Cities and Competitiveness”一文中第 7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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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生存機會除了靠其自己的努力與能力之外，有部份是依賴在空間上的專業化

（或多樣化）及其群聚效應的環境。有些空間是可以提供廠商生存上的比較優

勢。也就是廠商的競爭力除了自己的因素之外，還有屬於地方整體性的因素存在。 

以地區視為一個競爭單元的想法起源並不可考。但在 1950 年代到 1970 年

代，美國的都會區規劃思潮中就已出現了都市產業成長的潮流。此一思潮到了

1990 年代的後半又再度出現（Mitchell-Weaver, Miller and Deal, 2000: p.853）。

Porter（1990）在其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所提出的地區競爭力概念，因有別於傳

統上以廠商為主的競爭力概念，因而開啟了有關地區是否可以成為經濟競爭力分

析單元的一連串辯論36。Porter 的論述是奠立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的基礎之上

的。在廠商追求利潤的動力之下，產業傾向於越來越依賴全球分工。若以地區為

單元，經濟競爭力的定義可參考 OECD 對一個國家競爭力的定義37：『在公平且

自由的市場條件下，一個國家所生產的財貨和服務，能夠符合國際市場測試的程

度，並同時維護人民長期的實質收入（DTI, 1995, p.8）。』根據該定義，一個地

區的競爭力，可以解釋為地區生產之產品要能夠在世界上具有競爭力。一個地區

產品的競爭力可能源自於兩方面，一方面是該產品的生產成本很低，可以在世界

上競爭；另一方面，則可能是該產品的品質好或附加價值高，所以其它地方的相

同產品無法與之競爭。產品生產成本的降低，固然涉及許多生產因素的成本問

題，公共設施與服務成本僅是其中一項。但若從地區作為一個單元的觀點，廠商

投資選址的考量會以各種生產因素（包括制度）所創造的綜合成本與效益來作衡

量，在全球化的時代，通常成本面被認為是越來越不重要了，產品創造的附加價

值（譬如創意產品）反成為競爭力的重要考量。 

（二）經濟競爭力、治理、與都會區域範圍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越來越增加的貿易國際化，以及越來越無國界的世

界，後福特主義世界的興起，地方必須有能力調適，以改變情況讓自己更具有競

爭力，且能夠辨別出地方在新的全球分工或市場關係下擁有的經濟機會。近年

來，產業群聚（industry cluster）、聚集經濟、新產業區（new industrial area）、鑲

箝（embeddedness）、創新氛圍（innovative milieux）、產業複合體（complex）等

等，均在描述某種類型的學習創新區域38，讓該地區的產品具有較高市場調適能

                                                 
36 可參考 Iain Begg （1999） “Cities and Competitiveness”一文。 
37 同註腳 4 的資料來源。 
38 請參考 Gordon, I.R. and McCann, P. （2000） “Industrial Clusters: Complexes, Agglomeration 
and/or Social Networks?”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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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以維護廠牌的市場占有率，或是創造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附加價值。就如

Raco （1999）所言39：『全球化導致的競爭性升高，鼓動一種反動，需依賴在地

方內生的資源，其以地方擁有權與資本控制來防護經濟免受到全球波動的影

響。……政策制定者的目標，在開發地方生產者之間的網絡，其促進……經濟活

動著床於地方。如果這種網絡能夠成功的被建立，參與者可透過分享與合作的方

法激勵出一鼓動力、創新，並利用成功案例的重製獲得某些好處。』倘使學習與

創新是未來都會區域競爭力的主要考量，加上學習與創新屬於一種「自發性」的

活動，此時都會區域是以自願合作網絡之連結關係建構出來的。 

創新與知識絕大多數是在「核心」中發展出來的，且延著空間擴散出去，最

後下濾到週邊。這種創新與知識分散，在本質上是階層式的，其在空間上是一種

極化的現象。也就是越是屬於核心地位者，其越有可能進行知識的學習與創新，

知識與資源貧乏地區，必須藉助於核心，貧乏地區的資訊與資源又被吸引到核

心，核心地區形成一種知識學習與創新能力之自我強化循環系統。創新與知識貧

乏地區為了要跟上潮流，不得不主動的（自發性的）與核心連繫，並維持網絡關

係。 

近年來對於城市之間在產業或功能上合作的論述，可以提供作為都會區域範

圍劃設的參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Batten （1995）40所描述的網絡城市，其以荷

蘭的 Ranstat 都市區域（city region）和日本的近畿地區作為兩個案例說明，認為

這兩個網絡城市係透過非毗鄰式的城際間連結或合作，利用城市彼此不同的功能

或文化特質之結合，卻提高了區域內的創造力。在網絡城市中，小規模城市，若

具有高學習與創新能力，其與大都市合作能夠創造出高附加價值。若依網絡城市

概念，都會區域範圍可以呈跳躍狀，而非呈連續性空間。雖然空間上的產業分工

與網絡關係很難用具體的地理圖像表達，圖 5-2 企圖說明都會區域在經濟上可被

視為一個多核心交互支援的網絡。 

從經濟競爭力的觀點，都會區域活動的關連是透過經濟利益產生自發性的連

結，其範圍可能是不確定的或是變動式的形構。譬如純粹從廠商或生產個體的學

習或創新能力而言，若其未涉及到公共建設或服務之提供，則這些跨區間自發性

交互活動並不涉及都會區域範圍劃設。只有當其中涉及到公共建設與服務的事項

                                                 
39 引用自 Raco, M. （1999） “Competition, Collaboration and the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Examining 
the Institutional Turn in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第。 
40 請參見 David F. Batten （1995） “Network Cites: Creative Urban Agglomer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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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有空間規劃及其範圍界定之問題。從上述對地方經濟競爭力論述之脈絡

下，都會區域範圍的劃設並無法以固定範圍的方式來界定；比較合理的方式或許

就是不確定服務範圍，或者是以彈性變動式的範圍來考量。另外就治理經濟競爭

力的觀點，對於跨域合作對其彼此有利者，應尊重其自發動力；但若需政府協助

者，宜訂定適當補助或鼓勵措施促進協調合作。基本上，促進經濟競爭力的制度

多屬於「非正式約束」，倘涉及正式約束的話應屬於「弱約束」。 

圖 5-2 經濟競爭下之多核心交互支援網絡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環境保護方面 

（一）環境保護之意義 

早期的都會區規劃理念，有許多是以都市生活環境品質改善為主要內涵。譬

如在十九世紀末葉，以公園和林蔭大道規劃為主的「城市美化運動」，紐約的中

央公園和芝加哥 1893 年的世界博覽會（Chicago World Fair）均是以改造城市景

觀為著眼。芝加哥在二十世紀初，由 Burnham 提出湖畔再發展，其結合環狀與

幅射狀公路系統，再加上園道系統（Mitchell- Weaver, Miller and Deal, 2000: 

p.853），其奠定了芝加哥的空間結構以及市中心的景觀品質。 

然而，早期城市發展對生態與環境保護的考慮有欠周詳，因而衍生出全球資

源耗竭與環境保護之永續發展論述。譬如 Stephen Wheeler 認為「永續城市發展」

是為『尋求創造能增進地球長期健康的人類與生態系統的城鄉（Wheeler, 

1996）』。Camagni 等人則認為『城市永續並非單純的環境品質目標，在追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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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永續發展中，必須整合環境資源保護、經濟效率、與社會公平的三個基本原則

（Camagni, et al., 2001, p.126）。』Calthorpe and Fulton （2001）則提出區域城

市（regional city）的規劃概念，其認為城市規劃應同時重視市中心更新、成熟的

郊區規劃、及其所座落的整個區域網。永續理念主要源自對都市擁擠與資源過度

損耗的反省，希望透過人為環境管理與成長管理等手段來改善資源使用效率、政

府財政惡化以至於快速成長等外部性問題。 

環境保護從都會區域的角度，基本上是一個都會區域規模尺度的管理問題。

城市發展被認為與其週遭的廣大區域息息相關。都市地區提供豐富的人文資源與

活動可供外圍地區的人們共同享用；而都市地區卻也需依賴廣大區域的自然資源

包括水源與清潔的空氣之提供；都市生活也需依賴農村提供基本糧食。當都市居

民為了提高生活福祉，著重於追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倘使缺乏更廣大區域在健

康的自然環境支撐時，都市的成長與發展並無法順利進行。因而城市發展無計畫

的蔓延型態，造成農業生產環境破壞、能源大量耗竭、空氣及水品質破壞等等現

象，昭告世人需重視並控制都會區域的發展型態。也就是都市永續的經營與管理

是從城市本身獨立的個體，走向擴充為以都會區域甚至更大的區域範圍作為環境

管理的規模層級。如何讓都市賴以維生的更大區域的環境能夠不遭到破壞，這是

都市永續發展的基本理念。永續城市論述所發展出來的新都市主義、緊湊城市、

智慧型成長等應是未來城市規劃與環境管理的目標41。目前世界各國多開始重視

城市的永續發展，其衍生出對於城市再結構與都會區域空間結構學理的重視。 

（二）環境保護、治理與都會區域範圍 

緊湊都市（compact city）主張都市能朝向密集式發展，達到節省能源與降

低公共支出的成本。該理論主張都市可在一固定範圍內發展，提供不同之混合土

地使用型態，藉此達到公共設施、社會與功能的集中，自給自足的生活形態將可

達成減少資源消耗與污染，達成永續理念42。新都市主義（New Urbanism）為與

環境有關的都市改造運動，其主要關切不僅是片段的環境也包含整體環境。其主

張的都市規劃是以都會區域為視野，包括多樣性、行人尺度、開放空間與鄰里結

構等。郊區和新興發展地區皆然，其主張兩個重要的設計原則包括建築和規劃的

都市綠美化發展精神以及土地使用和大眾運輸系統的連結43。智慧型成長（Smart 

Growth）的概念為綜合土地利用效率、社會公平、地方財政、環境資源、都市再

                                                 
41 參考自何東波、蕭若杏（2004）「人口結構轉型對都市計劃與環境管理的挑戰」一文。 
42 引用自何東波、蕭若杏（2004）「人口結構轉型對都市計劃與環境管理的挑戰」一文。 
43 同上註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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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等思考面向，以解決市中心衰退所造成的土地利用與犯罪問題，避免都市分

散蔓延的發展型態，其造成環境資源被吞蝕以及住宅就業失調等問題。其主張的

五個原則包括 1.強調集中式都市發展型態與土地資源之有效利用；2.充分使用都

市內的公共服務；3.混合的土地使用型態；4.多樣性的交通計畫；5.人性尺度的

空間設計44。運輸導向的發展（TOD）則認為都市發展應強調大眾運輸之使用，

且使都市發展型態及土地使用模式與大眾運輸結合，特別是場站地區的混合、集

約式使用45。 

由於緊湊發展並無法依賴不動產市場的運作自然達成，「強約束」的正式規

範是有其必要性。前述有關永續發展的各種不同論述，基本上均朝向主張都會區

域的發展形構需要緊縮範圍，強化抑制蔓延的力量。 

四、社會公平與和諧方面 

（一）社會公平與和諧的意義 

社會公平是有關人們對於資源分配狀態的滿意程度。公平至少有三種看法，

第一種是「受益付費（benefit pricing）」的公平觀。第二種是「按能力付費（ability 

to pay）」的公平觀。第三種則是社會正義的公平觀。受益付費的公平觀類似效

率，即負擔（成本）與獲益（效益）取得平衡。按能力付費的公平可從垂直與水

平公平來判斷；垂直公平係指高所得者負擔較多，低所得者負擔較低；水平公平

係指相同所得者負擔相同。而垂直公平的衡量又包括：等量效用損失、等比例效

用損失、與等邊際效用損失三類。Rawls 則主張正義就如同公正和公平，每個人

和其它人一樣的應有基本自由權；社會和經濟平等是符合正義的。Rawls 的主張

對貧窮者最有利，也就是在所得重分配過程中，必須持續照顧社會上最貧窮的人

們（或家庭），讓社會上每人均有相同的機會條件。 

公平其實很難客觀衡量，它是一種社會價值與認知。當社會上絕大多數人認

定一件事情是公平的，也就心平氣和；否則會因不滿而生氣，甚至於起衝突。當

社會上所認知的資源分配狀態傾向於滿意時，此一社會的凝聚力相對較高；所以

社會公平與社會和諧是一體的。由於經濟競爭的結果常常是不均勻分配，故社會

公平的達成通常是由政府照顧弱勢者。也就是政府由富裕者的所得中課部份收入

作為稅課，其用來分配給窮困者（或弱勢者），以換得社會和諧。 

對都會區域的公平而言，經常是財政負擔（稅課）與利益分享的分配問題。

                                                 
44 同上註腳 8。 
45 同上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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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共建設財源來自於課稅，其遞送過程具有重分配效果。當重分配的結果不合

理時，也就是人們產生不公平的感覺之時。譬如美歐都會區的郊區居民多屬有錢

人，中心都市較多窮困者；因為中心都市需要較多的公共建設，而郊區居民也經

常享用這些公共建設；倘若這些公共建設的經費大多來自於中心都市本身的居民

負擔時，其會產生窮人支助富人的不滿。台灣的情況卻正好相反。中心都市通常

為直轄市或省轄市其較富裕，市郊則為較窮的縣轄市或鄉鎮，故市郊的居民享用

中心都市的設施似乎怨言相對較少。至於社會和諧方面，則需以遵重不同族群或

社團的價值觀或需求；作法上是採開放的施政方針，遵重社會自發組織的發聲與

主導權。社團之間的資源分配常遇到彼此間的衝突，此時需由政府（或公信力團

體）以溝通或教育方式，並以輔導或協助的態度代替先入為主的意識形態來面對

或處理衝突問題。 

（二）社會公平及和諧、治理、與都會區域範圍 

在城市發展成為都會區域的過程中，郊區還是需依賴都會區的市中心。中心

城市繼續提供功能與服務，而這對區域成長是非常的關鍵。許多癥兆顯示：合作

式的區域相較於競爭與分割的區域更可能繁榮（Dreier, Mollenkopf, and Swan- 

strom, 2000: p.180）。 

對於達成社會公平的作法，常常採用擴大照顧層面的方法，就是讓大家均能

享有公共資源的通通有份作法。譬如，倘使認為直轄市是資源較豐富的行政轄

區，將小港鄉納入高雄市的行政轄區，是照顧到更多的居民，對小港居民相對於

原高雄市民而言是較公平的，但對於未納入的鄉鎮市則是不公平的；以此類推，

擴大都會區域範圍是較公平的作法。但從社會和諧方面看都會區域範圍，則不是

靠政府強行介入就可居功的，因其需靠族群之間合作或整合，此時都會區域範圍

應屬一種自發性的彈性界線。換言之，僅有考量到社會公平時，都會區域範圍界

線才需要明確規範。 

但就社會公平來界定都會區域範圍的作法在近代學理上是受到爭議的，因為

通通有獎的作法，會與其它目標強烈衝突。過去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曾經強烈

反對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不公平，其後衍生出福利經濟學雖然較為客觀，但太過

強調社會公平顯然會破壞市場機制，反而導致社會衰頹之後果。許多實證均顯示

福利國家的各種主張與作法並無法真正照顧到窮人或弱勢者。就如同 Bromley 

（2001）所言：『新的「都會區域計畫」，不再是一種福利政府式的技術官僚議題

和資源動員作法，……』因此，就政治的考量，治理型式如何有利於居民或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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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都會區域範圍劃設的重心。 

第二節 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課題 

一、提高財政效率方面 

課題：（一）如何抑制蔓延或分散發展導致設施與服務的重覆投資與浪費？ 

（二）如何克服行政轄區之間或部門之間的本位主義問題？ 
說明： 

（一）在自由主義堅信市場機制之優越性下，開發商在大都市外圍地區得以自行

開闢社區，吸引特定對象進駐，這其無疑的鼓勵投機行為與蔓延發展。等

到外圍地區的人口眾多，反過來透過政治壓力要求政府提供公共建設，無

疑的將許多外部成本加諸於社會大眾負擔。不僅是開發商，自由主義也鼓

勵地方政府的自主權，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這會導致地方政府傾向

於擴權，譬如將都市計畫面積增加劃設，或是利用職權擴大某些不必要的

公共建設，或是每一鄉鎮市均設置類似或相同的公共設施，常導致資源浪

費現象。那些具有外部性的設施或服務並不能靠市場機制，也就是屬於市

場失靈。若能設計出消除外部性或投機行為的機制就是較好的機制。 

（二）圖 5-3 顯示台灣自來水供應系統（即淨水與配水系統）的無效率供應狀況，

圖中是自來水供應每人平均成本與供應規模的關係，其顯示自來水供應範

圍之服務成本處於低效率狀態（詳見附錄二之說明）。雖然自來水供應或

可視為人民基本生存所需，可採用福利照顧想法，但事實上，台灣的許多

公共建設與服務均存在如圖 5-3 的情況。當一個國家諸多的公共設施或公

共服務之供應若均採用福利國家思考，則公共財的浪費不可避免，國民應

繳納的稅課也應配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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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失靈傾向於要求設置都會區域政府或是中央政府統籌管理，這是典型

的福利經濟思想。然由政府負責提供設施或服務也存在高額的資訊蒐尋與

取得、協調、監控、委託代理等成本之問題。過度高額的提供成本造成政

府失靈。在真實世界中，民意代表與選民之間、開發者與購屋者之間，事

實上均存在著彼此掌握的資訊不對稱。 

（四）每種財貨需視其誘因或激勵之所在設計適當的治理方式。純粹的公共財無

法透過市場機制運作，它需要政府強烈介入（譬如中央統籌管理或設置綜

合式都會區域政府統籌掌理）才能有效率的提供。譬如區域空氣品質屬

之，若無政府對污染者強制性的加以追蹤管制，受害者將是區域全體民

眾。由於公共建設或服務的種類眾多，為了達到公共建設或服務的有效處

理，應是隨著公共建設或服務特質來決定其提供方式，且在市場機制與政

府機制中作好調配。能透過市場或準市場機制提供的財貨均傾向屬於私有

財性質。傾向於純公共財的提供則需要藉助於政府的協助。 

（五）要抑制蔓延或分散發展導致設施與服務提供的高成本，需要建構有效的都

會區域治理。公共事務的有效處理需視各該公共事務性質（譬如自償性）

與地方社經文化特質（譬如使用偏好），選擇在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之間

作良好的搭配才可。 

（六）有些公共設施或服務若能透過部門間或地區間自行溝通協調提供，應予鼓

勵。都會區域的制度建構應安排地方之間或是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協調機

會，或是降低溝通與協調成本，以促進區域內自發性的對公共建設與服務

共同合作提供或共享的機會。 

（資料來源：台灣省自來水公司提供之全台提供給水服務之各區

處、給水廠、服務所與營運所等資料。詳閱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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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經濟競爭力方面 

課題：（一）如何降低廠商生產成本？ 

（二）如何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三）如何創造知識共享與創新合作的空間計畫體制？ 

說明： 

（一）近年來有關「有限範圍空間的巢狀階層」（Dalaney and Leitner, 1997）緊密

的與經濟活動相互協調著。且新的治理制度也助長經濟活動規模尺度的調

整。46在空間尺度上，經濟活動朝向兩極化發展，一方面是地方的制度環

境之條件對吸引廠商越來越重要。另一方面，則是廠商越來越直接與世界

接軌。前者所謂的地方通常是以經濟緊密相關連的都會區域為尺度。後者

泛指全球不特定的範圍。在規模尺度上，介於上述兩者之間的中央政府，

其角色有逐漸被挖空的趨勢。 

（二）類似於網絡城市的想法，許多有關多核心都會區域的論述強調都市之間可

以透過功能互補分工合作方式，來維持或確保地方在全球的競爭能力。一

個功能區域可能包括一個或多個核心，以及其腹地（Karlsson and Olsson, 

2002: 367）。功能區域概念與全球經濟分工概念相一致，都會區域範圍的

型式可以是毗鄰的也可以是跳躍式的，其重視的是經濟活動的連繫關係，

因而都會區域可以採用網絡城市47的形構來劃設。 

（三）一方面是地方直接面臨全球競爭壓力，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越來越無能為

力。Mitchell-Weaver 等人（2000）提出美國都會區最近出現「區域結盟

（Regional Coalition）」的現象，其主要是在回應都會區政府的支離破碎。

新區域主義的跨域合作與結盟之主張，其是保護地方並強化地區競爭力的

作法。 

（四）對全球而言，屬於地方層級的都會區域被認為需要強化制度稠密性。也就

是需鼓勵各種民間組織作為處理各種公共事務的媒介。但這強調需要區域

內部的自發性力量。都會區域計畫是否有助於提高制度稠密性，這需視都

會區域計畫是否提供足夠的機會或平台，賦予民間組織參與或影響決策，

以作為激勵民間組織存在的動力。 

                                                 
46 引用自 Jones, Martin, （2001） “The Rise of the Regional State in Economic Governance 
“Partnerships for Prosperity” or New Scales of State Power”一文的第 1186 頁。 
47 請參見 David F. Batten （1995） “Network Cites: Creative Urban Agglomer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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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進環境保護方面 

