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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部區域(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概要，整理如下： 

表 1 北部區域(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重點彙整表(84.11.24) 

章名 項目 內容概述 

壹、修訂緣由 一、原計畫發布實施之後已屆滿 5年。 

二、重大建設計畫，加速改變土地使用發展之型態。 

貳、計畫範圍 北部區域 7 個縣市，包括臺北市、基隆市、新竹市、臺北縣、

桃園縣、新竹縣、宜蘭縣等之全部行政轄區，面積 7,347.27

平方公里。 

參、計畫年期 民國 94年。 

第一章

緒論 

肆、計畫性質 秉承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之開發政策與發展課題，參照原

北部區域計畫，區域內各地區發展條件與趨向作全盤而綜合

之規劃，用以指導各地區之都市計畫、各項區域性實質發展

計畫及非都市土地分區使用，以健全區域之整體發展。 

壹、發展沿革 一、民國 69年「臺灣北區區域計畫」政策以管制開發為主。

二、民國 72年「臺灣北部區域計畫」政策以經建開發為主。

貳、政策檢討 一、缺乏整體空間發展策略計畫，指導區域之策略據點、策

略軸線、及策略地區之發展。 

二、未充分利用生活圈分工專業化，達到區域分工、整合的

功能。 

三、未重視地方中心都市之社會功能，宜加強教育、醫療、

遊憩及與日常生活有關的社會服務。 

四、強調開發限制而非開發許可，意即強調依據不同區域限

制與開發條件，建立開發許可制。 

五、未重視城鄉間之均衡發展。 

六、未採行都會成長管理，以抑制臺北都會區過度成長的壓

力問題。 

參、現階段政策方

向 

一、強調生活圈之整體規劃。 

二、進行都會成長管理。 

三、地方中心建設之質量並重。 

四、都市與鄉村之整合。 

五、非都市土地使用之開發許可。 

六、特殊及偏遠地區之產業振興。 

七、居住、工作、休閒環境之均衡發展。 

八、學術研究、資訊技術、科技產業、生活環境之結合。 

九、強調資源的永續發展。 

第二章

區域發

展政策 

肆、當前重大建設

影響 

一、臺 3省道改善計畫。 

二、西部濱海公路提升快速公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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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北部區域(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重點彙整表(84.11.24) 

章名 項目 內容概述 

 三、北部第二高速公路。 

四、西部走廊東西向快速公路建設計畫，健全濱海及內路間

快速運輸系統。 

五、北宜高速公路，帶動蘭陽地區及沿線產業及遊憩資源開

發，擴張蘇澳港腹地。 

六、臺北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初期路網。 

七、高速鐵路，縮短城際交通旅行時間，促進都會化發展。

八、新竹科學城，建設為北部區域次區域中心，產業結構趨

向技術密集型工業。 

九、淡海新市鎮，紓解都會區人成長壓力與中低所得居住問

題，帶動濱海地區發展。 

十、林口新市鎮三、四期開發。 

十一、南港經貿園區，加速推動資訊軟體科技發展。 

十二、觀音擴大（外海）工業區。 

壹、發展課題 一、北部區域政治經濟文化及行政管理機能過度集中臺北市

形成北部區域一極化現象。 

二、臺北都會區人口過度集中，造成都會區公共設施不足與

環境品質降低。 

三、偏遠地區及特殊地區產生人外流及就業機會不足之惡性

循環。 

四、運輸建設改善措施未與土地使用發展模式配合，未能有

效誘導人口、產業合理分布。 

五、傳統區域土地規劃多以需求為導向，未依環境特性劃設

各類環境敏感地，以致各類開發計畫未能以資源導向規

範之。 

第三章

計畫目

標與構

想 

貳、目標與對策 一、強化臺北都會區以外基隆、桃園、新竹、宜蘭等生活圈

中心都市功能，提高生活自主性。 

二、融合自然環境，居住環境及生產環境為一體，以安定居

住人口。 

三、合理分布人口，以促進城鄉均衡發展。 

四、充實產業設施，以促進產業升級。 

五、誘導區域土地合理使用，以改善環境品質。 

六、健全整體交通運輸系統，以縮短交通時間與成本。 

七、加強自然資源之開發與保育，保持生態平衡。 

八、防治區域性公害污染，以提高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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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北部區域(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重點彙整表(84.11.24) 

章名 項目 內容概述 

 參、計畫構想 一、空間結構（依地理特徵劃分） 

北部大屯山火山區、新店、三峽、竹東丘陵區及加

里山（雪山）脈、中央山岳地區為廣大之水土、動植物

保育遊憩區。東部宜蘭平原三角洲為田園休閒港口城

市。西部走廊地帶分布有基隆丘陵區港埠山城、臺北盆

地政經文化都市、桃園中壢臺地農工國防城市、新竹平

原區科技學術城等，以網路狀高速公路聯絡，分工互惠

原則。海岸地區遊憩、工業活動應配合保護近海岸脆弱

海洋動植物地質生態資源審慎開發。 

二、發展構想 

生活圈機能分工之強化 

生活圈 主要機能 

臺北生活圈

北部區域中心、區域服務業、商業、行政

中心，國際金融中心、媒體中心，都市技

術密集、都市社會服務、資訊服務業。 

桃園生活圈

區域門戶、空運中心、北部區域工業中心，

臺北都會區衛星居住城，重化工業、製造

業、農業、運輸服務、國防軍用。 

基隆生活圈
區域門戶、海運服務中心，運輸服務、水

電煤氣業、臺北都會區居住地區。 

新竹生活圈
北部區域之次區域中心，區域科技、製造

與學術中心。 

宜蘭生活圈

區域農漁產品供應地、運動休閒及觀光遊

憩中心，臺北都會區衛星居住城，加工業

及研究園區。 

(一)山坡地土地多元化使用。 

(二)都會區成長管理，目的在於引導發展，控制確保開發

產生的影響。 

(三)網路狀快速公路網之建立（3 條南北快速道路、東西

向 4 條快速公路、北宜高速公路）。 

(四)高速運輸及通信系統之發展，高鐵北高兩市僅需 2 小

時，資訊網路發展計畫。 

(五)沿海工業區及遊憩區之發展。 

(六)未來預留發展地區之劃設。 

(七)環境敏感地區之劃設定績效標準管制，以規劃各種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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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北部區域(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重點彙整表(84.11.24) 

章名 項目 內容概述 

 地開發行為。 

(八)新市鎮、新社區建設，主要為增加住宅供給，建立住

宅儲備制度。 

壹、人口 一、總人口預測，依據不同成長方案，推估民國 94 年總人

口數約為：高成長方案 9,980,000 人，中成長方案

9,821,000 人，低成長方案 9,740,000 人。 

二、人口年齡結構預測，推估民國 94 年為 0-14 歲約為

19.8%，15-64 歲約為 71.5%，65 歲以上約為 8.6%。因

生育率逐年降低，人口呈現老化現象。 

三、人口分布，主要受到交通建設、產業發展及發展腹地所

影響，根據高成長方案預測，民國 94 年 998 萬人，年

平均率為 0.96%，其中推估人口分佈：宜蘭生活圈 49 萬

人、基隆生活圈 51