課題：（一）如何抑制蔓延所造成能源浪費、空氣污染、開放空間受侵蝕等問題？ 

（二）如何提高生活環境品質？ 

說明： 

（一）因為都會區域在缺乏整體規劃與控制之下自由發展，環境必然首先遭到破

壞。當交通及通訊技術不斷進步的過程中，都會區域傾向於向外圍地區蔓

延發展。許多國家的都會區域成長均呈現這種過程。以美國而言，Forstall

（1981）的研究顯示在 1970 年代的非都會區成長快於都會區，他認為美

國的都會區域傾向於分散式的發展48。但還是有些學者認為人口是越來越

集中在都會區域的，像 Ehrlich and Gyourko （2000）檢視美國 1910 年到

1995 年的都會區人口分佈（distribution），其就認為美國人口規模分佈是

勞動力是傾向於越來越集中在具有吸引力的都會區49。Ehrlich and Gyourko 

（2000）的研究是以大區域尺度，就全國整體觀點，人口是傾向於集中的。

但若就單一個都會區的觀點，則人口分佈是往都會區的中心往外蔓延的。

由第四章對台灣人口與產業發展歷程的分析也顯示出與上述現象雷同的

結果。 

（二）都會區域的蔓延發展是自然的趨勢，但其必然會導致浪費能源、造成空氣

污染、吞蝕開放空間。為了保育生態環境，緊湊發展是未來空間結構應努

力的目標。為了達成公平、效率與環保目標，有時需採強制性的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有時宜採有彈性的開發許可。採用強制措施需要靠都會區域計

畫範圍界定來加以控制。譬如，許多大都市就在都會區外圍劃設廣大的公

園綠地或開放空間，並限制建築的方式，作為一種成長邊界的管理。另一

種作法是利用財務誘因。採有彈性的開發許可會造成蔓延的分散發展型

態，建議建構符合分散式集中發展的土地開發之成本負擔結構。過去的開

發審議規範的義務負擔是趨近統一的標準，這對都會區外圍的土地開發顯

然相對於舊市區更有利可圖。如何將外圍地區土地開發的各種外部成本均

納入開發負擔，且減少舊市區更新或再開發的成本，這樣才能抑制蔓延式

                                                 
48請參見 Fuguitt, G.V., Heaton, T.B., and Lichter, D.T. （1988） “Monitoring the Metropolitanization 
Process”, Demography, 25（1）, 第 115-116 頁。 
49 根據 Ehrlich and Gyourko （2000）對美國都會區的分析，在不同時期人口遷移的區位並不同，

但近五十年來，人口逐漸遷往具有吸引力的地方。在二次世界戰後，最大都會區的人口比例下降，

但並非集中到中小型都會區，而是往「次大都會區（next largest group of metropolitan areas）」或

是往西或往南的都會區遷移。對整個都會區的人口比例是增加的。 



第五章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課題與對策 

91 

的無效率發展型態。 

（三）區域內地方政府之間透過諸如收入分享、智慧成長、新都市主張、技術人

力的訓練、以及就業機會與住宅供應的平衡等（Mitchell-Weaver, Miller and 

Deal, 2000: p.852）合作策略也可以減少或避免環境的惡化。 

四、增進社會公平與和諧方面 

課題：（一）如何保障生活基本權益？ 

（二）如何促進行政轄區間或部門間之協調？ 

（三）如何創造彼此信賴合作的都會區域範圍？ 

說明： 

（一）都會區域系統是一個城際相互依賴的系統，倘使彼此交相攻伐，很難對外

凝聚出一股競爭力。故都會區域內的公平或和諧氣氛會影響地區競爭力。 

（二）要創造縣市之間彼此的信賴合作需要靠公平合理的成本分擔與效益分享

制度的建構。且該制度應是以達成整個都會區域未來空間結構為目標的，

而非通通有獎的制度設計。因為通通有獎的制度設計會造成分散與蔓延發

展。 

第三節 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對策 

都會區域範圍界定的策略是與空間治理息息相關的。各類型的空間發展目標

與公共建設或服務，依其特質分別有其適合的空間治理形式，表 5-1 提供都會區

域目標、公共建設類型與治理形式之間的初步關係。都會區域政府是一種治理形

式，這種形式，有時會成功，有時卻不一定是成功的。諸如大眾運輸的統籌管理

傾向於是成功的，但若以區域醫療網或產業活動則不見得是妥當的治理形式。因

為，太多公權力引發的政治反應與行政管理成本，並不可忽視。在民主國家中，

越來越強調利用地方自發性的整合與協調來處理問題。如果社會中存在潛在的內

部動力（或稱企圖心），能夠透過一些激勵措施讓民間活力來處理都會區域的問

題，這可以減少政府失靈的風險。然而，因為區域整合的協調成本甚高，使得涉

及跨行政轄區之間問題的解決往往延滯，並不符地方競爭力的要求。從制度經濟

的觀點，應誘發行動者具有自發動力來處理都會區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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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都會區域治理形式、特質與適用場合 

治理形式 

項目 
都會區域政府 具有公權力的組織 不具有公權力的組織 

公共設施或服務

類型 

綜合業務（含區域道

路、大眾運輸、區域

排水、廢棄物處理

等） 

學區、文化設施、公共運

輸、區域醫療網、區域排

水、廢棄物處理等單一目

的業務 

觀光休閒、體育活動、區

域治安、產業展示或產業

公會、區域環保等單一目

的業務 

組織特質 
多功能的綜合業務、 單一目的的正式（或準政

府）組織 

單一目的的非營利組織

（聯盟） 

整合的趨動力 

強正式約束（即公權

力）、財政預算 

弱正式約束（準公權力）、

政府補助金之財務誘因 

非正式約束（即自發性的

市場機制或社會網絡）、政

府協助 

都會區域範圍特

質 

範圍固定且不易變

動 

範圍固定，但隨事務性質

與時間變動（特定區） 

範圍不明確、或彈性變動

適用目標與理論

基礎 

公平問題或財政效

率問題，社會主義或

新聯邦主義 

財政效率問題、環保問題

及公平問題，新自由主義

財政效率問題及經濟競爭

力問題，新區域主義 

（資料來源：本表格的想法係導源於 Phares, D.“Governance or 
Government in Metro Areas? Introduction”一文，2004） 

任何制度變遷需考量主體（組織、個人或國家）、制度變遷的動力、適應效

率等因素。制度涉及正式規則建立、非正式規則建立、以及實施機制等。非正式

約束是社會的價值觀、意識形態、習慣、或文化等等，其不容易被改變，其是制

度選擇或變遷的基本考量因素。正式約束是法令、行政規章、或遊戲規則。實施

機制是令行動者感到具有誘因（不論是正面的鼓勵或是負面的懲罰）的方法。制

度變遷是原有與新的制度之間替代、轉換與交易過程。新的制度設計要讓利害關

係人感覺到比原有制度更有誘因去遵循。 

有關都會區域治理機制的問題可簡化為「市場機制」抑或是「政府機制」比

較適合來解決台灣都會區域的問題。由於希望藉由非正式約束（或稱自發需求，

或稱市場力量）來解決現行都會區域公共建設或服務提供的問題絕大部份情況是

不可行的。另外，藉由成立都會區域政府（或稱強制的公權力）來解決現行都會

區域公共建設提供也是一樣，絕大部份情況是不可行的。根據諸多的現象觀察與

文獻學理，絕大多數的公共事務問題之最適處理方式是介於市場（弱公權力）與

政府（強公權力）之間的組合。有些傾向市場機制，而另有些傾向於政府機制，



第五章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課題與對策 

93 

有更多是介於中間。表 5-1 顯示各種公共設施或服務所對應之治理形式，及其特

質與適用場合之關係。根據表 5-1 可想像都會區域範圍的架構，未來都會區域應

是一個各種不同公共建設或服務各自形成其適合的規模範圍（次區域空間），而

有層次的重疊成一個複雜的都會區域範圍。有些因彼此相關而各自形成次區域空

間，整個都會區域是一種網狀與層次交叉組合成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為了達成財政效率目標，各該公共建設範圍應有足夠規模，以減少單位成

本；提高密度是有助於增加規模並減少單位成本。故居住人口或產業員工太少的

地區不適合納入範圍。但不同的公共建設與服務會有不同的規模或範圍。為了達

成經濟競爭力的目標，學習與創新能力是提高產品附加價值，進而成為具有競爭

力的地區。僵化的都會區域範圍並無法適應自發性的網絡連結之需求，鼓勵非政

府組織或是非營利事業團體來協助企業或廠商解決問題才是正途。規劃上採用各

個分區賦予功能定位，減少交易成本；制度上必須允許民間組織透過功能分區之

間的相互合作（結盟）的作法；這是一種彈性範圍與跳躍式區域範圍的作法。為

了達成環境保護，對於外部成本太大環境破壞行為必須採用事先嚴格禁止措施。

限制可建築基地的分散或蔓延是一種目標，故為了結合財政效率與聚集經濟的目

標，必須建構鼓勵往核心發展的機制。為了達成社會公平（和諧），擴大都會區

域範圍是讓更多人能夠共享公共建設與服務的，這會與財政效率與環境保護嚴重

衝突。圖 5-4 顯示若以北部區域來審視都會區域範圍時，以基本生存權益為主的

都會區域範圍傾向於將整個北部區域納入（如圖 5-4 之左圖），而以環保為主的

範圍會將活動限制在較小的城鄉發展區之內（如圖 5-4 之右圖）。 

圖 5-4 社會公平與環境保育目標下的都會區域範圍對

基本生活權

益保障範圍 

可開發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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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都會區域範圍劃設的課題與對策 

    項目 

目標類型 
課題 對策 

財政效率 

1、 如何抑制蔓延或分散發展導致設

施與服務的重覆投資與浪費？ 

2、 如何克服行政轄區之間或部門之

間的本位主義問題？ 

1、都會區域個數需適當 

2、依設施（或服務）種類選擇供應範圍

3、連續性空間優先 

4、依經濟或社會自發力，慎選治理機制

及（固定或變動式）之範圍界定 

經濟競爭力 

1、 如何降低廠商生產成本？ 

2、 如何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3、 如何創造知識共享與創新合作的

空間計畫體制？ 

1、減少都會區域個數，強化空間競爭力

2、遵重市場自發力量的選擇，採用彈性

的變動範圍，允許跳躍式空間網絡連

結 

3、允許多核心（功能）發展形構 

環境保護 

1、 如何抑制蔓延所造成能源浪費、

空氣污染、開放空間受侵蝕等問

題？ 

2、 如何提高生活環境品質？  

1、嚴格限制環境敏感地區的開發 

2、範圍應緊湊且連續空間 

3、鼓勵市中心發展，抑制外圍地區的發

展 

4、保護開放空間  

社會公平或

和諧 

1、 如何保障生活基本權益？ 

2、 如何促進行政轄區間或部門間之

協調？  

3、 如何創造彼此信賴合作的都會區

域範圍？  

1、 確保生活基本設施的普及 

2、 採用彈性且具誘因的制度，促進社

會自發性的集體行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四節 小結 

綜合而言，為達成上述四個目標，都會區域範圍劃設的策略可分為強約束、

弱約束與無約束。於劃設範圍過程中需思考兩種分類標準，一種是範圍的固定

性，另一種是範圍的連續性。都會區域是否需要有一固定範圍？傳統的區域計畫

範圍是採用固定的範圍。就如同台灣的區域計畫採用固定的範圍一般。固定範圍

是將某些範圍排除且將某些範圍納入進行公共建設或提供服務；因而固定範圍屬

於強約束。然而固定範圍的作法其實並不符合都會區的實際發展或成長的狀況，

因為除非強制約束，否則放任的土地開發之結果會是鬆弛的與分散的，後者需要

彈性的調整。連續性範圍是強調集中與毗鄰，而不連續跳躍式範圍強調網絡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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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跳躍式的都會區域範圍並不符合效率的要求。跳躍式的都會區域範圍比較符

合競爭力的要求。連續的發展必需強制執行的，否則放任的土地開發之結果會是

跳躍式的。表 5-2 綜合整理出都會區域劃設的課題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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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原則、構想與步驟 

都會區域計畫隨著各國與各地區之社經、政治、文化與制度環境的不同，加

上各該地區所需解決的問題與所希望達成的目標均有差異，都會區域治理體制應

是不完全相同的。為了建構符合當前台灣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的都會區域計畫

體制，需依台灣當前發展狀況與體制建構適合的都會區域計畫體制。根據第二章

所述，台灣的都會區域在目的方面，應以強化都會區域的國際競爭力為主；在內

涵方面，未來的都會區域計畫應在解決都會區域內的一般發展問題，而非解決特

殊功能問題；台灣未來的都會區域計畫的規劃理念宜採用策略式的或協調式的；

台灣未來的都會區域計畫之計畫類型是一種以發展計畫為主，而以管制性的土地

使用計畫為輔。而且隨著各個都會區域的差異也需容許都會區域之間的差異，因

而都會區域計畫之治理體制應容許一些彈性。本章以下首先說明台灣都會區域範

圍劃設之理念與原則，再而提出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的構想，最後研提都會區

域範圍劃設的步驟。 

第一節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理念與原則 

都會區域的經濟發展、產業生存條件、環境品質等等均深深影響一個國家絕

大多數居民生活之福祉。都會區域範圍的界定當然也是空間計畫體制的一環，其

攸關都會區域發展目標能否達成。譬如就都會區域普遍存在的活動分散與蔓延而

言，許多大都會均劃設有成長管理界線，或是採用土地開發財務機制來加以控制

空間結構。本節先提出幾個劃設都會區域範圍界線應遵循的理念與原則。 

理念一：都會區域範圍界定須跳脫福利國家的思維，並轉向永續發展思維 

自 1980 年代以來，世界各國致力於自由化與民營化。伴隨著此一風潮的相

對應公共政策與行動，就是將許許多多的「公共建設或服務」，其供應者已從政

府轉變為準政府或民間組織，甚至於就是由民間自行提供公共建設或服務；政府

不再自行扮演生產者角色，而僅扮演提供該些公共建設或服務之管道。如果都會

區域計畫是以提供公共建設與服務為主的發展計畫，那麼都會區域範圍界定也需

要隨著自由化與民營化的風潮而有所調整。 

過去福利國家主義的主張以解決公平問題為主要思維；其認為經濟市場並無

法解決社會公平。當市場失靈時，早期的想法認為只有靠「大有為政府」來介入

或干預市場，才能解決社會所需的公平與正義問題。在另一方面，政府的運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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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代議政治、政黨競爭及公共決策等制度來減少政府失靈問題。但無論如

何，福利國家的論點明顯的低估了政府運作的社會成本。因為政治利益團體為了

謀取其少數人的利益，透過尋租（rent-seeking）行為改變資源重分配，其間尋租

活動形成的資源耗損，並不亞於經濟市場在不完全訊息下所造成的社會（或稱外

部）成本問題。也就是任何政府體制設計均隱藏著不可忽視的政府失靈問題。 

在真實世界中，集體選擇是靠經濟市場與政治市場（political market）在競

爭與合作的共同運作為前提之下，來影響資源的分配。基於經濟市場並不完善，

因此經濟市場的外部性問題並無法完全迴避；且政治市場存在資訊的不對稱，譬

如人們認知能力的有限性，資源分配也無法達到合理的境界。德國 Ordo 自由學

派，經過對歐洲長期歷史發展之觀察後，認為公共政策方向對資源合理配置扮演

極重要的角色，其整理出『秩序政策』50構成輔助經濟及政治市場的重要元素。

構成此一秩序政策的基本原則為：保護私有財產權、保護私人簽約的自由、確保

誠信的承諾和履約的義務、確保市場的開放性（個人有進出市場的自由）、確保

金融的穩定性（貨弊免於波動的風險）、以及確保經濟政策的穩定性。根據 Ordo

學派的主張，政府應減少對市場的干預，並不能隨意侵犯私人財產權。政府只要

將市場（不論是經濟市場或政治市場）的運作帶向一穩定秩序，建構出參與者能

自行揮灑其能力或長才之平台，透過競爭機制，參與行動者必須自負成敗之責，

此時的社會或經濟系統就會傾向於公平合理。 

若將 Ordo 學派的思維應用到都會區域計畫體制的建構，都會區域發展應建

構出一套對應於區域發展目標的秩序政策。對於有助於區域目標達成的作法均應

予以鼓勵，對於不利於各該區域發展目標達成的制度均應予以抑制或修改。 

台灣從過去以至於目前尚有許多公共建設與服務提供是以福利國家的思維

來決定的。福利國家的思維傾向於擴大政府功能，主張政府應扮演公共建設與服

務供應者的角色。譬如台灣過去對邊遠地區以及離島地區，即使人口規模不大，

但政府均不計成本投入許許多多的公共設施。這樣的作法在本質上是屬於福利國

家的思維與作法。這樣的作法是非常不符合經濟競爭力與財政效率的，因為這些

成本是由全民買單，其增加了人民與廠商的負擔。因此福利國家主義的思維與作

法應予以節制，建議其應用僅及於照顧生存基本權益的設施即可。除了應摒除福

利國家的思維與作法之外，更應積極的追求永續發展。其雖是二十世紀末期才在

                                                 
50請參見 Kasper, Wolfgang and Streit, Manfred E. （1998）,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ocial Order and 
Public Policy 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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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形成的一種共識，但其所主張的追求經濟、社會與環境共生的持續性，

應是未來人類最高的行為準則。 

理念二：都會區域範圍之界定需考量公共建設（或服務）的類型 

都會區域計畫是在解決跨行政轄區的共同問題，尤其是提供或改善跨越行政

轄區所需的公共建設（或公共服務）。為了達成環境保護、地區競爭力、社會公

平與財政效率，各該都會區域所需的公共建設之類型會影響或決定其對應的都會

區域範圍。 

根據知名的公共財政學者 Samuelson 對公共財的定義提出了無排他性與無

敵對性之特性。絕對的無敵對與無排他特質的財貨是純公共財（pure public 

goods），純公共財並不常見。一般而言，公共財的敵對性與排他性程度均有不

同，這也造成不同類型的公共財適合採用其相稱的治理形式。所以，在純公共財

與私有財之間存在各種不同公共程度的財貨，需要有其對稱的治理機制。這些治

理機制是利用經濟市場與政治市場力量，並輔以適當法制規範其運作。 

圖 6-1 公共建設及服務類型與都會區域治理及範圍之關係 

 

自發性強、內部制度強、

無敵對性、不需政府介入

俱樂部財 
產業協會 

需外在制度、自發性弱、

具敵對性、需政府介入 

自償性高 
具排他性 
市場可行 

自償性低 
無排他性 
市場不可行 

彈性界線 

機場、廢水處理服務、

自來水供應、電力供

應、收費道路、大眾運

輸、收費遊憩設施等 

水污染防治、野生動植

物之保護、慈善事業 

區域安全、自

然環境保護 
 

固定

界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6-1 就在表達公共設施或服務類型與都會區域治理形式的對應關係。圖中

橫軸代表市場可行性，越靠右邊代表越可以依賴市場；縱軸代表政府介入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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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靠近底部就越不需要政府介入。從市場可行性觀之，當一種公共財可以透過市

場機制由民間組織供應（或生產）時，政府就應放手讓民間供應該種公共財，政

府此時僅需注意民間供應該財貨是否會產生外部性或不符公平正義的情況，也就

是政府仍需要扮演制度設計的監督者。基本上，具有市場可行性的公共財應具備

高自償性以及具排他性。在政府是否需要介入方面，當社會內部對於一種公共財

具有自發的供應機制時，或者此種公共財的供應或使用傾向於低敵對性（或稱低

外部性，或是低交易成本）時，政府較不需要介入或干預此種公共財。 

圖 6-1 越往右下方的位置（第四象限），其代表該公共財具有市場自償性，

也可以排斥未付費者之使用，另則是社會內部習慣上已存在有些人（譬如民間組

織）會提供該種財貨，且傾向於無外部性問題，故越右下方越屬於民間自主領域。

譬如俱樂部財貨或是產業協會（或同業公會）之類的設施或服務。該種公共財供

應的動力來自於市場自償的財務誘因，或是社會內在的文化或習俗之約束。就公

共財的服務範圍界線而言，越靠右下方由民間自主的公共財，越不需要規範其服

務範圍之界線，民間自行會調整其供應或服務範圍，故這種公共財的服務界線應

歸為彈性界線，或者是根本就不要劃界線。譬如都市的產業發展可以藉由國際間

的城際合作，將地方特殊產品或技術推行到遠方的城市，以換取其自身利益，這

種經濟活動或其相對應的產業設施是無法，也不應受到都會區域界限的跼限。 

相反的，圖 6-1 的第二象限，即越往左上方的位置，其代表該種公共財不具

備市場自償性，或者是無法（或難以）排斥他人使用，社會上亦不存在提供該種

公共財的習慣（亦即社會上缺乏既有的約束，或是所謂的弱約束），或者是該種

公共財的供應或使用具有強烈的外部問題（或是交易成本高），此時政府亟需介

入該種公共財的供應（或生產）。諸如像區域安全以及自然環境保護的事務就是

傾向於需要政府強力介入者。就這些類型的公共財之服務範圍界線而言，越靠左

上方需由政府強力介入供應的公共財，越需要事先的規劃，故其服務範圍界線也

需要明確或固定。也就是，類似這種公共財的服務界線應歸為固定的界線。 

除了上述兩類型的公共財之外，仍有諸多各種不同屬性組合的公共財類型。

圖 6-1 第一象限（即右上方）所代表的是具有市場可行性，但仍需要政府適度干

預者。譬如像機場設施、廢水處理設施、自來水供應系統、電力供應系統、大眾

運輸系統、收費性的道路系統及遊憩系統屬之。這些類型的公共財的供應系統，

雖然可能存在高度的交易成本，使得社會自動自發的供應力量不足，但因其具有

排他使用性以及收費自償性，故如能由政府建立良好的財務誘因，透過民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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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供應該些公共財還是有可能的。若從跳脫福利國家思維走向永續發展的觀點，

是應鼓勵落在第一象限的公共財朝向民間治理（第四象限）的形式發展。譬如以

公營企業或是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的方式推動之。此時，這些類型的公共財之服務

界線應介於固定界線與彈性界線之間；對於那些自償性較低者、或是社會自發性

較低者、或是排他性較低者、或是敵對性（或交易成本）較高者宜以固定界線方

式，授予其獨占之範圍，以確保民間參與的收益之穩定性；對於那些自償性高者、

或是社會自發性較高者、或是排他性較高者、或是敵對性（或交易成本）較低者

則宜傾向於採用彈性（或不確定）界線的方式，適度引進寡占競爭，以確保該些

公共財供應之品質。 

圖 6-1 第三象限（即左下方）所代表的設施類型是不具備市場可行性，但也

不需要政府介入干預者。屬於這種類型的公共財並不多見，譬如像水污染防治、

慈善事業、野生動植物保護（如野鳥協會）等。這些類型的公共財的供應系統，

雖然具有社會自發力量，但因不具市場自償性，使得社會上供應此類財貨的項

目、品質與數量均傾向於偏低（或不足），因而政府適當對此類財貨給予補助是

有需要的。基於此類財貨具備社會自發力量，故倘若政府能夠設計良好的獎助制

度，包括以表揚方式彰顯社會義工、慈善機構或濟弱扶傾團體等，並適當授予名

位，適當給予的補助或獎勵；讓這些民間組織或團體感到社會溫馨的一面，或是

體會到「德不孤，必有鄰」，讓社會內在力量源源不絕彼此感化，必要時甚至可

授予某些公權力，則這些公共財的需求由民間與政府協力供應是有可能的。也就

是配合跳脫福利國家思維與作法，從制度設計或建構的觀點，應鼓勵落在第三象

限的公共財朝向民間與政府協力（或合夥）治理的形式。譬如以第三部門、非政

府組織（NGO）、或準政府組織的方式推動之。這些類型的公共財，其服務界

線也是介於固定界線與彈性界線之間；對於那些授予公權力者宜明訂其固定之範

圍，也就是授予其固定的權利行使範圍；對於社會自發力量甚強者，則宜採用彈

性（或不確定）界線的方式，透過內在制度自發變遷的力量（譬如社會輿論或組

織競爭）來制衡（或約束）該些組織的合理權限範圍。 

理念三：都會區域範圍界定須具備成長管理理念 

從第四章對台灣人口與產業活動在空間分佈的發展歷程可看出：就整個台灣

觀之，人口與產業活動近五十年來是往三大都會區域集中；但就三大都會區域觀

之，則人口與產業活動傾向於向郊區蔓延，尤其是台北都會區域具有較嚴重的分

散與蔓延現象。人口與產業活動的分散與蔓延，對於一個都會區域發展在居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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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財政效率、都市競爭力、自然環境保育等方面均非常非常的不利。因為這種

分散與蔓延現象是對個別開發者非常有利的，故欲控制這種分散與蔓延式的發展

非常不容易。若非施予強烈的外部制度之介入經濟與政治市場，則將難以有效扭

轉這種蔓延發展之趨勢。 

成長管理（growth management）之概念符合永續發展理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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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規則。遊戲規則

的訂定需衡酌行動者的行為目標與空間發展目標是否一致。對於行動者行為目標

與空間發展目標一致者，僅需採用公共投資或財務機制來誘導行為者之行為；對

於行為者之行為目標與空間發展目標不一致者，則須施予較強制的手段，或是多

重管道同時併進的作法，譬如同時採納訂定管制規範、訂定土地開發條件、對有

助於達成目標之行為提供財務獎勵或誘因、對有礙目標之行為施予懲罰，並配合

以公正嚴明的審議制度，以確保空間發展目標的達成。 

理念四：都會區域範圍界定需符合都會區域發展目標 

都會區域計畫的基本目標主要有四：即社會公平性、經濟競爭力、環境保護

及財政效率。這四個基本目標可通用於絕大多數的都會區域。四個目標依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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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中提到都會區域範圍與目標間的關係。隨著都會區域發展目標的不

同，都會區域的範圍傾向於不同。茲從都會區域發展目標推論出範圍劃設之原

則，並將其關係整理表達如圖 6-2 所示，並簡述如下。若都會區發展重視基本生

活權利，其範圍需傾向於擴大受益人口數，以確保每位居民的生存基本設施之供

應。為了強化社會和諧，宜鼓勵跨行政轄區的合作、鼓勵民間自發性的參與公共

建設、或鼓勵不同功能地區相結合。為了確保生態環境之保育，應抑制蔓延發展

型態、限制具有環境敏感的地區開發、縮短活動旅次之時間及距離、對不同資源

條件施予不同嚴格程度的管制。為了提升都會區域的競爭力，應讓都會區域具有

多樣的功能組合、鼓勵重點地區發展、空間範圍應保持彈性，以連結具有相互依



第六章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原則、構想與步驟 

103 

存的節點。對於財政效率的提升則需重視活動之最適規模與範圍，限制公共建設

投資區位，避免助長蔓延，以降低單位活動的財政成本。綜合上述，劃設都會區

域範圍應考量的原則包括： 

（一） 確保公共設施最適服務規模與範圍 

（二） 限制公共建設投資區 

（三） 允許彈性空間發展 

（四） 鼓勵重點地區之發展 

（五） 鼓勵不同功能地區結 

（六） 避免都市蔓延與擴張 

（七） 限制環境敏感地區的開發 

（八） 確保基本維生設施供 

（九） 鼓勵跨行政轄區之合作 

（十） 鼓勵民間參與公共建設 

（十一） 縮短活動旅次時間或距離 

（十二） 劃設階層式之管制範圍 

另外，圖 6-2 還顯示依據這些原則產生出的四條不同都會區域範圍界線類型

的構想，這將於下節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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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都會區域發展目標與都會區域範圍劃設原則關係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構想 

圖 6-3 表示都會區域發展目標、治理形式、界線類型與管制方式相互之間的

對應關係。其中發展目標與治理形式在各個社經特殊狀況下，均有其對應的公共

建設（或公共服務）類型（請參見圖 6-1 及其說明）；本研究利用專家問卷得出

其間的對應關係。並進而推理出台灣都會區域的劃設構想。 

 

都會區域劃設原則 都會區域範圍

界線類型 
空間發展目標 

財政效率 

經濟競爭力 

社會公平 

環境保育 

降低公共設施

提供成本 

創造附加價值

降低生產成本

保障受益權利

促進社會和諧

保育生態資源

提昇生活環境

品質 

社會公平界線

環境保育界線

成長管理界線

預測發展界線

確保公共設施最適服務規

模與範圍 

限制公共建設投資區位

允許彈性空間發展

鼓勵重點地區之發展

避免都市蔓延與擴張

限制環境敏感地區的開發 

鼓勵跨行政轄區之合作

鼓勵民間參與公共建設

確保基本維生設施供應

縮短活動旅次時間或距離 

劃設階層式之管制範圍

鼓勵不同功能地區結合

空間發展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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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都會區域發展目標、治理形式、界線類型與管制方式對應關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有關都會區域發展目標已多次陳述說明過，故不需在此贅述。本章底下首先

討論都會區域的公共建設（或服務）類型；其次，討論各種公共建設（或服務）

的治理形式；再則討論都會區域目標、公共建設（或服務）類型以及都會區域治

理的關係；最後，提出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構想。 

一、台灣都會區域公共建設（或服務）之類型 

都會區域的公共建設（或服務）之種類會隨著時空而異。一方面是因為各個

都會區域所在地的行政體制不同，其涉及到的跨行政轄區之設施就會不同。另一

方面是技術水準隨著時間在改變，因而都會區域的公共建設（或服務）項目也需

隨著改變，譬如由傳統鐵路到高速鐵路到高速通訊設備等均隨著技術水準而變

遷。換言之，公共建設（或服務）的種類會隨著時代而變遷；有些公共建設（或

服務）會在未來的社會出現，但是在當今技術水準及生活習慣下，有時很難以預

測未來會出現何種新的公共建設（或服務）。故，吾人僅能從當今的技術水平與

生活習慣下來討論分析台灣都會區域的公共建設（或服務）之類型。一般而言，

都會區域的公共建設（或服務）類型包括有下列數項：（一）運輸及通訊設施，

包括高速公路、快速道路、主要道路、高速鐵路、傳統鐵路、大眾捷運、航空站、

港埠、交通轉運站、電訊設施等；（二）休閒、遊憩與環保設施，包括公園綠地

治理形式

都會發展目標類型

界線類型

經濟市場與社會趨動力強弱

市場自償率高、社會自發力強 市場自償率低、社會自發力弱

彈性的、含糊的界線固定的、具體的界線

管制手段

強管制 弱管制

治理形式

政府 民間公私合夥

基本生存權益 生態環境保育 生活環境品質 社會凝聚力 經濟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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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體育館場設施、景觀遊憩設施等；（三）防災、安全及醫療設施，包括防

洪、防山崩、警政治安、消防設施、醫療設施等；（四）教育文化設施，包括大

學院校、社教設施、文化及歷史建物及遺跡、研究發展設施等；（五）能源及維

生系統設施（含衛生設施），包括自來水供應系統設施、電力供應系統設施、瓦

斯及天然氣供應系統設施、污水處理設施、廢棄物處理設施等；（六）產業發展

設施，包括工業園區、科學園區、經貿園區或金融貿易中心等。 

圖 6-4 台灣都會區域之公共建設（或服務）種類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專家表示贊同之數目(專家共十人)

鐵路
港埠

高速公路
航空站

產業園區

地震系統設施
避難系統設施

排水(雨污水排放)系

瓦斯天然氣系統設施
快速道路

主要道路
捷運

電信設施

公園
綠地空間
體育場所

大專教育設施
社會教育設施

文化歷史資產及設施

防洪系統設施
醫療系統設施

污染監測系統設施

電力系統設施
廢棄物處理系統設施

購物服務設施

交通轉運及儲貨設施
自來水系統設施

金融貿易服務設施

 
註：本圖係源自於本研究的專家問卷，由十位專家勾選台灣都會區域應供應的公

共建設（或服務），在十個專家中超過（含）七位即屬通過認可。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上述各種公共建設（或服務）會隨著各地行政轄區的體制而梢有不同，對某

些公共建設（或設施）在某些地方歸為都會區域權責，但在其它地方卻可能會被

歸為地方（縣市）之權責。本研究透過專家問卷（如附錄一），詢問那些設施係

屬於都會區域型之設施，其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6-4 所示。本研究在十位回答專家

學者中，採用七位以上（含七人）認同某一公共建設（或服務）歸屬於都會區域

型設施者，將其歸為未來台灣都會區域公共建設之重點項目。亦即未來應歸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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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會區域推動的公共建設（或服務）之種類包括：金融貿易服務設施、自來水系

統設施、交通轉運及儲貨設施、購物服務設施、廢棄物處理系統設施、電力系統

設施、污染監測系統設施、醫療系統設施、防洪系統設施、文化歷史資產及設施、

社會教育設施、大專教育設施、體育館場、綠地空間、公園、電訊設施、大眾捷

運設施、主要道路、快速道路系統、瓦斯天然氣系統設施、排水設施（雨污水排

放系統）、避難系統設施、地震系統設施、產業園區（含工業區、科學園區、研

發或育成中心）、航空站等。根據上述之標準（即十人中有七人以上認同屬於都

會區域的公共建設），則無法列為台灣都會區域公共建設之項目者僅包括有高速

公路、鐵路、及港埠等三項。 

二、公共建設（或服務）的治理形式 

為了有效率的提供公共建設（或公共服務），近年來對經濟市場失靈與政治

市場失靈的研究與學理突顯出選擇適當治理（governance）機制的重要性。某種

特定的公共建設（或公共服務）之治理形式是在經濟市場與政府之間選擇一個適

合於各該公建設（或公共服務）的一個位置。政治介入經濟市場用來瀰補經濟市

場之不足，經濟市場力量也是用來消弭政治市場可能產生的不合理；經濟市場與

政治市場兩者相互扶持，希望能讓外部性與交易成本降到較低之程度，並讓整個

社會的福祉提高。然而，公共建設（或公共服務）的種類非常繁多，為簡化說明

與討論，本研究僅選擇「政府」、「公私合夥」、以及「民間」三種治理形式作為

治理形式之分類。 

本研究透過專家問卷，詢問各種公共建設（或服務）適合的治理形式，茲將

調查結果統計如表 6-1 所示，專家問卷對各種公共建設（或服務）治理形式之詳

細統計請參見附錄一所示。 

表 6-1 都會區域公共建設（或服務）種類與治理形式之關係 

治理形式 政府 公私合夥 民間 

公共建設 
種類 

航空站、快速道路、主要

道路、公園、綠地空間、

排水系統、防洪系統、自

來水系統、污染監測系

統、地震系統設施、避難

系統設施、文化歷史資產

及設施 

大眾捷運系統、交通轉運

及儲貨設施、大專教育設

施、產業園區、電力系統

設施、社會教育設施、醫

療系統設施、文化歷史資

產及設施、體育場所 

電信設施、購物服務設

施、金融貿易服務設施、

廢棄物處理系統設施、瓦

斯天然氣系統設施 

註：本表源自本案專家問卷，對各公共建設勾選適合的治理形式統計而來，在十個專家中超過四

位（因為每位專家僅能在三種治理形式中單選一項，四位勾選已超過平均值 3.3 位）則被列為適

合該種治理形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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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都會區域發展目標與公共建設（或服務）種類之關係 

都會區域的公共建設（或公共服務）對都會區域發展所扮演的角色會隨著公

共建設（或服務）之種類而有不同。有些公共建設（或服務）對都市競爭力會有

較大的裨益，但其對公平性卻沒有多大幫助；另外卻有些公共建設（或服務）對

居民基本生存受益權之保障確是非常重要的。當然，都會區域中也可能存在某些

公共建設（或服務）是同時對數種空間發展目標有幫助的。本研究透過專家問卷

詢問各種公共建設（或服務）影響都會區域發展目標的重要性，經由統計後顯示

於表 6-2。 

表 6-2 台灣都會區域公共建設（或服務）與都會發展目標之關係 

經濟競爭力 社會公平 環境保育 
都會區域發展目標 

公共建設（或服務）種類 
財政效

率 增進效益
降低生產

成本 

基本生

存受益

權利 

文化 
凝聚 

生活環

境品質 
生態 
保育 

快速道路 18 10 2 8 0 10 3

主要道路 15 6 2 13 0 7 2

大眾捷運 24 7 2 14 0 12 1

航空站 19 11 0 5 0 9 4

電信設施 15 12 2 12 1 8 1

交通轉運及儲貨設施 16 12 9 5 0 10 2

公園 6 1 0 18 3 22 10

綠地空間 5 0 1 15 2 16 14

體育場所 10 1 3 14 4 13 1

大專教育設施 9 8 6 15 8 8 0

社會教育設施 4 1 3 18 15 9 0

文化歷史資產及設施 4 0 2 13 18 9 2

防洪系統設施 8 6 2 13 0 18 6

地震系統設施 8 4 2 15 0 15 5

醫療系統設施 16 0 3 20 3 14 0

避難系統設施 8 4 2 23 0 15 1

污染監測系統設施 5 4 4 18 0 21 11

自來水系統設施 14 1 3 23 0 18 1

排水（雨污水排放）系統

設施 
6 0 3 14 0 20 6

電力系統設施 9 2 4 24 0 20 1

瓦斯天然氣系統設施 9 2 5 19 0 15 4

廢棄物處理系統設施 6 2 1 15 0 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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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競爭力 社會公平 環境保育 
都會區域發展目標 

公共建設（或服務）種類 
財政效

率 增進效益
降低生產

成本 

基本生

存受益

權利 

文化 
凝聚 

生活環

境品質 
生態 
保育 

產業園區 14 19 4 4 2 5 0

金融貿易服務設施 20 17 7 12 1 7 0

購物服務設施 20 18 5 7 0 8 0

註：本表中的數值係由專家問卷中專家對重要程度勾選加權而得；每個目標專家得選擇三種重要

程度，等級最高者加權數為 3，次重要者為 2，等級最低者為 1，而各格位之數值代表重要性程

度加權數乘上贊同（或勾選）此重要程度之專家人數。本表中框網底者代表加權統計在 15 分以

上，其相當於十個專家（或學者）中有五位以上均勾選該設施對該目標為最重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台灣都會區域發展目標、公共建設（或服務）類型與治理形式的關係 

根據前述，台灣的都會區域計畫應以部門發展計畫為主；亦即公共建設（或

公共服務）的供應治理機制將為未來台灣都會區域計畫的主要內涵。其中某些公

共建設（或服務）對某些特定發展目標有重要之影響，再考慮公共建設（或服務）

適合的治理形式，即可綜合出表 6-3 的都會區域發展目標、公共建設種類與治理

形式之關係。 

表 6-3 都會區域發展目標、公共建設（含服務）類型與治理形式 

設施類型 治理形式目

標類型 
政府 公私合夥 民間 

財政效率 
航空站、快速道路、主

要道路、排水、防洪、

及自來水系統 

大眾捷運系統、交通轉

運及儲貨設施、醫療系

統 

購物服務設施、金融貿

易服務設施、電信設施

增進效益 ―――― 產業園區 金融貿易服務設施、購

物服務設施 經濟 
競爭力 

降低成本 ―――― ―――― ―――― 

生活環境品

質提升 

公園、綠地空間、排水、

防洪、地震設施、避難

設施、污染監測、自來

水、污染監測、排水系

統設施 

電力系統設施 瓦斯天然氣設施、廢棄

物處理設施 環境 
保護 

生態保育 ―――― ―――― ―――― 

基本生存受

益權 

公園、綠地空間、地震

設施、避難設施、自來

水系統、污染監測 

大專教育、社會教育設

施、醫療、及電力設施

瓦斯天然氣設施、廢棄

物處理 社會公平

或和諧 
文化凝聚 文化歷史資產及設施 社會教育設施、文化歷

史資產及設施 ―――― 

註：本表係由專家問卷中，專家對公共建設（或公共服務）類型對都會區域發展目標的重要程度

勾選結果統計而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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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界定構想 

綜合前述，提出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界線的構想示意如圖 6-5。圖 6-5 也代表

台灣都會區域的一種空間結構之想法。此一構想將一個都會區域以四種界線分割

出四種區劃。四種界線包括社會公平界線、環境保護界線、成長管理界線、以及

預測發展界線。四條界線中最外圍的是「社會公平界線」，跨出社會公平界線之

外即非屬此一都會區域的領域；在社會公平界線之內的居民得享有「基本生存受

益權利之保障」，故將該界線稱之為「社會公平界線」。向內緊接著應劃設第二條

的界線為「環境保育界線」。環境保育界線係為規範區隔「國土保育地區」與「緩

衝發展地區（buffer zone）」的界線。也就是，在「社會公平界線」與「環境保育

界線」之間，係屬國土保育地區。國土保育地區範圍內是以國土資源的保育為主，

在國土保育地區範圍內之土地，基本上土地開發行為是受到相當嚴格的限制的；

故將第二條界線稱之為「環境保育界線」。再則，都會區域範圍的最內層應劃設

「成長管理界線」，該界線之目的在規範都會區域的主要活動範圍，避免蔓延發

展。在成長管理界線以內的地區稱之為「重點投資地區」，乃是都會區域公共建

設（或公共服務）的重點地區；在成長管理界線範圍外之地區是都會區的緩衝發

展地區。另外，介於向「成長管理界線」與「環境保育界線」之間可繪出一條「預

測發展界線」。該預測發展界線旨在提供未來發展所需之成長空間，此一成長空

間應是以彈性的規劃許可或開發許可方式處理，不應直接授予發展權，應視公私

投資或開發對整個都會區域的貢獻來決定是否準予開發。 

圖 6-5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界線構想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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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界線之構想，係綜合考量台灣都會區蔓延發展之現

況、台灣都會區域計畫之定位、永續城鄉發展之理念、以及制度設計等考量而形

成的構想。基本上，台灣的都會區域計畫宜定位為整合部門投資在空間發展上的

策略式計畫。而策略式計畫係指計畫用來趨動利害關係人為共同發展目標而打

拼。策略式計畫的作法或誘因不外乎採用空間發展概念圖、公共投資、開發財務

機制以及開發管理制度等作為誘導或管制空間發展秩序的工具。永續城鄉發展理

念現已成為空間規劃的潮流，其主張區域應採取緊凑發展，以減少能源及土地資

源的浪費或破壞。至於在制度設計的考量也陳述在第二章中，其中對於具有經濟

市場自償性誘因或是具備社會內在自發力量者，應儘量減少政府干預或介入；對

於缺乏經濟市場誘因且缺乏社會自發力量者，則宜由政府建構外在制度以介入市

場。 

圖 6-5 將都會區域範圍劃設出四個區劃，以利施予不同寬嚴程度的規範。對

於缺乏市場（含經濟與政治市場）機制者，政府應施予較強而有力的干預。譬如

基本生活受益權是社會上每人均應享有的權利，故「社會公平界線」代表整個都

會區域範圍均被涵蓋到，其範圍內應提供「基本生存受益權利之保障」之設施，

諸如公園、綠地空間、地震系統設施、避難系統設施、自來水系統、污染監測（以

上由政府提供）、大專教育設施、社會教育設施、醫療系統設施、電力系統設施

（以上由公私合夥方式提供）、以及瓦斯天然氣系統設施、廢棄物處理（此兩項

由民間自行提供）。至於介於「社會公平界線」與「環境保育界線」之間的國土

保育地區是嚴格控制土地開發行為的地區，因為基於自然或生態環境一旦被破壞

時，整個社會成本太高，故對具有環境敏感之地區需施以較強制的管制作法，將

都市活動儘量吸引在「成長管理界線」範圍內。要作到都市活動能集中在成長管

理界線範圍內，需要多管齊下，一方面對外圍地區限制發展，另一方面在內圍的

成長管理界線範圍內，施以公共投資作為吸引活動集中的誘因。對於成長管理界

線之外的範圍則不鼓勵土地開發或公共建設之行為，但土地開發或公共建設還是

可以在緩衝發展區透過規劃或開發許可來設置（即需建制規劃（或開發）許可制

度），只是該申設過程或多或少可以阻止蔓延發展，至於阻止蔓延的效果當然是

視制度設計好壞而定。 

或許上述的制度設計仍無法阻絕活動蔓延，此時還可加上土地開發財務機制

作為輔助。對於市中心地區的都市更新或再發展，應以財稅補貼加以鼓勵；反過

來，對於越外圍的緩衝發展地帶則要求的義務負擔應越多，以降低開發商在外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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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進行土地開發的利益。 

成長管理界線範圍內的公共建設（或服務）之類型將會包括表 6-3 中為了提

升都會區「經濟競爭力」、保障居民享有「基本生存受益權」、提高「生活環境品

質」、促進「文化凝聚」等之公共建設（或服務），但各種公共建設（或服務）的

提供系統無論如何均需符合財政效率。 

在這兒必須強調，成長管理界線之外的緩衝發展地帶只是「不鼓勵」土地開

發行為。但所謂「不鼓勵」，並非指「禁止」，而是指可以申請土地開發（或公共

建設）等投資行為，但需經過規劃許可或開發許可之審查。對於超越成長管理界

線範圍之外，而且是無關國土保育問題的土地開發（或民間投資）行為，倘若能

促進經濟競爭力、或提升居民生活環境品質、或提高財政效率應是值得鼓勵的。

換言之，對緩衝發展地區的規劃或開發許可之審議，其審議內容應以該土地開發

能符合促進經濟競爭力、或提升居民生活環境品質、或提高文化凝聚等應考量其

申請開發的合理性；惟任何的規劃或開發許可通過的必要條件均應符合提高財政

效率之前提。 

若我們將上述劃出的四個地區與國土計畫法草案中的三個功能區域連結思

考。其對應關係如下：國土計畫法草案中的城鄉發展區應可對應於上述構想的重

點投資地區；國土計畫法草案中的農業發展區應可對應於上述構想的緩衝發展區

（其中包含未來成長地區）；至於環境保育區則在國土計畫法草案以及上述構想

中幾乎是等同的。 

第三節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步驟 

根據上節的都會區域之範圍界線與空間結構構想，則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界線

有固定界線與彈性界線兩類。固定界線是以政府為規劃主體，其考量整個都會區

域發展如何能達成社會公平、經濟競爭力、環境保育、以及財政效率等目標。其

中包括「基本生存受益權保障地區範圍」、「國土保育地區範圍」、「重點投資地區

範圍」以及「緩衝發展地區範圍」的劃設。彈性界線則係以民間（含公私合夥組

織）為規劃主體，其為了在緩衝發展地區（即超越該都會區域的成長管理界線範

圍，或稱重點投資地區範圍）申請某種土地開發，其若符合提升都會區「經濟競

爭力」、提高居民「生活環境品質」、或是促進「文化凝聚」等之土地開發，得考

量審議其規劃或開發許可。但土地開發之許可應以促進財政效率為前提。固定界

線的都會區域範圍含有四條界線（但這些界線可能有重疊之情形），其間區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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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寬嚴管制程度的地區，以利政府控管使用。彈性界線所涉及的問題，主要是

民間為了私人目的而引發的與公共目標的衝突。即使民間（含公私合夥組織）為

了私人目的，但仍需要求其土地開發行為能符合公共目標。因而需以公共目標能

否達成或改進作為能否通過審議之條件。故以下區分固定界線與彈性界線說明其

劃設步驟，事實上對都會區域範圍界線劃設而言，政府僅需劃設上述構想的四條

固定界線；至於彈性界線其實是審議機制的問題。 

甲、 固定界線劃設步驟 

圖 6-6 用來表達固定界線的劃設步驟。茲將固定界線的劃設步驟說明如下。 

（一）步驟一：決定台灣都會區域的個數 

第四章對台灣空間結構之發展歷程分析，可看出台灣從民國四十年代開始，

人口與產業活動已逐漸往幾個核心地區集中，形成台北、台中及高雄（含台南）

三大都會區域。即使在三大都會區域內的活動，存在核心往週邊蔓延的現象（此

一現象主要出現在台北都會區域），但台灣三大都會區域之空間結構之形成過

程，已孕育了近半個世紀的歷史。然而，隨著交通與通訊技術的進步，全球經濟

分工體系的變遷，都會區域的人口、產業、以及面積規模均不斷挑戰新高。未來

台灣究竟要採納的都會區域個數為多少？這並無標準化的答案。若認為都會區域

應強調的是都市競爭力，則全台灣宜僅採納一個都會區域（顯然是以台北為整個

都會區域的中心）。若以福利國家的思維，則社會公平乃是公共資源分配的最重

要考量，此時的都會區域個數應傾向於增加。 

（二）步驟二：劃設「基本生存受益權保障」範圍 

都會區域的「基本生存受益權保障」範圍係以政府有責任保障人民的生存權

益，這是傾向於福利國家的公平思維。該範圍即圖 6-5 所顯示的「社會公平界線」

以內所涵蓋的範圍。除非區域中有些地區連基本生存設施均不予提供，否則「社

會公平界線」應是都會區域的最外圍界線。 

（三）步驟三：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範圍 

都會區域的「國土保育地區」範圍係為了維護水、土、林等自然資源之保育，

而對環境敏感地區事先加以土地開發之管制，以避免人為破壞自然環境。該範圍

即圖 6-5 所顯示的「社會公平界線」與「環境保育界線」之間所涵蓋的範圍。「社

會公平界線」之劃設已說明於步驟二。「環境保育界線」之劃設需由內政部協調

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來劃設。 

（四）步驟四：劃設「重點投資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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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顯示出「重點投資地區」範圍係「成長管理界線」以內之範圍，所以

劃設「重點投資地區」範圍與劃設「成長管理界線」同義。所謂重點投資即是一

種鼓勵活動駐足的誘因。前面各章已多次顯示，為了達成環境保育、財政效率、

經濟競爭力等目的，緊凑發展的都會區域型態是一種較佳的選擇。為了鼓勵緊凑

發展，「成長管理界線」是智慧型成長管理作法之一。「重點投資地區」係屬都會

區域發展控制的最內圍地區。 

（五）步驟五：劃設「預測發展界線」 

在緩衝發展地區應允許申辦規劃或開發許可案件。為了抑制在緩衝發展地區

產生蔓延發展之現象，或許有必要在緩衝發展地區內再區劃成兩種不同的管制地

區，施以不同程度的開發管制，此一界線將其命名為「預測發展界線」。對較靠

近重點投資地區者，給予相對較輕的開發管制；對靠近環境保育地區者，給予相

對較重的開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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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台灣都會區域固定範圍界線劃設步驟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彈性界線劃設步驟 

民間（含公私合夥組織）為了其私人目的尋求在緩衝發展地區範圍內獲得規

劃或開發許可，這是某種蔓延發展的行為。若寬鬆的允許其土地開發行為，則成

長管理界線形同虛設；若過度嚴格把關，不允許這種私人投資行為，又可能妨礙

到私部門的產業發展。而考量是否核可這種私人土地開發之投資，其核可條件需

考量是否有助於促進經濟競爭力、提升生活環境品質、提高文化凝聚等公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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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都會區域相關資料 

決定都會區域個數 

社會公平界線劃設 

成長管理界線及 
預測發展界線劃設 

1.空間供需是否符合活 
 動需求？ 
2.是否符合公平？ 
3.是否符合環境保育？ 

是 

否 

區域內服務人口數最大

環境保育界線劃設 
環境保育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提供保育範圍 

都會範圍界線劃設完成 

社
會
價
值
觀 

目
標
體
系
權
重 

各區域人口數、二、三

級產業就業員工比例 

各區域周邊地區至都會

核心地區之旅次數

都會區域之周邊地區之確定 

都會區域之核心地區之確定 



子計畫 2－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準則之研究 

116 

延發展，對擬於緩衝發展地區申辦土地開發案件之許可，應以其有助於促進財政

效率為必要條件。而這種允許民間在緩衝發展地區進行土地開發，事實上是一種

允許都會區域具有彈性界線的作法。如同前面所述，經濟競爭力的提升是無法以

固定界線將產業活動框架住的，因而為了避勉成長管理界線對某些經濟或產業活

動過度壓抑或扭曲，彈性界線的制度有必要存在。 

（一）步驟一：檢核申辦案件是否符合公共目的 

1. 檢核申請在緩衝發展地區進行土地開發案件是否有助於促進經濟競爭力？ 

這部份的檢核可以視該土地開發案件是否有助於該都會區域的功能組

合。根據本研究的專家問卷，專家認為一個都會區域的重要功能之排序可參

見圖 6-7 所示。對於能夠補足都會區域缺乏的功能，其土地開發案件宜優先

考量。 

圖 6-7 台灣都會區域涵蓋功能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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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其數值越高代表專家認為該功能對都會區域越重要。 

（資料來源：本研究專家問卷之序數加權統計結果） 

2. 檢核申辦案件是否有助於提高居民的生活環境品質？ 

為了檢核申辦案件是否有助於提高居民的生活環境品質，表 6-3 的資料

可供參酌。該表顯示公園、綠地空間、排水系統、防洪系統、地震系統設施、

避難系統設施、污染監測、自來水系統、污染監測、排水系統設施、電力系

統設施、瓦斯天然氣系統設施、廢棄物處理系統設施等是確保居民生活環境

品質的公共建設（或服務）。因而，對於申辦規劃或開發許可的案件可檢核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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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開發案是否在鄰近地區已具備上述的公共建設（或服務），若無的話，需

要求申辦開發許可者自行提供。 

3. 檢核申辦案件是否有助於提升文化凝聚力 

（二）步驟二：檢核申辦案件是否有助於提升財政效率 

1. 決定申辦案件應檢核對那幾種公共建設（或服務）造成財政效率之影響 

為了檢核申辦案件是否有助於提升財政效率，可針對表 6-2 中治理形式

屬於政府者，來檢核該土地開發案是否會有助於降低政府的成本。 

2. 檢核申辦案件是否有助於降低該些公共建設（或服務）的平均成本 

檢核一個土地開發許可案是否有助於降低公共建設（或服務）平均成本

之方法請參見附錄二所示。 

第四節 小結 

表 6-4 係綜合上述整理出的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界線、治理形式、公共建設類

型、與管制強度之間的關係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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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界線、治理形式、公共建設類型、與管制強度關係一覽表 
治理形式與公共建設種類 

界線與範圍 範圍名稱 企圖達成之目標
政府 公私合夥 民間組織 

界線類型與管

制強度 

社會公平界

線之內 

區域範圍 基本生存受益權

之保障 

公園、綠地空間、地震設施、避難

設施、自來水系統、污染監測、 

大專教育、社會教育設施、醫療、

及電力設施 

瓦斯天然氣設施、

廢棄物處理 

固定界線，強、

中、或弱管制 

社會公平界

線與環境保

育界線之間

環境保育

地區 

生態保育 ―――― ―――― ―――― 固定界線，強管

制 

成長管理界

線之內 

重點投資

地區 

經濟競爭力、財政

效率、生活環境品

質、文化凝聚 

航空站、快速道路、主要道路、排

水、防洪、及自來水系統、公園、

綠地空間、地震設施、避難設施、

污染監測、文化歷史資產及設施 

產業園區、大眾捷運系統、交通轉

運及儲貨設施、大專教育、社會教

育設施、醫療、電力設施、文化歷

史資產及設施 

購物服務設施、金

融貿易服務設施、

電信設施、瓦斯天

然氣設施、廢棄物

處理 

固定或彈性界

線，弱管制 

成長管理界

線與環境保

育界線之間

緩衝發展

地區 

經濟競爭力、財政

效率、生活環境品

質 

―――― 產業園區 ―――― 彈性界線，中偏

強管制 

成長管理界

線與預測發

展界線之間

未來成長

地區 

經濟競爭力、財政

效率、生活環境品

質 

航空站、快速道路、主要道路、排

水、防洪、及自來水系統、公園、

綠地空間、地震設施、避難設施、

污染監測 

產業園區、大眾捷運系統、交通轉

運及儲貨設施、大專教育、社會教

育設施、醫療、電力設施 

購物服務設施、金

融貿易服務設施、

電信設施、瓦斯天

然氣設施、廢棄物

處理 

彈性界線，中偏

弱管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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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之劃設 

根據上章提出的規劃原則、構想與步驟，本章乃根據規劃目標、治理形式以

及劃設範圍所需考量變數，針對台灣地區進行都會區域範圍界線之劃設。本章首

先，先界定都會區域四條界線範圍之衡量變數；繼而根據規劃目標，調整衡量變

數之指標值，藉此決定都會區域之數目及其範圍；最後，透過問卷評估各方案，

並決定最適方案。 

第一節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衡量變數 

承續第六章，都會區域範圍之劃定乃依據四條界線，分別是「社會公平界

線」、「環境保育界線」、「成長管理界線」與「預測發展界線」，以下將分別敘述

各界線之考量目標、原則、及衡量變數。 

一、社會公平界線 

（一）考量目標 

本界線主要是考量「社會公平」目標中之次目標「受益權利」所劃設，其目

的希冀範圍內之民眾皆可均等受益。 

（二）原則 

其界線範圍之劃設是以目前區域計畫範圍為主，考量原則為相鄰性、區域內

所涵括之人口數與鄉鎮市數之最大化。 

（三）衡量變數 

其範圍劃設之衡量指標有區域內（服務）人口、區域內鄉鎮市數以及鄉鎮市

區相鄰性。而在區域內（服務）人口方面，其要求區域內之人口數須滿足某一指

標值；而在區域內鄉鎮市數方面，其要求鄉鎮市數須滿足某一指標值；另外，在

鄉鎮市區相鄰性方面，則是強調鄉鎮市區間須具有地理位置上之鄰近性。 

二、環境保育界線 

（一）考量目標 

本界線主要是基於「環境保育」目標中之次目標「生態保育」所劃設，其目

的是為了生物物種之保育，維持生態物種之多樣性與歧異度，並維持生態系系統

之正常運作。 

（二）原則 

其界線範圍之劃設需包涵環境敏感地、物種棲地以及具特殊環境景觀價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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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並須考量生態活動之地區與廊道，以維持生態系統正常之運作。 

（三）衡量變數 

其範圍劃設之衡量指標有動植物種類、數量、保育價值（亦即是否屬於稀有

之物種）及其活動分布狀態，而藉由其分布狀況決定活動之地區及廊道，並進一

步決定環境保育界線之劃設。但「環境保育界線」因涉及農、林、水保等資料蒐

集問題，再加上該項作業為子計畫 7.10 之工作內容，因此，該界線將由環境保

育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或其他子計畫劃設之結果為準。 

三、成長管理界線 

（一）考量目標 

本界線主要為城鄉發展之範圍界線，其界線範圍內之「重點投資地區」，包

涵了核心與周邊地區，而其界線之劃設須整合多項目標，如：「財政效率」目標、

「經濟競爭力」目標、「社會公平」目標中之次目標「意識文化凝聚」、「環境保

育」目標中之次目標「生活環境品質」等。其目的在於使政府公共建設之財政支

出達最適效率，並使座落於都會區域內廠商享有學習、調適與創新能力等效益，

以及降低產品生產或服務提供之成本。另外，希冀能夠維持地區之生活環境品

質，以及凝聚地區意識， 

（二）原則 

其範圍界線之劃設要求重點投資地區（核心與周邊地區）須緊密發展，以避

免都市蔓延現象發生，而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此外，並強調都會區域內核心間、

核心與周邊間之連結上是有關聯、有效率的。 

（三）衡量變數 

成長管理界線之範圍包涵核心地區與周邊地區，核心地區之衡量指標為人口

與產業面向，周邊地區之衡量指標為交通面向。 

其中，在人口面向中，以「現況人口數」或「現況人口密度」為衡量指標，

並依不同方案之要求設定最適值；在產業面向中，以「現況二、三級產業員工數

（非農產業員工數）」或「現況二、三級產業員工比例（非農產業員工比例）」為

衡量指標，並依不同方案之要求設定最適值；在交通面向中，以「至核心地區之

現況通勤旅次數」或「至核心地區之現況通勤比例」為衡量指標，並依不同方案

之要求設定最適值。 

四、預測發展界線 

（一）考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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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界線主要為提供重點投資地區未來發展所需之土地，以符合活動之需要，

而其界線之劃設亦須整合多項目標，如：「財政效率」目標、「經濟競爭力」目標、

「社會公平」目標中之次目標「意識文化凝聚」、「環境保育」目標中之次目標「生

活環境品質」等。 

（二）原則 

其範圍界線劃設是因應未來空間之預測需求，以提供所需之土地。故首先須

檢視成長管理界線內之空間是否已不敷未來需求，若真是如此，才須進行範圍劃

設，而其劃設原則與成長管理界線相同，同樣要求不破壞生態環境之緊密發展，

並強調範圍內都會區域內核心間、核心與周邊間之網絡連結是有關聯、有效率的。 

（三）衡量變數 

經過未來空間需求與現況供給之評估後，若須劃設預測發展界線時，其劃設

衡量指標為「未來預測人口增量」，並以此計算所要增加活動空間需求，接著再

進行原有成長管理界線之擴大。 

第二節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方案 

在不同考量原則與準則（指標值）下，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方案總計有

四個，詳細如下，而每ㄧ種方案皆涵括四條界線，只是因考量原則的不同，致使

某些界線會有所重合。而在以下各方案中，經過人口預測發現，成長管理界線內

之空間可容納未來 25 年之空間需求，故在各方案中，成長管理界線皆等同於預

測發展界線。 

ㄧ、現行區域計畫範圍方案 

維持目前現有四個區域計畫之分區形式，而全島皆為重點投資地區。雖此方

案之缺點已如本研究在第二節分析所示；但因不必重新調整都會區域的範圍，故

可減少新的政治壓力和治理困擾。 

二、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 

為兼顧各目標綜合達成之目的，以及顧及各區域均衡發展之目標下，根據各

區域之發展情況，研擬所適用之指標值，而其劃設之準則（指標值）、範圍界線

與調整過程分別敘述如下。 

（一）社會公平界線 

1. 北部都會區域社會公平界線 

（1） 指標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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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部都會區域社會公平界線之劃設，主要是基於「均等受益權利」之

理念，而目的就是希冀範圍內之民眾皆可均等受益。因此，劃設之指標即

是以北部區域鄉鎮市區人口數最大化為主要考量，再加上地理相鄰性之考

量。 

（2） 範圍劃設結果 

根據上述所選取之指標，其涵蓋鄉鎮市包括了台北市、台北縣、基隆

市、宜蘭縣、桃園縣、新竹市與新竹縣等縣市所轄之鄉鎮市區。 

2. 中部都會區域社會公平界線 

（1） 指標選取 

中部都會區域社會公平界線之劃設，主要是基於「均等受益權利」之

理念，而目的就是希冀範圍內之民眾皆可均等受益。因此，劃設之指標即

是以中部區域鄉鎮市區人口數最大化為主要考量，再加上地理相鄰性之考

量。 

（2） 範圍劃設結果 

根據上述所選取之指標，其涵蓋之鄉鎮市包括了苗栗縣、台中縣、南

投縣、台中市、彰化縣、雲林縣等縣市所轄之鄉鎮市區。 

3、南部都會區域社會公平界線 

（1） 指標選取 

南部都會區域社會公平界線之劃設，主要是基於「均等受益權利」之

理念，而目的就是希冀範圍內之民眾皆可均等受益。因此，劃設之指標即

是以南部區域鄉鎮市區人口數最大化為主要考量，再加上地理相鄰性之考

量。 

（2） 範圍劃設結果 

根據上述所選取之指標，其涵蓋之鄉鎮市包括了嘉義縣、嘉義市、高

雄縣、台南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等縣市所轄之鄉鎮市區。 

（二）環境保育界線 

「環境保育界線」因涉及農、林、水保等資料蒐集問題，再加上該項作業為

子計畫 7.10 之工作內容，因此，該界線將以其他子計畫劃設之結果為準。 

（三）成長管理界線 

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主要為城鄉發展之範圍界線，其包括了核心與周邊地

區。基於「緊密發展」與「重點投資於核心地區」之理念，並確實達到財政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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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品質與生態保育之目標，因此，核心須以嚴格之標準來界定（指標值須

在「同區」排序前 10％），而周邊地區則以過半數之標準來界定（指標值須在「同

區」排序前 50％）。但在範圍劃定後，須計算其容納人口數，並與現況人口相比

較，若可容納人口小於現況人口，則須將核心與周邊之標準放寬，並根據圖 6-6

來操作，直至收斂為止。 

1. 北部都會區域 

（1） 分析過程與準則決定 

首先，將「人口數」、「二、三級產業員工比例（非農產業員工比例）」、

「周邊地區至核心地區之現況通勤旅次數」三變數作排序後，以「人口數」

為 300,000 人或「二、三級產業員工比例」為 0.95，作為核心地區之準則；

而以「周邊地區至核心地區之現況通勤旅次數」為 7,500，作為周邊地區

之準則，而核心與周邊所涵蓋之範圍即為北部都會區域之成長管理界線之

範圍。 

接著，透過成長管理界線內住宅區總面積來推估所能容納之人口數，

而可容納人口 11,196,391 人，明顯大於民國 94 年之現況人口 7,470,359

人，因此，不須進行調整。故北部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之準則如表 6-6

示。 

表 7-1 三個緊湊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北部都會區域各衡量指標 
之敘述統計表 

103736.88 .6327 31180.88
59585.00 .7070 7417.00

50730a .97a 20503a

110218.61 .3311 47270.42
1.215E+10 .1097 2.234E+09

528163 .97 220030
4531 .03 147

532694 1.00 220177
9232582 56.31 2775098
25081.00 .3460 2085.50
59585.00 .7070 7417.00

143926.00 .9264 46288.00
177796.00 .9475 52634.00
272500.00 .9634 104305.00

平均數
中位數
眾數
標準差
變異數
範圍
最小值
最大值
總和

25
50
75
80
90

百分位
數

人口數 二三級比 旅次數

存在多個眾數，顯示的為最小值。a. 
 

（資料來源：整理自內政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2001 與

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9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2000
與行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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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北部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

之準則與分析結果 
界線 劃設準則 住宅區面積

（公頃）

可容納人口 民國 94 年

人口數 

成長

管制

界線 
 

核心地區之標準： 
人口數=300,000 
二、三級產業員工比例=0.95 
周邊地區之標準： 
至核心地區之現況通勤旅次數=7,500

15,916.5657 11,196,391 7,470,359

（資料來源：整理自內政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2001 與

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9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2000
與行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2001 與行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2005） 

（2） 範圍劃設結果 

根據上述準則，成長管理界線範圍劃設結果如圖 7-1 示，明顯可見台

北縣市、基隆市、桃園縣已集結成為一個功能區域，其是以台北縣市、基

隆市為雙核心發展之次區域。而其涵蓋之鄉鎮市則如表 7-3 所示。 

由圖 7-1 知，核心地區仍集中在台北縣市、基隆市與新竹市發展程度

較高之地區，對照圖 4-14 可發現這些區域為人口聚居之處。另外，由產

業機能來看，對照圖 4-8 與圖 4-10 則可發現台北市核心區具有商業、金

融等三級產業之機能，台北縣核心區具有製造業之機能，而新竹市核心區

則具有高科技產業之機能，另外，基隆市核心區則具有倉儲、轉運之產業

機能。而周邊地區的鄉鎮市與核心地區彼此具有通勤活動上之連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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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北部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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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整理自內政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2001 與

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9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2000
與行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2001） 

表 7-3 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北部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

範圍內之鄉鎮市區 

 縣市 鄉鎮市區 
台北市 內湖區、中山區、松山區、大同區、南港區、信義區、

萬華區、中正區、大安區 
台北縣 汐止市、蘆洲市、新莊市、板橋市、永和市、中和市、

土城市、三重市 
基隆市 安樂區、中山區、中正區、信義區、仁愛區 

核心地區 

新竹市 北區 
台北市 北投區、士林區、文山區 
台北縣 淡水鎮、五股鄉、泰山鄉、樹林市、新店市、鶯歌鎮、

三峽鎮、林口鄉 
基隆市 七堵區、暖暖區 
桃園縣 桃園市、八德市、中壢市、龜山鄉 
新竹市 東區、香山區 

周邊地區 

新竹縣 竹東鎮、竹北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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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部都會區域 

（1） 分析過程與準則決定 

首先，將「人口數」、「二、三級產業員工比例（非農產業員工比例）」、

「周邊地區至核心地區之現況通勤旅次數」三變數作排序後，以「人口數」

為 120,000 人或「二、三級產業員工比例」為 0.75，作為核心地區之準則；

而以「周邊地區至核心地區之現況通勤旅次數」為 1,500，作為周邊地區

之準則，而核心與周邊所涵蓋之範圍即為中部都會區域之成長管理界線之

範圍。 

接著，透過成長管理界線內住宅區總面積來推估所能容納之人口數，

而可容納人口 8,218,794 人，明顯大於民國 94 年之現況人口 3,361,453 人，

因此，不須進行調整。故中部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之準則如表 7-5 所示。 

表 7-4 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中部都會區域各衡量指標之

敘述統計表 

54100.31 .3499 9367.3662
35763.50 .2832 1642.0000

5469a .04a 159.00a

46445.17 .2476 19363.6014
2.157E+09 6.128E-02 374949058

225660 .96 81803.00
5469 .04 159.00

231129 1.00 81962.00
5734633 37.09 665083.00
21420.00 .1431 790.0000
35763.00 .2832 1442.0000
68353.00 .4895 4896.0000
84607.00 .5536 7242.8000

117677.00 .7484 41992.2000

平均數
中位數
眾數
標準差
變異數
範圍
最小值
最大值
總和

25
50
75
80
90

百分位
數

人口數 二三級比 旅次數

存在多個眾數，顯示的為最小值。a. 
 

（資料來源：整理自內政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2001 與

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9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2000
與行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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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中部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

之準則與分析結果 

界線 劃設準則 
住宅區面積

（公頃）
可容納人口 

民國 94 年

人口數 

成長管理

界線 

核心地區之標準： 
人口數=120,000 
二、三級產業員工比例=0.75 
周邊地區之標準： 
至核心地區之現況通勤旅次數

=1,500 

11,683.673 8,218,794 3,361,453

（資料來源：整理自內政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2001 與

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9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2000
與行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2001 與行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2005） 

（2） 範圍劃設結果 

根據上述之準則，其成長管理界線範圍劃設結果如圖 7-2 示，明顯可

見目前中部都會區集中於台中市及台中縣、彰化縣部分鄉鎮市，其是以台

中市為核心發展之次區域，而其發展規模比起南北都會區明顯較小。此

外，其涵蓋之鄉鎮市則如表 7-6 所示。 

由圖 7-2 知，核心地區仍集中在台中縣市、彰化市中都市化程度較高

之地區，對照圖 4-14 可發現這些區域為人口聚居之處。另外，由產業機

能來看，對照圖 4-8 與圖 4-10 則可發現台中市核心區具有商業、金融等

三級產業之機能，而台中縣與彰化縣核心區則具有製造業與倉儲之機能。

而周邊地區的鄉鎮市與核心地區彼此具有活動上之連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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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三個緊湊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中部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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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整理自內政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2001 與

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9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2000
與行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2001） 

表 7-6 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中部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

範圍內之鄉鎮市區 
 縣市 鄉鎮市區 

台中市 北屯區、西屯區、北區、南屯區、西區、東區、中區、

南區 
台中縣 豐原市、太平市、大里市 

核心地區 

彰化縣 彰化市、員林鎮 
台中縣 東勢鎮、神岡鄉、沙鹿鎮、大雅鄉、潭子鄉、龍井鄉、

大肚鄉、霧峰鄉、烏日鄉、大甲鎮、清水鎮、新社鄉、

石岡鄉、梧棲鎮 
彰化縣 和美鎮、花壇鄉、芬園鄉、秀水鄉、鹿港鎮 

周邊地區 

南投縣 草屯鎮、埔里鎮、南投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 南部都會區域 

（1）分析過程與準則決定 

首先，將「人口數」、「二、三級產業員工比例（非農產業員工比例）」、

「周邊地區至核心地區之現況通勤旅次數」三變數作排序後，以「人口數」

為 130,000 人或「二、三級產業員工比例」為 0.85，作為核心地區之準則；

而以「周邊地區至核心地區之現況通勤旅次數」為 1,500，作為周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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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準則，而核心與周邊所涵蓋之範圍即為南部都會區域之成長管理界線之

範圍。 

接著，透過成長管理界線內住宅區總面積來推估所能容納之人口數，

而可容納人口 13,391,777 人，明顯大於民國 94 年之現況人口 4,873,355

人，因此，不須進行調整。故南部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之準則如表 7-8

所示。 

表 7-7 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南部都會區域各衡量指標之

敘述統計表 

47745.99 .3830 11055.5680
30317.00 .2626 1430.0000

6344a .05a 179.00a

58100.47 .3230 25182.3609
3.376E+09 .1044 634151300

355629 .98 143964.00
1907 .02 77.00

357536 1.00 144041.00
6206979 49.80 1381946.00
15213.00 .1110 578.0000
30317.00 .2626 1430.0000
48543.00 .5993 5244.0000
57350.00 .7681 9266.2000

129650.00 .8541 47286.2000

平均數
中位數
眾數
標準差
變異數
範圍
最小值
最大值
總和

25
50
75
80
90

百分位
數

人口數 二三級比 旅次數

存在多個眾數，顯示的為最小值。a. 
 

（資料來源：整理自內政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2001 與

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9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2000
與行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2001） 

表 7-8 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南部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

之準則與分析結果 

界線 劃設準則 
住宅區面積

（公頃）
可容納人口 

民國 94 年

人口數 

成長

管理

界線 

核心地區之標準： 
人口數=130,000 
二、三級產業員工比例=0.85 
周邊地區之標準： 
至核心地區之現況通勤旅次數=1,500

19,037.4829 13,391,777 4,873,355

（資料來源：整理自內政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2001 與

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9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2000
與行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2001 與行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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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範圍劃設結果 

根據上述之準則，其成長管理界線範圍劃設結果如圖 7-3 示，明顯可

見目前南部都會區為一大一小之次區域所組成，其中大為台南次區域與高

雄屏東次區域，一小則為嘉義次區域。其中台南次區域是以台南市為核

心，高雄屏東次區域是以高雄市為核心，嘉義次區域則是以嘉義為核心，

而其所涵蓋之鄉鎮市則如表 7-9 所示。 

由圖 7-3 知，核心地區仍集中在嘉義市、台南市、高雄縣市、屏東縣

中都市化程度較高之地區，對照圖 4-14 可發現這些區域為人口聚居之處。

另外，由產業機能來看，對照圖 4-8 與圖 4-10 則可發現高雄市核心區具

有商業、金融、製造業與倉儲之機能，而台南縣市、嘉義市、高雄縣、屏

東縣核心區亦具有商業、金融、製造業之機能。 

圖 7-3 三個緊湊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南部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圖 

30000 0 30000 60000 Miles

旅次數
0 - 1500
1500 - 150000

人口數
0 - 130000
130000 - 360000

二三級產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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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 - 1

N

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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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整理自內政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2001 與

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9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2000
與行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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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9 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南部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

範圍內之鄉鎮市區 
 縣市 鄉鎮市區 

高雄市 楠梓區、左營區、三民區、鼓山區、苓雅區、新興區、

前金區、鹽埕區、前鎮區、旗津區、小港區 
高雄縣 鳳山市、茄萣鄉、仁武鄉 
台南市 北區、安平區、東區、中區、南區、安南區、西區 
台南縣 永康市 
嘉義市 東區、西區 

核心地區 

屏東縣 屏東市 
高雄縣 林園鄉、大寮鄉、鳥松鄉、大社鄉、梓官鄉、大樹鄉、

橋頭鄉、燕巢鄉、岡山鎮、路竹鄉、阿蓮鄉、湖內鄉、

美濃鎮 
台南縣 新營市、佳里鎮、七股鄉、善化鄉、西港鄉、仁德鄉、

新化鎮、新市鄉、安定鄉、關廟鄉、歸仁鄉 
嘉義縣 民雄鄉、太保市、水上鄉 

周邊地區 

屏東縣 新園鄉、潮州鎮、萬丹鄉、高樹鄉、竹田鄉、里港鄉、

麟洛鄉、鹽埔鄉、九如鄉、東港鄉、長治鄉、內埔鄉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預測發展界線 

1. 北部都會區域 

根據表 7-2，北部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內可容納人口 11,196,391 人，而

與表 7-10 之未來預測之人口數作比較，可發現成長管理界線內之空間可容納

未來 25 年之空間需求，故不須另外劃設預測發展界線來容納未來衍生之空間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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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0 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未來北部都會區成長管理界

線內之人口成長預測 
民國 高成長之預測人口 低成長之預測人口 
95 7,682,365 7,666,314 
100 7,845,215 7,758,607 
105 7,988,669 7,783,017 
110 8,105,373 7,742,890 
115 8,174,592 7,610,804 
120 8,146,503 7,460,327 

（資料來源：整理計算自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華民國臺灣民國

93 年至 140 年人口推計，2004） 

2. 中部都會區域 

根據表 7-5，中部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內可容納人口 8,218,794 人，而

與表 7-11 之未來預測之人口數作比較，可發現成長管理界線內之空間可容納

未來 25 年之空間需求，故不須另外劃設預測發展界線來容納未來衍生之空間

需求。 

表 7-11 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未來中部都會區成長管理界

線內之人口成長預測 

民國 高成長之預測人口 低成長之預測人口 
95 3,456,850 3,449,627 
100 3,530,128 3,491,156 
105 3,594,678 3,502,140 
110 3,647,192 3,484,084 
115 3,678,338 3,424,650 
120 3,665,699 3,356,939 

（資料來源：整理計算自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華民國臺灣民國

93 年至 140 年人口推計，2004） 

3. 南部都會區域 

根據表 7-8，南部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內可容納人口 13,391,777 人，而

與表 7-12 之未來預測之人口數作比較，可發現成長管理界線內之空間可容納

未來 25 年之空間需求，故不須另外劃設預測發展界線來容納未來衍生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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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表 7-12 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未來南部都會區成長管理界

線內之人口成長預測 

民國 高成長之預測人口 低成長之預測人口 

95 5,011,659 5,001,188 
100 5,117,895 5,061,396 
105 5,211,479 5,077,320 
110 5,287,612 5,051,143 
115 5,332,768 4,964,976 
120 5,314,444 4,866,811 

（資料來源：整理計算自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華民國臺灣民國

93 年至 140 年人口推計，2004） 

三、三個寬鬆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 

本案主要是基於「重點投資地區」與「緩衝發展地區」在發展與開發上之公

平，避免成長管理界線劃設所產生之暴利與不公平；再加上為維持開發與管理上

之彈性，避免政府失靈現象發生，故根據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作調整，

將三都會區域的「成長管理界線」與「預測發展界線」皆等同於「環境保育界」

線，亦即將重點投資地區擴大至環境保育的邊界，以利於達成上述目的。因此，

位於環境保育界線外之土地，基於環境保育目標，嚴格禁止任何開發行為，而位

於環境保育界線內之土地，則研擬開發規範及機制，透過開發許可之方式來進行

開發。 

四、一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 

基於都會競爭力與財政效率之考量，各區域以一致且嚴格之準則（指標值）

來劃設都會區域，以求能夠劃設出具競爭力之都會區域範圍，並適當地引入政府

資金，作有效率之開發。 

（一）社會公平界線 

都會區域社會公平界線之劃設，主要是基於「均等受益權利」之理念，而目

的就是希冀範圍內之民眾皆可均等受益。因此，劃設之指標即是以全國鄉鎮市區

人口數最大化為主要考量，再加上地理相鄰性之考量。故其劃設結果為台灣本島

全部之鄉鎮市區。 

（二）環境保育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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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育界線」因涉及農、林、水保等資料蒐集問題，再加上該項作業為

子計畫 7.10 之工作內容，因此，該界線將由環境保育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

定或其他子計畫劃設之結果為準。 

（三）成長管理界線 

同上述幾個方案所述，都會區域成長管理界線包括了核心與周邊地區。基於

「緊密發展」與「重點投資於核心地區」之理念，並確實達到財政效率與競爭力

之目標，因此，核心區須以極端嚴格之標準來界定（指標值須在「全國」排序前

10％），而周邊地區之衡量指標值則須在「全國」排序前 20％。但在範圍劃定後，

須計算其容納人口數，並與現況人口相比較，若可容納人口小於現況人口，則須

將核心與周邊之標準放寬，並根據圖 6-6 來操作，直至收斂為止。 

1. 分析過程與準則決定 

首先，將全國「人口數」、「二、三級產業員工比例（非農產業員工比例）」、

「周邊地區至核心地區之現況通勤旅次數」三變數作排序後，如表 7-13 所示，

以「人口數」為 200,000 人或「二、三級產業員工比例」為 0.95，作為核心

地區之準則；而以「周邊地區至核心地區之現況通勤旅次數」為 5,000，作為

周邊地區之準則，而核心與周邊所涵蓋之範圍即為競爭力都會區方案下之都

會區成長管理界線範圍。 

表 7-13 全國各衡量指標之敘述統計表 

63024.0538 .4224 9349.2312
34153.0000 .3249 586.0000

1907.00a .05a 70.00
76423.5105 .3232 26491.0618
5.841E+09 .1045 701776358
530787.00 .98 183236.00

1907.00 .02 19.00
532694.00 1.00 183255.00
22247491 149.10 3113294.00

17731.0000 .1349 189.5000
34153.0000 .3249 586.0000
91603.5000 .7025 2990.5000
101001.00 .7930 4026.4000
165628.40 .9596 21364.0000
259906.80 .9680 71479.3000

平均數
中位數
眾數
標準差
變異數
範圍
最小值
最大值
總和

25
50
75
80
90
95

百分位
數

人口 二三級比 旅次數

存在多個眾數，顯示的為最小值。a. 
 

（資料來源：整理自內政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2001 與
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9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2000
與行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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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4 一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成長管理界線標準 

界線 劃設準則 

成長管理界線 

核心地區之標準： 
人口數=200,000 
二、三級產業員工比例=0.95 
周邊地區之標準： 
至核心地區之現況通勤旅次數=5,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 範圍劃設結果 

根據上述調整之結果，其成長管理界線範圍劃設結果如圖 7-4 表 7-15 所

示，明顯可見台北縣市、基隆市、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

市等地區構成了多核心狀的都會區域，而一些發展程度較低，但與核心地區

有高度連結關係之地區則為周邊地區，而兩者皆為政府之重點投資之所在。 

圖 7-4 一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之成長管理界線 

50000 0 50000 100000 Miles

旅次數
0 - 5000
5000 -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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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整理自內政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2001 與

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9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2000
與行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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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5 一個緊湊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中成長管理界線範圍內鄉鎮市區 

 縣市 鄉鎮市區 
台北市 內湖區、中山區、松山區、大同區、信義區、萬華區、

中正區、大安區 
台北縣 汐止市、蘆洲市、新莊市、板橋市、永和市、中和市、

三重市 
基隆市 安樂區、中山區、中正區、信義區、仁愛區 

新竹市 北區 

台中市 西區、東區、中區、南區 

台南市 北區、安平區、東區、中區、南區、西區 

高雄市 苓雅區、新興區、前金區、鹽埕區、前鎮區、鼓山區 

核心地區 
 

高雄縣 鳳山市 

台北市 北投區、士林區、文山區、南港區 
台北縣 淡水鎮、五股鄉、泰山鄉、樹林市、新店市、鶯歌鎮、

三峽鎮、林口鄉、深坑鄉、林口鄉、土城市 
基隆市 七堵區、暖暖區 
桃園縣 桃園市、八德市、中壢市、龜山鄉、平鎮市、楊梅鎮、

大溪鎮、蘆竹鄉、龍潭鄉 
新竹市 東區、香山區 
新竹縣 竹東鎮、竹北市  
台中市 北屯區、西屯區、南屯區 
台中縣 豐原市、太平市、大里市、大雅鄉、潭子鄉、龍井鄉、

大肚鄉、烏日鄉 
彰化縣 彰化市 
台南縣 仁德鄉、歸仁鄉、永康市 
高雄市 楠梓區、左營區、小港區 
高雄縣 林園鄉、大寮鄉、鳥松鄉、大社鄉、橋頭鄉、岡山鎮、

仁武鄉 

周邊地區 

屏東縣 屏東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之評估 

根據前節所研擬的四個方案來看，其形成範圍各有優劣，端視社會價值與所

選擇的治理形式來決定之。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方案之評估與決選，須透過學者及機關首長來進行，

而以下將分別敘述方案內容、方案評估方法與方案評估之結果。 

以下僅就這三種方案的優缺點，在四個規劃目標、治理形式和可行難易度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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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說明之： 

一、方案內容說明 

（一）現行區域計畫範圍方案 

維持現有四個區域計畫之分區形式，其如圖 7-5 示。 

圖 7-5 現行區域計畫範圍之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 

劃設北、中、南三個都會區域。其中，北、中、南三個都會區域之最大外圍

係現行區域計畫之範圍，而東部區域劃歸為環境保育地區及緩衝發展地區，其如

圖 7-6 示。而各界線之劃設準則如表 7-16 所示。 

表 7-16 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之範圍劃設準則 

界線 準則 
社會公平界線 依北、中、南各區域內人口數之最大量 
環境保育界線 由環境保育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 

1. 人口數（以鄉、鎮、市、區為單元）高於「同區」人口分配

的 90%者 
2. 二三級產業就業員工比例（以鄉、鎮、市、區為單元）高於

「同區」員工分配的 90%者 

成長管理界線

（等同於預測

發展界線） 
周邊地區至都會核心地區之旅次數（以鄉、鎮、市、區為單元）

高於「同區」旅次數分配的 50%者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例      

相當於重點投資

地區 

50000 0 50000 100000 M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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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之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三個寬鬆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 

劃設北、中、南三都會區域，並根據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作調整，

將三都會區域的「成長管理界線」與「預測發展界線」皆等同於「環境保育界」

線，亦即將重點投資地區與預測發展地區擴大至環境保育的邊界，而東部區域仍

劃歸為環境保育地區及緩衝發展地區，其如圖 7-7 示。 

圖 7-7 三個寬鬆之都會區域範圍之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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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 

將台灣視為一個都會區域，整個都會區域由台北縣市、基隆市、新竹市、台

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市等地區構成了網絡多核心狀的都會區域，而其他

地區，則被劃入環境保育及緩衝發展地區，其如圖 7-8 示。而各界線之劃設準則

如表 7-17 所示。 

表 7-17 一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之範圍劃設準則 

界線 準則 
社會公平界線 除東部區域外的台灣本島地區 
環境保育界線 由環境保育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 

1. 人口數（以鄉、鎮、市、區為單元）高於「全國」人口分配的

90%者 
2. 二三級產業就業員工比例（以鄉、鎮、市、區為單元）高於「全

國」員工分配的90%者 

成長管理界線

（等同於預測

發展界線） 
周邊地區至都會核心地區之旅次數（以鄉、鎮、市、區為單元）高

於「全國」旅次數分配的80%者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7-8 一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之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方案評估結果 

本次問卷受訪者包括學者專家、政府機關首長與民意代表（縣市議長及立法

委員），總計 370 人，而有效問卷共計 63 份，問卷回收率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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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方案於各目標之達成度，以及最適方案之確定，將透過問卷結果的統計

分析得知（詳見附錄三）。首先，各方案在各目標的達成率方面，由表 7-18 中，

可以明顯得知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在各目標的達成率上，皆有十分突出

的表現，尤其是在經濟競爭力、財政效率與環境保育上，皆遠勝於其他各方案。

而三個寬鬆都會區域範圍方案在各目標達成度的表現上則為次之，其對於社會公

平有著較顯著的達成度。另外，一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在各目標達成度上

則又次之，其對於社會公平有著最負面之影響。至於現行區域計畫範圍方案，除

了社會公平目標外，在其餘目標的達成度上，皆屬最不理想的。 

而在最適方案之選擇上，由圖 7-9 以得知，三個緊湊都會區域範圍方案為最

多受訪者所認同之最適方案（計 43 人，佔有效問卷 65％），而一個緊湊都會區

域範圍方案（計 10 人，佔有效問卷 15％）與三個寬鬆都會區域範圍方案（計 8

人，佔有效問卷 12％）則分別次之，而最不被受訪者所認同之方案為現行區域

計畫範圍方案（計 5 人，佔有效問卷 8％）。 

表 7-18 各方案於各目標達成度之加權評估得點表 

經濟競爭力 社會公平 環境保育  財政

效率 創造附加價值 降低生產成本 保障受益權利 社會和諧 生態保育 生活環境品質

方案Ⅰ：現行區域

計畫範圍 
-49 9 -5 31 79 -27 -27

方案Ⅱ-1：三個緊

湊之都會區域範圍 
151 153 121 103 89 123 111

方案Ⅱ-2：三個寬

鬆之都會區域範圍 
15 47 43 59 83 9 19

方案Ⅲ：一個緊湊

之都會區域範圍 
25 25 39 -51 -21 41 69

註：本表中的數值係由問卷中受訪者考量各方案的目標達成度勾選加權而得。每個目標達程度，

專家得選擇三種達成度，可達成者加權數為 3，普通者為 1，無法達成者為-3，而各格位之數值

代表「達成度之加權數」乘上「贊同（或勾選）此達成度之專家人數」。本表中灰色網底者代表

各目標之加權得點最高者。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目 
標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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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選擇各方案之總計圖 

方案Ⅰ

方案Ⅱ-1

方案Ⅱ-2 

方案Ⅲ

有效樣本63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四節 小結 

透過問卷分析之結果，得知三個緊湊都會區域範圍方案為多數受訪者所認定

之最適方案，因此，本研究也將以此作為台灣都會區域之建議方案。 

本研究三個緊湊都會區域範圍方案之劃設準則，在「社會公平界線」方面，

以「北、中、南各區域內人口數最大量」為準則；在「環境保育界線」方面，其

劃設準則則交由環境保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在「成長管理界線」方面，

以「人口數高於同區人口分配的 90%者」與「二三級產業就業員工比例高於同區

員工分配的 90%者」為準則，來決定核心地區範圍，而透過「周邊地區至都會核

心地區之旅次數高於同區旅次數分配的 50%者」之準則，決定周邊地區之範圍，

但因各區域發展情形各異，因此準則也有所不同，北部區域的核心地區是以「人

口數達 300,000 以上」或「二三級產業就業員工比例達 0.95 以上」來決定，周邊

地區是以「周邊地區至都會核心地區之旅次數達 7,500 以上」來決定，由於中、

南部都市發展未若北部發達，故其準則亦較低，如中部區域核心地區劃設準則是

「人口數達 120,000 以上」或「二三級產業就業員工比例達 0.75 以上」，周邊地

區劃設準則是「周邊地區至都會核心地區之旅次數達 1,500 以上」，另外，南部

區域核心地區劃設準則是「人口數達 130,000 以上」或「二三級產業就業員工比

例達 0.85 以上」，周邊地區劃設準則則是「周邊地區至都會核心地區之旅次數達

1,500 以上」；在「預測發展界線」 方面，因成長管理界線內之空間，可容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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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 25 年內人口成長所衍生之空間需求，故不需另外劃設預測發展界線來因應之。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經由四條界線所劃設的四個區劃，將根據目標分別施以不

同寬嚴程度的規範。「社會公平界線」內代表整個都會範圍均被涵蓋，其範圍內

應提供「基本生存受益權利保障」之設施，以確保民眾均等的受益權利；而介於

「社會公平界線」與「環境保育界線」間的國土保育地區，則必須嚴格管控土地

開發行為，以避免對環境敏感地區造成不可回復的損害；另外，「成長管理界線」

內之土地，需透過公共投資、補貼等誘因機制，將都市活動及土地開發集聚於此，

以避免都市無效率的發展；至於「成長管理界線」外的緩衝發展區，則可透過開

發許可來加以管制，其審議內容應以該土地開發不違背國土保育政策，並能符合

促進經濟競爭力、提升生活環境品質等為主，以確實達到都會區域規劃之目標。 

最後，本案所建議之方案，非為固定之制式答案，未來規劃者，仍可依本研

究之架構與步驟，融入當時的社會價值觀與規劃目標，在獲得社會共識下，適當

地調整各該都會區域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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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認為都會區域的範圍劃設準則可被視為一種強制性的規範，也可被視

為一種激勵式的誘因；是故，它應該屬於與都會區域治理機制的組合問題。強制

性的規範所布達的範圍應由政府與非官方組織管制發展或由民間自制不開發，而

激勵式誘因的提供範圍則是由政府提供開發許可條件與規則，由地方政府、非正

府組織與/或民間依照計畫方針自行開發。也就是說，都會區域的範圍劃設準則

牽涉到有關空間的發展權是由官方直接授予，或是由官方提供協調機制的一種安

排。因此，有關都會區域範圍的劃設，應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和

民間代表就各規劃地區的治理問題協商與訂定出有關生態系統、經濟發展、財政

效益和財產權的強制性規範與激勵式誘因；而這將是一種多目標（multiple 

objectives）、多層級（multiple-level）、多尺度的（multiple-scalar）公共事務組織

管理；它有地域差異、社會團體差異和發展時間差異，而這些因素卻會影響在政

府與市場之間的適當組合之選擇，它將是一種「策略式規劃」。 

本研究認為都會區域內的治理項目應擺脫福利國家思維，並應轉向永續發展

的制度建立。因此，對於公共設施（或服務）的提供應視其使用排他性、自償性

高低、和市場可行性的程度，來決定其治理規模；此外，也要思考這些公共設施

（或服務）的提供是否具民間自發性、地方制度稠密性、敵對可能性與外部制度

（譬如政府）介入的必要性，來決定其治理機制。基於上述條件，都會區域內應

再有「分區」的界線，分別指向社會公平、環境保育、財政效率和財產權（以發

展權來看）的管制規範與誘導促成。這樣的治理安排將兼顧地區發展需求與成長

管理的考量，而以社會公平線、環境保育線、成長管理線和未來發展線等四種界

線來決定並區別各該規範管制與誘導促成的範圍。 

（一）台灣都會區域空間發展的趨勢 

台灣人口與產業活動近五十年來是往三大都會區域集中；但就三大都會區域

觀之，則人口與產業活動傾向於向郊區蔓延，尤其是台北都會區域具有較嚴重的

分散與蔓延現象。分散與蔓延現象是對個別開發者是非常有利的，但對整個都會

區域是不利的。本研究認為蔓延發展對於一個都會區域的居住品質、財政效率、

都市競爭力、自然環境保育等方面均非常非常的不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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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的意義 

台灣從過去以至於目前尚有許多公共建設與服務提供是以福利國家的思維

來決定的。福利國家的思維傾向於擴大政府功能，主張政府應扮演公共建設與服

務供應者的角色。譬如台灣過去對邊遠地區以及離島地區，即使人口規模不大，

但政府均不計成本投入許許多多的公共設施。這樣的作法在本質上就是屬於福利

國家的思維與作法。這樣的作法是非常不符合經濟競爭力與財政效率的，因為這

些成本是由全民買單，其增加了人民與廠商的負擔（附件四的資料足以說明此一

現象）。 

若欲控制台灣都會區域過去的分散與蔓延之發展，必須施予較強烈的外部制

度，以介入經濟與政治市場。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界定的意義即是為了達成社會公

平、經濟競爭力、環境保護及財政效率之目的。而這四個基本目標又可通用於絕

大多數的都會區域。依其意涵，這四個目標可再細分；其中公平性又可區分為基

本生活權利的保障與提高社會凝聚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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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了達成這些不同的目標，台灣的都會區

域範圍需建制不同界線以符合各別的目標之需要。 

（三）都會區域界線種類 

都會區域界線雖然僅是一條簡單的不規則圈線，但它卻有機會發揮極大的威

力。其是否能夠有效發揮其功效，需要視該界線如何運用與操作。因此，瞭解都

會區域界線的特質是訂定有效界線的首要任務。一個都會區域的範圍可被視為是

固定的、實的、或具體的，譬如都會區域行政管轄範圍。一個都會區域的範圍也

可以被視為是彈性的、虛的，或者是含糊的，譬如人們腦海中認知的都會區發展

範圍，或者是都會區域的經濟（或生態）影響範圍。但劃設一條都會區域的範圍

界線，必須視其目的而定，才能發揮其應有的功效。不同的範圍界線在達成都會

區域發展管制目的上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都會區域界線類型與治理目的之對應

關係請詳參圖 6-3。 

（四）都會區域範圍界線的潛力與限制 

都會區域範圍整體及個別之界線若規劃並執行適當，將會逐漸讓整個都會區

域達到經濟競爭力等目標。但對整體有利的範圍界線之體制也會對個別部會（行

政單元）或民間私人利益（財產權）造成相當程度的約束。前者為潛力，後者為

限制。兩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則需從資訊透明化、妥適的規劃、公平合理機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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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與執行等方面同步推動。 

（五）都會區域空間之組構 

一個都會區域的範圍可以就整體觀之，也可就個別的公共建設（或服務）觀

之。整體的界線為了約束各個公共建設（或服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者是為

了約束民間各個開發案而繪出的管制線，以收整合都會發展達成目標之功效。由

於個別界線係隨各個公共建設（或服務）的範圍而異，故個別界線的組合呈多核

心、多層級的組合；這也是在「策略式發展計畫」常見到的表現形式。 

（六）台灣都會區域界線劃設的原則 

本研究建議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界線有固定界線與彈性界線兩類： 

1. 固定界線的劃設： 

固定界線是以政府為規劃主體，其考量整個都會區域發展如何能達成社

會公平、經濟競爭力、環境保育、以及財政效率等目標。其中包括「基本生

存受益權保障地區範圍」、「國土保育地區範圍」、「重點投資地區範圍」以及

「緩衝發展地區範圍」的劃設。固定界線的都會區域範圍含有四條界線（但

這些界線可能有重疊之情形），其間區分出不同寬嚴管制程度的地區，以利政

府控管使用。 

固定界線劃設步驟：步驟一：決定台灣都會區域的個數；步驟二：劃設

「基本生存受益權保障」範圍；步驟三：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範圍；步驟

四：劃設「重點投資地區」範圍；步驟五：劃設「預測發展界線」。有關劃設

流程，請詳參圖 6-6。 

2. 彈性界線的劃設： 

彈性界線則係以民間（含公私合夥組織）為規劃主體，其為了在緩衝發

展地區（即超越該都會區域的成長管理界線範圍，或稱重點投資地區範圍）

申請某種土地開發，其若符合提升都會區「經濟競爭力」、提高居民「生活環

境品質」、或是促進「文化凝聚」等之土地開發，得考量審議其規劃或開發許

可。但土地開發之許可應以促進財政效率為前提。 

（七）台灣都會區域四種規劃方案的比較與評沽 

根據（六）所提的規劃原則，我們提出四個台灣地區都會區域的方案；這四

個方案各以四種界線（即社會公平線、環境保育線、重點投資區和未來發展區）

的不同寬鬆程度組合而成，分別為：方案 1：現行區域計畫範圍；方案 2：三個

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 3：三個寬鬆之都會區域範圍；方案 4：一個緊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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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會區域範圍。我們以郵寄 400 多份問卷調查中央與地方相關機關、立法委員和

學者專家意見，經得到一成多有效問卷分析後，發現方案 2 最被視為可行（約七

成受訪者認為此案最能達成四大目標）。 

這個調查發現與本研究檢討現行空間規劃制度的分析都指出，現行的區域計

畫顯然不符合多數規劃都會區域的目標，而三個緊湊發展的都會區域是多數專家

學者所認定未來台灣地區應有的都會區域個數與形式。 

第二節 建議 

建議一 

建議主題：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行政院各相關部會 

都會區域計畫取代現行區域計畫的必要性已漸趨明顯；但徒然有所謂的都會

區域計畫，也顯然不能克盡其功；是以，本研究建議都會區域計畫的制定必須儘

早讓相關部會参與，以提高未來都會區域計畫的具體可行性。 

 

建議二 

建議主題：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行政院各相關部會 

劃設都會區域的範圍必須兼顧目標、治理與地方差異來作調整；但是，民意

的支持是成敗關鍵，是以新的治理機制必須儘早建立。新的都會區域治理機制應

該由中央主管部門計畫機關、地方政府、非官方組織和民間自發組織共同建立，

俾使政策目標、生態體系、地方集體秩序和人民的財產處分權利均有合宜的法制

安排。 

 

建議三 

建議主題：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行政院各相關部會 

劃設都會區域的範圍，在原則上，應考慮政府、市場、非政府組織、自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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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組織所扮演的角色與機能；其中，政府以提供自償性低的區域型公共設施和

服務為主，並以協助與審核區域治理事務為要，不宜再以福利國家政府自居。 

 

建議四 

建議主題：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新聞局、內政部、經建會、研考會 

協辦機關：行政院各相關部會 

目前台灣地區對於都會區域的認知仍屬眾說紛云狀況，應以廣為宣導鼓勵參

與管道積極建立共識。 

 

建議五 

建議主題：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行政院各相關部會 

都會區域計畫必須結合研擬中的全國國土計畫、特定區域計畫和縣市國土計

畫，在三大功能分區的架構下有所區隔分工並具垂直和水平的整合。本研究所示

範的都會區域劃設原則、步驟與結果，如果經由實際操作並依地區資訊修正與改

進，或可為未來實施國土計畫政策參考。 

 

建議六 

建議主題：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行政院各相關部會 

目前有關台灣地區各種公共建設（含公共服務）的資訊仍嫌不足，倘若能夠

充分公開，讓人民瞭解台灣人民或廠商所負擔的各種公共建設（或公共服務）之

成本，才可能使都會區域範圍界線的制度更趨合理。 

 

建議七 

建議主題：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經建會、研考會 

協辦機關：行政院各相關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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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台灣地區都會區域計畫應定期檢討評估各該計畫內容是否符合經濟競

爭力、環境保育、財政效率和社會公平和諧等四大目標，並酌以修正調整。 

 

建議八 

建議主題：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行政院各相關部會 

協辦機關：行政院各相關部會 

規劃都會區域的長期目標應以台灣地區只有一個的方向朝進，俾使經濟競爭

力、環境保育、財政效率和社會公平和諧等四大目標皆可有效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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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期初審查會議意見回應 

附表 1-1 期初審查會議意見回應表 

單位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應著重在劃定都會區域範圍方法、

步驟為何？例如功能領域觀念，以

何概念、方法與技術來劃設都會區

域範圍。 

已於第三章第一、二、三、

四節（第 27 頁~第 43 頁）、

第六章第一、二、三節（第

89 頁~第 107 頁）、第七章

第一、二節（第 109 頁~第
126 頁）中作了修正。而功

能領域屬於彈性界線的部

份。 
本案可能以縣市界線為劃設都會區

域之準則，建議研究單位應先釐清

以行政界線來劃設都會區域範圍之

課題。 

以縣市範圍作為決定都會

區域劃設準則之分析單位

並不妥當，建議仍以鄉鎮市

區為分析單位。 

評審委員 
楊教授重信 

本項計畫研究重點在於用何種方法

來劃定都會區域範圍？此計畫研究

成果應該成為可具體執行的操作手

冊。 

其劃設理論、原則及步驟，

詳如第六章第一、二、三節

（第 89頁~第 107頁）所述。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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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期中審查會議意見回應 

附表 2-1 期中審查會議意見回應表 

單位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王鴻楷教授 

有關子計畫 2「台灣都會區域範圍劃

設準則之研究」案應係以永續發展

為目標，請將 bio-region 的觀念納

入，界定合理都會區域範圍。 

發展目標詳如第五章第一

節（第 72 頁~第 81 頁）所

述。而 bio-region 的觀念可

對應於第六章第二節的社

會公平及環境保育界線。 

陳博雅教授 

都會區域範圍劃設準則，宜考量未

來國土規劃中如何運用此準則劃

設，其中很重要之因素為行政管理

之需要。 

此一考量可参見第六章有

關治理形式之說明（第 99
頁~第 100 頁）。 

黃金山顧問 
子計畫 2 研究成果應著重在都會區

域範圍劃設準則。 
遵照辦理。 

本署目前辦理區域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作業，較期望研究單位提

出願景、課題及發展策略。 

請参見第五章（第 72 頁~
第 88 頁）及第六章（第 89
頁~第 108 頁）。 

營建署 
綜合計畫組 

簡報資料第 2-22 頁，研究單位建議

都會區域範圍劃設分為固定範圍、

跳躍式，研究團隊應提出更具體建

議。 

請参見第六章（第 89 頁~
第 108 頁）。 

P2-19 都會區域計畫的功能定位與

P5-3 都會區域發展目標兩者之間應

有連結關係，請加強補充。 

請参見第五章（第 72 頁~
第 88 頁）及第六章（第 89
頁~第 108 頁）。 

原本邀標書中要以台北都會區域進

行模擬，本計畫擴充為整個台灣都

會區域更好，請未來界定三大都會

區之範圍及成長邊界。 

請参見第七章的第二、三節

（第 111 頁~第 131 頁）。 

未來專家問卷方案評估部份可能會

在第七章第三節，但問卷的調查對

象、方法、時間等，可以先在 P1-8
研究方法中簡介。 

已修正，並参閱第 8 頁的圖

1-1。 

營建署 
市鄉規劃局 

第三和四章有小結，請補充第二章

和第五章之小結。 
已修正，並参閱第二章第五

節（第 26 頁）及第五章第

四節（第 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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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Smart Growth 在報告中有時翻譯成

智慧型成長（如 P3-8），有時翻譯

成明智成長（如 P1-2） ，有時又翻

譯成聰明成長（如 P3-17、19、21、

22、23、29），請全部進行統一取

代，似乎翻譯成智慧型成長較合理。

已遵照修正為「智慧型成

長」。 

P5-7 industry cluster 學術上較多翻

譯成產業群聚而非產業群絡。 
已 遵 照 修 正 為 「 產 業 群

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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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期末審查會議意見回應 

附表 3-1 期末審查會議意見回應表 

單位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本人對本案之理解在於不僅應知道

台灣該有幾個都會區，更進一步是治

理的問題，期望能有相關的解答。 

已於第七章中第二、三節中

（第 111 頁~第 131 頁）解

答。 
報告書建議做策略性規劃或協調式

規劃，為何提出如此方式，不是非常

清楚，似乎與治理很難契合。在現實

狀況下如何做到？ 

已於第六章（第 89 頁~第
108 頁）及第八章（第 133
頁~第 138 頁）中說明。 

報告書指應跳出福利國家之思維，同

時又強調社會公平的問題，但應如何

辦到？ 

詳見第六章（第 89 頁~第
108 頁）。 王鴻楷教授 

提及都會區治理，就文獻、台灣社會

與個人觀察，第三部門的角色應被強

調出來，而在報告書中是沒有角色

的。如果堅持跳出福利國家之思維，

同時又要強調社會公平，面對市場與

政府失靈時，第三部門角色尤其應強

調。 

第三部門的角色需視公共

建設類型而定，請参見

P.100 表 6-3 及第六章的相

關說明（第 89 頁~第 108
頁）。 

李教授永展 

贊同王教授所言，假設國家失靈或市

場失靈，在期末報告第 6-6 頁圖 6-1，
第一象限在左上角，第四象限在右下

角，文章說明指出，第一象限在左上

方，第二象限在右上方，與所認知的

不同。 

已修正如第 91 頁的圖 6-1。

陳志銘隊長 

第一是告訴我們台灣該有幾個都會

區域？第二是每個都會區域的適當

範圍在哪裡？而當前國土規劃這個

階段有沒有機會嘗試去界定出一個

能獲得最大公約數認同的都會區域

範圍仍是本案最主要的目標。 

已闡述於第七章中（第 109
頁~第 1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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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第四章第四節中的模擬分析劃設與

第七章的台灣都會區域範圍劃設間

之關聯程度於文中敘述較為薄弱，建

議補充於第四章第五節的模擬分析

小節部份。 

已將第四章第四節刪除，並

將相關內容整合至第七章

中（第 109 頁~第 111 頁）。

翻譯的名詞建議統一，例 p.5-14 與

p.3-16 中的「smart growth」出現 「智

慧型成長」與「明智成長」兩種名詞。

皆已修正為「智慧型成

長」。 

台灣都會區域範圍劃設四種界線，建

議能夠加以疊合，並增加一張全台都

會區範圍劃設的圖面，以示整體成

果，加強閱讀及判識能力。 

已修正，並参閱第七章第三

節中（第 126 頁~第 131
頁）。 

文中第五章的表5-2所列之範圍界定

衡量變數，與後續第七章之劃設指標

選取互有出入，建議配合修正增加一

致性。 

已修正，並請参閱第 88 頁

的表 5-2。 

第七章第二節（p.7-18）提及現有區

域計畫分區形式之方案的缺點在第

二節分析未見說明，請研究單位加強

補充說明之。 

請参閱第二章（第 9 頁~第
26 頁）。 

營建署 
市鄉規劃局 

版面部分： 
1. 目次中應增列「摘要次」。 
2. 中文摘要應「增加 5 個以內的關

鍵字」。 
3. 補充英文摘要。 
4. 圖表格式 

已遵照修正。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附錄四 子計畫 1、2、8 北東兩區聯合座談會 

155 

附錄四 子計畫 1、2、8 北東兩區聯合座談會 

一、會議日期：九十四年十月三日下午二時～下午五時三十分 

二、會議地點：交通大學臺北校區四樓第三教室 

三、主持人：馮教授正民 

四、出席名單 

國土規劃前置作業辦理計畫子計畫 1 主持人      陳教授彥仲 

國土規劃前置作業辦理計畫子計畫 2 主持人      何教授東波 

國土規劃前置作業辦理計畫子計畫 8 協同主持人  蔡教授育新 

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                      陳隊長志銘、林漢彬、賴炳樹 

陳志閣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不動產資訊中心            華教授昌宜、陳家齊 

與會學者專家                                楊教授重信、褚教授志鵬、 

王教授弓、黃教授文吉 

五、會議議程 

（一）子計畫研究內容簡報 

1. 計畫 1：都會區域規劃標準作業程式之研究 

2. 子計畫 2：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準則之研究 

3. 子計畫 8：未來國土空間發展結構之研究 

（二）綜合討論 

六、會議發言摘要 

（一）子計畫 1、2、8 研究內容簡報（略） 

（二）綜合討論 

1. 馮教授正民 

今天要談論的議題很多，我想是否可聚焦在與空間有關的議題上。以空

間觀點來說，何教授將都會區域劃分為北部、中部、南部三區，而另一構想

是劃分為北部、中部、南部和東部四區，哪一個會比較適合？另一個議題是：

都會區域的涵蓋內容，是否該包含非都會區？即都會區域之土地使用是否包

含都市發展和非都市發展用地。 

2. 褚教授志鵬 

東部地區人口密度不高，交通不便，雖然政府試圖產業東移，但東部人

口卻有西移現象。雖然近年觀光產業看似蓬勃發展，但失業人口也在增加。



子計畫 2－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準則之研究 

156 

究其原因，觀光產業推動之人才是外取而非由東部本地提供，顯示過去東部

區域發展未能真正帶動地方發展。 

由於東部區域高度依賴政府，希望政府能真正瞭解東部的角色定位，而

非一味的拿東部和其他區域競爭。東部屬於後發展區域，若要自成一都會區

域，實不應以競爭為發展目標。 

3. 王教授弓 

（1） 按經濟活動，都會區域應分為北部、中部、南部三個區域。因為中央山脈

的區隔，使得花東地區與西部連結薄弱，在地理考量上須自成一區。但由

經濟活動來看，不靠中央，產業發展自成一局的，雲嘉也是一塊，若雲嘉

不算在內，台灣應該是北部、中部、南部和東部四個區域。 

（2） 各子計畫需要整合，若能跨計畫將各都會區域劃設理論予以實證為佳，如

果實證能支持理論，則理論規劃程式跟實務的結果可以相呼應；實證內容

可以納入過去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區域劃設部分。 

（3） 中央強制協調的能力要強，而地方有許多知識經驗，中央應給予其發揮的

機會和彈性，財政資源要下放給地方，不要中央留住資源卻缺乏人才，地

方空有人才卻無資源去作規劃。 

（4） 計畫提到國際競爭的重要性，但卻不見將國際競爭納入規劃程式裡面，容

易流於策略宣達與落實產生落差，雖然這部分很困難，但期望能有所進展。 

（5） 透過計畫，可建議主計處在建立統計資料時，從都會區域或縣市區分，以

補強過去台灣整體統計資料為主，地方縣市統計資料太弱的缺點。 

4. 黃教授文吉 

台灣不論借鏡哪一國家，應儘快提出一個計畫去落實，因為台灣的國土

計畫已經非常落後了，應該要讓政府知道，不落實國土計畫，我們損失多少！

國土計畫的大原則要先定出來，比如運輸系統該以公路還是鐵路為主？並加

上防範措施，阻絕未來重大問題的衍生。 

5. 楊教授重信 

區域劃分會隨時間、計畫目標而改變，劃設成幾個不是重點，我認為台

灣都會區域的界線應該是動態的，比如說若計畫的目標是提升競爭力，則不

應該將資源分散，台灣應先集中資源在最有發展成國際城市的地方，這時候

都會區域可能是臺北、高雄，等未來發展順利後，再以地區發展平衡為目標，

都會區域的範圍可能又變成帶狀走廊，而後計畫永續發展的維生系統，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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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就變成天然災害防治的重點區、農業區和水源區等；而東部地區，應該

是定位成特殊策略發展地區，而非都會區域。 

6. 華教授昌宜 

本計畫是因為國家國土計畫法通過因應而生，層級不高，但各位的意見

也希望能透過市鄉局能夠傳達給政府，這次座談會後，希望大家能去思考幾

個具體的問題： 

（1） 如果三通，對台灣內部的影響為何？  

（2） 高鐵通車後，對都會區域的影響？ 

（3） 國土計畫最後會在新竹縣市做一個示範區，來驗證各子計畫的研究，請大

家想想該如何落實？ 

7. 陳隊長志銘 

（1） 本計畫為國土計畫一環，未來將指導縣市計畫。此外，應強調功能上如何

分工。 

（2） 往後落實時，施力點一定是各地方縣市，其他區域劃設之計畫，離島和中

央山脈保育軸屬特殊地區，將來是要劃一還是分區負責？ 

（3） 北部未來能否發展成以臺北為中心的航空城？而東部目前正推動二心、二

軸、多聚點的策略。 

（4） 希望本計畫能應用於評估各重大建設計畫是否要進行。 

（三）子計畫回應意見 

關於將國際競爭指標納入規劃程式裡，確有其困難，因為社會、經濟活動的

範圍較難界定，但未來計畫會將此納入為重點之一並加以落實。 

七、主席結論（馮教授正民） 

今天大家對都會區域劃分好像已經有初步共識，即劃分為北部、中部、南部

三個都會區域，而東部應該定位為策略發展的地區，而非都會區域。 

八、散會時間：下午五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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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子計畫 1、2、8 中南兩區聯合座談會 

一、會議日期：94 年 11 月 21 日 14：10～17：30 

二、會議地點：成功大學 

三、主持人：何教授東波 

四、出席名單 

國土規劃前置作業辦理計畫子計畫 1 主持人      陳教授彥仲 

國土規劃前置作業辦理計畫子計畫 2 主持人      何教授東波 

國土規劃前置作業辦理計畫子計畫 8 協同主持人  蔡教授育新 

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                      唐局長明健、陳隊長志銘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不動產資訊中心            華教授昌宜、曾義權 

與會學者專家                                姜教授渝生、孔教授憲法 

五、會議議程 

（一）各子計畫研究內容簡報 

（二）綜合討論 

六、會議發言摘要 

（一）子計畫 1、2、8 研究內容簡報（略） 

（二）綜合討論 

1. 華昌宜教授： 

（1） 本次座談會舉辦原因，主要是為了聽取各區域專家學者對於國土空間結

構、都會區域概念之意見。 

（2） 緊密型概念的都市型態？台灣整體是不是就算一個緊密都市？而都市蔓

延現象帶來的效果是好或壞？就都市計劃來看，都市蔓延多為負面的解

釋；而就市場來看，蔓延現象似乎是對市場有利的？ 

（3） 台灣缺乏解釋都會區、都會區域計畫意涵的官方文件，不論是固定的以行

政區域範圍劃分，或是變動的以功能性劃分都缺乏一份官方的解釋文件；

因此如何產生所謂的都會區政府？而都會區政府與一般傳統地方政府又

有何不同？增加競爭力、更有效率？ 

（4） 空間結構要如何去界定解釋？何者為好、何者為壞的結果？高鐵加入之

後，對區域間空間結構影響為何？台灣與其他國家的空間結構又有何差

異？台灣最後呈現的又是何種空間結構？這可能是一項困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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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姜渝生教授： 

（1） 各子計畫有彼此間的互動關係，而各子計畫間如何整合，以及子計畫間的

順序又如何決定？ 

（2） 有關國土空間結構方面： 

A. 三通的影響，非傳統產業的重要性可能大於傳統產業。 

B. 最後結論，本案最後的成果會是如何？國土空間發展的未來走向？是

指台灣已經朝這樣方式發展、或者應該朝這樣發展？最後提到的 AHP

方式評估指標是否可行？ 

（3） 有關都會區範圍劃定方面： 

A. 四大面向財政效率方面使用到平均成本（量化）的概念，其優缺點何

在?有相關論述可以支持?  

B. 四大面向環境方面，環境資源的劃分，或許是區域治理劃分的重點所

在，例如水資源的劃分。 

C. 四大面向社會公平方面，內文似乎在說都會區內的公平，如何求得都

會區範圍內外的公平？ 

D. 台灣現行的行政組織應該為縣市政府（行政組織間）的競爭，是否能

藉此而形成都會區域政府？ 

E. 都會區政府是否就能執行真正的行政治理？都會區域（政府）是一個

行政組織面可以互相協調合作的機制，以上是否就能解決台灣目前行

政區域治理的問題。 

F. 最後結論的探討，會是多樣針對各個面向多樣化結論，還是一個綜合

性的結論？ 

（4） 有關標準作業程序方面： 

A. 若要因應都會範圍會變化的區域，其作業程序要如何進行？ 

B. 作業程序在計畫上的定位？是一個範本或是一個規定？ 

C. 最終成果的呈現，是要提供一個如何的作業程序？規範性的、或是綱

要性的？ 

3. 孔憲法教授： 

（1） 有關標準作業程序方面： 

A. 作業程序該由誰來執行？地方區域？由上而下？ 

B. 第三部門指的是？第三部門本身應該就有兩種不同的方式，企業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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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是否該提出來特別說明？ 

（2） 有關都會區範圍劃定方面： 

針對多變的範圍劃定上，可能會很難計算，以經濟方面、環境面向、

成本收益，三方面畫定出來的範圍可能都不一樣。 

（3） 有關國土空間結構方面：（子計畫八） 

A. 與台灣國土計畫同等級的荷蘭，是否也有區域計畫、或都會區計劃？

是否可以參考？ 

B. 兩岸三通的議題上，在直航的意義上是否有其差異，是雙方直航、或

單方直航、客運或者貨運的直航，如果還未清楚的話，其影響可能很

難說明。 

C. 空間發展結構中，貧富區域之間的均衡機制是否可以存在；都會區域

內外的公平策略？這問題可能不僅限於子計畫八。 

D. 在軌道交通上，是否可區分高速鐵路與一般鐵路？高速公路網絡（包

含中國）的探討，可能有助於思考。 

E. 共存共榮亞太經濟圈，跨兩岸之關係是否僅限於上海，應該存在有產

業鏈至長江、珠江三角洲一帶。 

4. 陳隊長志銘： 

（1） 都會區域計畫的重點在於其可行性，以甲方的觀點來看，是希望設計出一

個機制以補足區域計畫上的不足。如何去控管各地方部門的資源分配？ 

（2） 都會區域發展計畫的目的在於分配政府的重大預算，做到都會區內各部門

計畫的資源分配；以便未來不會出現在無上位計畫指導下而出現所謂的拼

盤式計畫。 

（3） 跳躍式網路連結的構想，與其一直強調範圍的劃設，是否能有一機制來探

討都會與都會間的連結。在這種機制下也有可能出現都會區不同的範圍。 

（4） 台灣的空間結構演進與交通建設有密切的關係，高速公路與三大都會區的

關係、高鐵通車後的空間結構演變等。 

5. 唐局長明健 

（1） 國土法（草案）已經確立，各子計畫希望不再只是提出建議，而希望有更

明確的方向。若國土計畫法未實施前，希望能將各子計畫的內容落實到區

域計畫中。 

（2） 都會區應有其範圍與發展構想（國土法草案），國土推動委員會建議以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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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區域來提高競爭力，將來可能會推行都會區域推動委員會，來執行溝通

協調工作。 

（3） 在都會區域劃分方面，希望最終能出現一個都會區域劃分的案例。 

（4） 未來標準作業程序的目的在於進行都會區域計畫時，哪些分析、哪些成果

該投入的資訊，該如何進行等？ 

（5） 空間結構的想法也是來自於新加坡經驗，希望能從中了解台灣整體的空間

結構，如點線面等方面的空間結構等。 

（6） 最後希望各子計畫能盡量朝國土法第八條的方向去操作。 

（三） 子計畫回應 

1. 子計畫一陳彥仲教授 

本計劃的原本題目可能有點錯誤，在作業程序的處理上，可能可以提出

幾項可行的作業程序，但是在執行上可能無法明確的確立標準作業程序。 

2. 子計畫二何東波教授 

（1） 行政轄區調整的問題，可能不在本計劃的處理範圍內。 

（2） 都會區域政府的成立，重點在於各都會政府公權力的處理上，以便分配都

會內部的資源。 

（3） 平均成本的問題，可能會因處理的單元或處理的問題類型而有所調整，不

同類型對於成本計算上有其不同的地方。 

（4） 都會區域政府的形成原因可能來自於民間或官方，但沒有一定之標準，因

國情不同而有所差異。 

3. 子計畫八蔡育新教授 

（1） 關於最後面的評估指標方面，可能還是會選 AHP 來進行，利用一種質性

轉為量性指標的評估方式，可能會比較有其依據存在。 

（2） 關於公平性的問題方面，都會區內外的發展均衡，其公平性的差異可能還

是來自財政政策由上至下的不同所決定的公平差異，由空間結構面來看的

能力有限，可能還是會依本計劃原訂方式評估。 

七、主席結論（陳彥仲教授） 

本會議看來是有一些問題經過討論而產生，希望各子計畫都能有所收獲，也

希望各位與會的來賓能在會議中有所收獲或啟發。 

八、散會時間：下午五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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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第一次專家問卷 

一、第一次專家問卷之問卷格式 

國土規劃前置作業辦理計畫－子計畫 2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準則研究之專家問卷 
敬愛的先進，您好： 

本調查問卷係為執行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之「國土規劃前置作業辦理計畫－子

計畫 2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準則之研究」，以作為後續研究之基礎，素聞閣下

對於此議題具有專業之經驗與研究，特研擬此份專家問卷向您請教，盼請惠予協

助！請將所填妥之問卷及收據於 11 月 25 日前寄回，即當致上薄酬。最後，感謝

您能撥空填答此份問卷。 
耑此 
  順頌 
時綏 
國立成功大學都市計劃學系     
何東波 教授                    
謝宏昌 副教授  敬啟           聯絡人：沈育生 研究助理 
                              聯絡地址：台南市大學路 1 號 

聯絡電話：0921551988 
傳真：06-2754943 

                              民國 94 年 11 月 
                              E-mail：tinnickimo@yahoo.com.tw 

（一）問卷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填表說明 

本問卷係為建立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準則規劃之重要參考資料，請您參照

範例說明勾選您認為適切之答案。 

（三）資料背景 

1. 「都會區域」意涵之界定 

都會區域係由大城市（一個或數個）與其腹地所組成，而由經濟關係、

交通運輸和機能上互相依賴的制度系統所結合。 

2. 「都會型設施」意涵之界定 

該項設施之規劃、建設、營運等事務跨越行政界線，其規劃考量須以都

會區域層級作出發，牽涉跨縣市之合作與治理。 

3. 「功能分區」意涵之界定 

功能分區（FU）是由數個具有高度功能強度及規模之規劃空間單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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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所組成，而數個功能分區可形構成具有競爭力的都會區域。惟都

會區域應涵蓋之功能，並無ㄧ致之標準。 

4. 「都會區域治理」意涵之界定 

使都會區域更能達成地方發展目標（如競爭力或效率）之制度或機制稱

之。 

（四）問題說明 

1. 都會區域目標體系架構 

以下顯示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目標內涵。 

附圖 6-1 台灣都會區域計畫之規劃目標內涵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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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第一次專家問卷 

165 

2. 都會區域目標 

附表 6-1 都會區域目標內涵之說明表 

規劃目標 次目標 說明 

財政效率 都會區內公共設施或服務之建設、營運與管理成

本 

效益 廠商座落於都會區域內享有之學習、調適與創新

能力之效益 

經濟競爭力 

成本 都會區內廠商產品生產或服務提供之成本 

受益權利 都會區內民眾對於享受設施與服務之權利 社會公平 

意識文化凝聚 都會區內意識、機制與氛圍（文化）之形成 

生活環境品質 都會區內人為生活環境品質的維護 環境保育 

生態保育 都會區內自然生態及資源的保育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 都會區域治理型式 

附表 6-2 都會區域治理型式之內涵表 

治理型式之種類 內涵 

政府組織 多功能（綜合業務）具公權力的組織 

公私合夥 單一目的具準公權力的組織 

民間組織 單一目的的非營利組織或企業聯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填表範例 

在問題一中，您認為ㄧ個具有競爭力的都會區域至少應包括下列那些重要功

能之組合，並請依重要性排序，如下表： 

  1  空港                 海港                 5  倉儲 

     製造                 研發                    保全 

     購物消費             金融及工商服務          居住 

  2  休閒遊憩          3  行政中樞             4  生態保育 

     其他                                       （請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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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題二中，以高速公路為例，若認為該項設施屬於都會區域型設施，請於「是否屬於都會區域型設施」欄內打ˇ，並請以 1、2、

3 決定影響該項設施之「規劃目標」的重要性（至多勾選 3 項），另外請勾選「適宜都會區域治理之型式」（請勾選 1 項），如下表： 
規劃目標 治理形式 

經濟競爭力 社會公平 環境保育 

設施分類 設施細項 

是否屬

於都會

區域型

之設施

財政效

率 1.效益 2.成本
1.受益  

權利 

2.意識

文化

凝聚

1.生活

環境

品質

2.生態

保育

政府組織 公私合夥 民間組織 

運 輸 與 通 訊

設施與服務 
高速公路 ˇ 1   2  3  ˇ   

反之，若認為該項設施不屬於都會區域型設施，請於「是否屬於都會區域型設施」欄內留空，並不要決定影響該項設施之「規劃

目標」與「適宜都會區域治理之型式」的重要性。 

（六）填表內容 

在問題一中，您認為ㄧ個具有競爭力的都會區域至少應包括下列那些重要功能之組合，並請依重要性排序。 

 _____ 空港                                           _____ 海港                                      _____ 倉儲 

 _____ 製造                                           _____ 研發                                      _____ 保全 

 _____ 購物消費                                       _____ 金融及工商服務                            _____ 居住 

 _____ 休閒遊憩                                       _____ 行政中樞                                  _____ 生態保育 

 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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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下列何者屬於都會區域型設施，請於「是否屬於都會區域型設施」欄內打ˇ。請以 1、2、3 決定影響該項設施之「規劃目標」

的重要性（至多勾選 3 項），另外請勾選「適宜都會區域治理之型式」（請勾選 1 項）。 
規劃目標 治理形式 

經濟競爭力 社會公平 環境保育 
設施分類 設施細項 

是否屬於

都會區域

型之設施

財政

效率 1.效益 2.成本
1.受益  

權利 

2.意識文

化凝聚

1.生活環

境品質

2.生態

保育

政府組織 公私合夥 民間組織 

高速公路            

快速道路            

主要道路            

捷運            

鐵路            

航空站            

港埠            

電信設施            

運輸與通訊設施

與服務 

交通轉運及儲貨設施            

都會型區域公園            

都會綠地空間            

休閒、遊憩及自然

環境保護設施與

服務 都會型體育場所            

大專教育設施            

都會型社會教育設施            
教育與文化設施

與服務 
都會型文化歷史資產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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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目標 治理形式 

經濟競爭力 社會公平 環境保育 

設施分類 設施細項 

是否屬於

都會區域

型之設施
財政效率

1.效益 2.成本
1.受益  

權利

2.意識

文化

凝聚

1.生活

環境

品質

2.生態

保育

政府組織 公私合夥 民間組織 

都會區域防洪系統設施            

都會區域地震系統設施            

都會區域醫療系統設施            

都會區域避難系統設施            

防災與安全設施

與服務 

都會區域污染監測系統設施            

自來水系統設施            

排水（雨污水排放）系統設

施 
           

電力系統設施            

瓦斯天然氣系統設施            

能源與維生（含衛

生）系統設施與服

務 

廢棄物處理系統設施            

都會型產業園區（含工業

區、科學園區、研發或育成

中心） 

           

都會型金融貿易服務設施            

產業發展設施與

服務 

都會型購物服務設施            

-- 再次謝謝您的協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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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次專家問卷之問卷調查名單 

本問卷受訪對象之背景資料說明如下所示： 

附表 6-5 第一次專家問卷之問卷調查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王鴻楷 國立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教授 
王 鑫 台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系 教授 
吳欽賢 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 副局長 
林俊興 祐生文教基金會 董事長 
林國慶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教授 
姜渝生 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 教授 
唐明健 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 局長 
陳博雅 中國文化大學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 教授 
彭光輝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建築系 教授 
黃金山 行政院經建會 教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第一次專家問卷之分析結果 

（一）設施與目標間之問卷分析結果 

附圖 6-2 全部設施與目標之結果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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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道路

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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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埠

電信設施

交通轉運及儲貨設施

都會型區域公園

都會綠地空間

都會型體育場所

大專教育設施

都會型社會教育設施

都會型文化歷史資產及設施

都會區域防洪系統設施

都會區域地震系統設施

都會區域醫療系統設施

都會區域避難系統設施

都會區域污染監測系統設施

自來水系統設施

排水(雨污水排放)系統設施

電力系統設施

瓦斯天然氣系統設施

廢棄物處理系統設施

都會型產業園區(含工業區、科學園區、研發或育成中心)

都會型金融貿易服務設施

都會型購物服務設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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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6 各設施與目標之結果分析表 

經濟競爭力 社會公平 環境保育 
目錄 

設施 

財政 

效率 1.效益 2.成本 1.受益權利
2.意識文化

凝聚 
1.生活品質 2.生態保育

高速公路 15 8 1 8 0 8 5

快速道路 18 10 2 8 0 10 3

主要道路 15 6 2 13 0 7 2

捷運 24 7 2 14 0 12 1

鐵路 15 5 0 5 0 7 4

航空站 19 11 0 5 0 9 4

港埠 17 8 0 5 0 8 4

電信設施 15 12 2 12 1 8 1

交通轉運及儲貨設施 16 12 9 5 0 10 2

都會型區域公園 6 1 0 18 3 22 10

都會綠地空間 5 0 1 15 2 16 14

都會型體育場所 10 1 3 14 4 13 1

大專教育設施 9 8 6 15 8 8 0

都會型社會教育設施 4 1 3 18 15 9 0

都會型文化歷史資產及設

施 
4 0 2 13 18 9 2

都會區域防洪系統設施 8 6 2 13 0 18 6

都會區域地震系統設施 8 4 2 15 0 15 5

都會區域醫療系統設施 16 0 3 20 3 14 0

都會區域避難系統設施 8 4 2 23 0 15 1

都會區域污染監測系統設

施 
5 4 4 18 0 21 11

自來水系統設施 14 1 3 23 0 18 1

排水（雨污水排放）系統

設施 
6 0 3 14 0 20 6

電力系統設施 9 2 4 24 0 20 1

瓦斯天然氣系統設施 9 2 5 19 0 15 4

廢棄物處理系統設施 6 2 1 15 0 23 8

都會型產業園區 14 19 4 4 2 5 0

都會型金融貿易服務設施 20 17 7 12 1 7 0

都會型購物服務設施 20 18 5 7 0 8 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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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施與治理型式間之問卷分析結果 

附圖 6-3 全部設施與治理型式之結果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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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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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7 各設施與治理型式之結果分析表 

治理型式

設施 
政府組織 公私合夥 民間組織 

高速公路 3 3 0
快速道路 6 3 0
主要道路 7 1 0
捷運 2 6 1
鐵路 2 5 0
航空站 5 2 0
港埠 5 2 0
電信設施 1 3 4
交通轉運及儲貨設施 2 4 2
公園 8 1 0
綠地空間 7 0 0
體育場所 2 5 2
大專教育設施 2 4 2
社會教育設施 1 5 2
文化歷史資產及設施 4 4 0
防洪系統設施 9 0 0
地震系統設施 8 0 0
醫療系統設施 3 5 3
避難系統設施 8 0 0
污染監測系統設施 8 1 0
自來水系統設施 5 4 2
排水（雨污水排放）系統設施 6 2 1
電力系統設施 2 5 2
瓦斯天然氣系統設施 0 3 6
廢棄物處理系統設施 3 3 4
產業園區（含工業區、科學園區、研

發或育成中心） 
1 4 3

金融貿易服務設施 0 2 9
購物服務設施 0 0 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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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第二次專家問卷 

一、第二次專家問卷之問卷格式 

「國土規劃前置作業辦理計畫－子計畫 2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準則研究」問卷 

敬愛的先進，您好: 
    首先感謝您能撥空填答此份問卷，本調查問卷係為執行內政部營

建署委託之「國土規劃前置作業辦理計畫－子計畫 2 台灣都會區域範

圍劃設準則之研究」，旨在作為評估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最適方案之

研究依據，素聞閣下熱衷公共事務，特研擬此份問卷向您請教，盼請

惠予協助！並請於民國 95 年 02 月 24 日前寄回。 
耑此 
  順頌 
時綏 
國立成功大學都市計劃學系     
何東波 教授                    
謝宏昌 副教授  敬啟     聯絡人：沈育生 研究助理 
                        聯絡地址：台南市大學路 1 號 

聯絡電話：0921551988 
傳真：06-2754943 

                        E-mail：tinnickimo@yahoo.com.tw 

（ㄧ）填表說明 

本問卷目的係在評估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最適方案。本問卷僅有二個問

題，分別是「評估各方案對於目標之達成度」，以及「排序各最適方案之順序」。

請您先行閱讀問卷說明後，再於問題中勾選您認為適切之答案。 

（二）問卷說明 

為有助於您對於問卷基本背景之暸解，請參閱以下說明。 

1.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目標體系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界線之構想方案，是根據都會區域發展的四大目

標、七大標的、以及劃設原則所衍生，以下顯示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目

標、標的、劃設原則與都會區域範圍界線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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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1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目標體系與都會區域範圍界線類

型之關係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界線及空間結構構想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界線的構想示意如下，是將一都會區域以「社會公平

界線」、「環境保育界線」、「成長管理界線」、以及「預測發展界線」等四種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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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1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說明表 

地區 地區範圍界線及開發管制說明 管制強度 

環境保育

地區 

介於「社會公平界線」與「環境保育界線」之間，是以

國土資源的保育為主，為避免環境敏感地區遭受破壞，

因此，『嚴格限制土地開發之行為』。 
強 

緩衝發展

地區 

介於「環境保育界線」與「預測發展界線」之間，該區

『不鼓勵』土地開發或公共建設之行為，但仍可透過規

劃或開發許可來開發，只是『須依開發類型施予不同寬

嚴程度之管制』。 

中上 

未來發展

地區 

介於「成長管理界線」與「預測發展界線」之間，旨在

提供重點投資地區未來發展所需之空間，其範圍為彈性

的範圍，其開發管制是採取開發許可制度。 
中下 

重點投資

地區 

為避免蔓延發展，故要求緊密性之發展，且亦為都會區

域公共建設之重點投資地區。位於「成長管理界線」之

內，是都會區域活動之主要範圍，其依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直接授予發展權』。 

弱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附圖 7-2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界線構想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 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四個方案 

在不同考量準則下，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方案總計有四種，詳細如

 

 

 

 

圖例 

    社會公平界線 

    環境保育界線 

    成長管理界線 

預測發展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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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衝發展地區 

重點投資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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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每ㄧ種方案皆涵括四條界線，只是因考量原則的不同，致使某些界線

會有所重合。而在以下各方案中，經過人口預測發現，成長管理界線內之空

間可容納未來 25 年之空間需求，故在各方案中，成長管理界線皆等同於預測

發展界線。此外，各方案之都會區範圍圖僅為示意圖。 

方案Ⅰ 現行區域計畫範圍 

維持現有四個區域計畫之分區形式。  
界線 準則 

現行四個區域計畫範圍界線 － 

附圖 7-3 方案Ⅰ：現行區域計畫範圍之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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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Ⅱ-1   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 

劃設北、中、南三個都會區域。其中，北、中、南三個都會區域之最大外圍

係現行區域計畫之範圍，而東部區域劃歸為環境保育地區及緩衝發展地區。 
界線 準則 

社會公平界線 依北、中、南各區域內人口數之最大量 

環境保育界線 由環境保育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 

1. 人口數（以鄉、鎮、市、區為單元）高於「同

區」人口分配的 90%者 

2. 二三級產業就業員工比例（以鄉、鎮、市、區

為單元）高於「同區」員工分配的 90%者 

成長管理界線

（等同於預測

發展界線） 周邊地區至都會核心地區之旅次數（以鄉、鎮、

市、區為單元）高於「同區」旅次數分配的 50%

者 

附圖 7-4 方案Ⅱ-1：三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之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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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Ⅱ-2   三個寬鬆之都會區域範圍 

劃設北、中、南三都會區域，其中重點投資地區由方案Ⅱ-1 擴大（放寬）至

環境保育的邊界，而東部區域維持方案Ⅱ-1 的作法，劃歸為環境保育地區及緩衝

發展地區。 
附圖 7-5 方案Ⅱ-2：三個寬鬆之都會區域範圍之

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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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Ⅲ 一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 

將台灣視為一個都會區域，整個都會區域由台北、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屏東共六個重點投資地區組成網絡多核心狀，而其他地區，則被劃入環境保育及

緩衝發展地區。 
界線 準則 

社會公平界線 除東部區域外的台灣本島地區 

環境保育界線 由環境保育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 

1. 人口數（以鄉、鎮、市、區為單元）高於「全國」

人口分配的90%者 

2. 二三級產業就業員工比例（以鄉、鎮、市、區為

單元）高於「全國」員工分配的90%者 

成長管理界線

（等同於預測

發展界線） 
周邊地區至都會核心地區之旅次數（以鄉、鎮、市、

區為單元）高於「全國」旅次數分配的80%者 

附圖 7-6 方案Ⅲ：一個緊湊之都會區域範圍之示意圖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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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表內容 

1. 您認為上述各方案是否有助於達成空間發展目標？（請打勾√） 

請就上述各方案之說明與您的專業判斷，評估各方案是否有助於達成發展目標。若您認為該方案無法達成之該發展目標，煩請

簡述理由。 
經濟競爭力 社會公平 環境保育 

財政效率 1.創造附加價

值 
2.降低生產成

本 
1.保障受益權

利 2.社會和諧 1.生態保育 2.生活環境品

質 

空間發展目標

 

達成度 

 

方案 

可

達

成

普

通

無

法

達

成

可

達

成

普

通

無

法

達

成

可

達

成

普

通

無

法

達

成

可

達

成 

普

通 

無

法

達

成

可

達

成

普

通

無

法

達

成

可

達

成

普

通

無

法

達

成

可

達

成

普

通

無

法

達

成

請簡述理由 

方案   Ⅰ ：現行區域計畫範圍                      

方案Ⅱ-1 ：三個緊湊之都會區域範圍                      

方案Ⅱ-2 ：三個寬鬆之都會區域範圍                      

方案   Ⅲ ：一個緊湊之都會區域範圍                      

2. 您認為上述最適方案為何？（可複選） 

請勾選您認為適當的都會區域範圍界線方案，並煩請簡述理由。 
方案 方案Ⅰ：現行區域計畫範圍 方案Ⅱ-1：三個緊湊之都會區域範圍 方案Ⅱ-2：三個寬鬆之都會區域範圍 方案Ⅲ：一個緊湊之都會區域範圍 建議 

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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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專家問卷之分析結果 

（ㄧ）各方案於各目標之達成度 

附表 7-2 各方案於各目標之達成度表 

經濟競爭力 社會公平 環境保育 
財政效率 

1.創造附加價值 2.降低生產成本 1.保障受益權利 2.社會和諧 1.生態保育 2.生活環境品質 

 

可

達

成

普

通

無

法

達

成

可

達

成

普

通

無

法

達

成

可

達

成

普

通

無

法

達

成 

可

達

成

普

通

無

法

達

成

可

達

成

普

通

無

法

達

成

可

達

成

普

通

無

法

達

成

可

達

成

普

通 

無

法

達

成 

權重值 3 1 -3 3 1 -3 3 1 -3 3 1 -3 3 1 -3 3 1 -3 3 1 -3 

方案Ⅰ：現行區域計畫範圍 2 32 29 5 42 16 10 31 22 10 40 13 20 40 3 9 27 27 7 30 26 

方案Ⅱ-1：三個緊湊之都會區域範圍 50 10 3 47 15 1 37 22 4 30 28 5 20 38 5 38 21 4 36 21 6 

方案Ⅱ-2：三個寬鬆之都會區域範圍 6 42 15 14 38 11 12 40 11 16 38 9 19 38 6 13 30 20 18 25 20 

方案Ⅲ：一個緊湊之都會區域範圍 29 10 24 17 28 18 18 30 15 3 30 30 10 27 26 25 20 18 27 24 1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空 

間 

發 

展 

目 

標 

達 

成

度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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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7 各方案於各目標達成度之加權評估得點圖 

-100 -50 0 50 100 150 200

評估得點

財政效率

創造附加價值

降低生產成本

保障受益權利

社會和諧

生態保育

生活環境品質

目標
方案Ⅲ：一個緊湊之都會

區域範圍

方案Ⅱ-2：三個寬鬆之都

會區域範圍

方案Ⅱ-1：三個緊湊之都

會區域範圍

方案Ⅰ：現行區域計畫範

圍

有效樣本63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最適方案之選取 

附表 7-3 最適方案之評估得點表 

方案 總計 學者專家 立法委員 
地方政府 

官員及議長 

方案Ⅰ：現行區域計畫範圍 5 - 2 3
方案Ⅱ-1 ：三個緊湊之都會區域範圍 43 30 4 9
方案Ⅱ-2 ：三個寬鬆之都會區域範圍 8 8 - -
方案Ⅲ：一個緊湊之都會區域範圍 10 9 - 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附圖 7-8 各方案評估得點總計

圖 
附圖 7-9 各類專家選擇方案之

情形 

方案Ⅰ

方案Ⅱ-1

方案Ⅱ-2 

方案Ⅲ

有效樣本63份

 
0 5 10 15 20 25 30 35

方案Ⅰ

方案Ⅱ-1

方案Ⅱ-2 

方案Ⅲ

地方政府官員及

議長
立法委員

學者專家

有效樣本63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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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財政效率推估 

一、財政效率之定義：公共建設（或/及服務）的提供之平均成本為最低。 

二、成本項目包括： 

（1） 1C ：興建成本（包括主要設備興闢之土地取得與工程費用）； 

（2） 2C ：營運成本（包括主要設備維護管理所需之經常性費用之 30 年折現值）； 

（3） 3C ：管線成本（包括管道興闢之土地取得、工程與維護成本）； 

（4） 4C ：交通成本（包括使用者使用 30 年的交通成本之折現值）。 

以公式表示如下： 

1 1( , )landC f N P=        N ：服務範圍人口數（或使用人次） 

      )(2 NfC =            1landP ：主要設備所需土地取得費用 

      ),,( 23 landPLineNfC =   2landP ：管道設備所需土地取得費用 

      ),(4 TcNfC =         Line ：管道設備長度 

                           Tc：使用者的使用旅次成本（含交通時間與費用） 

三、新增的土地開發案是否有助於原有公共建設（或服務）平均成本之降低？ 

假設原有公共建設（或服務）的總成本為 TTC，使用人數為 N，則平均成本

為 ATC。若申辦中的土地開發案若於開發後將增加的成本為△TTC，將增加的使

用人數為△N，則平均成本為 ATC’。其中 ATC 以及 ATC’的計算方法如下。 

操作(計算)方法： 4321 CCCCTTC +++=   

               
N

TTCATC =  

               
NN
TTCTTCATC

Δ+
Δ+

='  

 

四、檢核準則： 

公共建設（或/及服務）提供的效率是指該公共建設（或服務）之服務範圍

平均每人之成本為最低。亦即，增加（或擴大）服務範圍是否降低平均每人的服

務成本為考量。當增加服務使用人數能降低每人平均成本時，則可增加使用人數

（或擴大服務範圍）；否則不同意增加使用人數（或擴大服務範圍）。亦即，當

ATCATC ≤' 時，可增加使用人數（或擴大範圍）；否則不同意增加使用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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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何種公共建設（或服務）適合採用上述之方法？ 

第一類型：包括污水處理系統、廢棄物處理系統。此一類型具有主要設備與

管線，管線直接服務使用者，成本包括主要設備及管線成本。此類設施適合採用。 

第二類型：包括都會公園、體育場、區域型醫院、社教設施（博物館、美術

館等）。此一類型具有主要設施，但無管線；成本包括主要設施成本以及使用者

支付之交通成本。包括都會公園、體育場、區域型醫院、社教設施（博物館、美

術館等）。此類設施適合採用。 

第三類型：包括快速道路系統、大眾運輸系統、都會區域幹道系統。此一類

型主要為幹線系統之成本。此類設施係網絡系統為主並不適合採用上述方法。 

第四類型：包括自來水供應系統、電力供應系統、排水設施、防災設施。此

一類型類似於第一類型，此設施適合採用上述方法。但因此設施屬於民生必需

品，故應以基本生存受益權保障之公平性問題考量為主。 

第五類型：包括港埠設施、航空機場設施。此一類型座落區位與地理環境條

件有關，不宜採上述之效率之觀點來分析。 

第六類型：主要為產業設施。此一類型座落區位應以經濟競爭力之考量為

主，不宜採上述之財政效率觀點來分析。 

六、自來水供應系統之平均成本分析 

為了要瞭解公共服務設施之成本與規模的關聯，以下利用自來水公司民國

93 年之營運成本進行平均成本之分析。由於自來水公司於全台灣提供公共服務

之範圍，總共分為十二個分區，且提供給水服務的單位，包括了各個區處、給水

廠、服務所、營運所，例如：自來水公司第一區處提供北台灣包括基隆、台北等

區域的供水服務，其營運單位包含第一區處、新山給水廠、基隆服務所、瑞芳營

運所、汐止營運所……等單位。所以本迴歸分析的採樣樣本，包括了自來水公司

於全台提供給水服務之各區處、給水廠、服務所與營運所等資料，共計有 136 筆。

抽樣樣本中所提之營運成本為自來水公司提供民眾給水服務營運所需之給水成

本、新裝成本、其他營業費用與內部轉撥支出，且利用各單位範圍內提供給水服

務的戶數與各地區不同之平均戶量，估算出各單位所服務之服務人口數。但因各

區處與給水廠之服務功能偏向行政管理或製水過程而非直接提供民眾服務，無法

估算其服務人口數，因此再進行迴歸分析前，先將其樣本資料去除，再針對剩下

的 99 筆資料進行迴歸分析。 

因考量平均成本屬於先降後升之趨勢曲線，因此以一元二次方程式對平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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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與服務人口數進行迴歸分析，應可得出較為符合現實之函數模式（由於目前無

自來水服務單位的服務面積資料，無法採用密度作為因變數，如果能以密度作為

因變數則預期結果將會更好）。此外，因為預計平均成本函數具有隨服務人口數

逐漸下降之特性，為了得出更精確的模式，另外也將平均成本先行取自然對數

後，再運用迴歸分析，希望能獲得更佳之結果。茲分三個模型校估如下： 

模式一：一元二次函數 

應變數 Y：平均成本；自變數 X：服務人口數。平均成本由自來水公司資料

提供各服務所、營運所之總成本（包括給水成本、新裝成本、其他營業費用與內

部轉撥支出）除以服務人口數取得平均成本而得。一元二次方程式迴歸分析結果

如下： 

Y= 1343.11+2.92E-09X2-0.0044X 
R2=0.23 

附表 8-1 模式一 ANOVA 表 

  自由度 SS MS F 顯著值 
迴歸 2 14,810,419 7,405,210 14.64112 2.82E-06
殘差 96 48,555,045 505,781.7   
總和 98 63,365,464       

 
 係數 標準誤 t 統計 P-值 

截距 1,343.111 127.7237 10.51575 1.16E-17
服務人口數 -0.00443 0.000924 -4.79538 5.93E-06
服務人口數平方 2.92E-09 8.47E-10 3.445827 0.00084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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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8-1 模式ㄧ之服務人口數之迴歸線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模式二：負指數函數 

應變數 Y：將平均成本取自然對數。自變數 X：服務人口數。將先前計算得

出之平均成本再取自然對數後作為應變數 Y，自變數 X 仍為服務人口數，進行

線性迴歸分析。結果如下： 
Y= 6.768-2.75E-06X       
R2=0.38 
其他統計相關資料如下： 

附表 8-2 模式二 ANOVA 表 

ANOVA      
  自由度 SS MS F 顯著值 
迴歸 1 29.75522777 29.75522777 59.132024 1.21734E-11
殘差 97 48.81038935 0.50319989   
總和 98 78.56561712       
      
  係數 標準誤 t 統計 P-值 
截距 6.768310864 0.09367193 72.25548624 3.729E-86 
服務人口數 -2.7512E-06 3.57776E-07 -7.68973495 1.217E-1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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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經由以上二個模式之迴歸分析後，可發現其模式結果與函數圖形均為隨著自

來水服務單元的服務人口數增加，平均服務成本（Y）明顯的向下遞減。因而得

知平均成本將會隨著服務人口的規模而改變，且當服務人口數增加到一定的數量

時（約略是 50 萬人），將有助於降低平均成本的花費。目前台灣常有之問題為，

提供服務的規模過小，而導致提供公共服務之成本無法降低，未來若各地方能配

合規劃，重新劃設服務範圍，將有助於降低的成本，提高公共服務的效率。另外，

若新增之土地開發座落之位置若能落入尚未達 50 萬人的自來水服務單位之服務

範圍內，則有助於降低該服務單位的財政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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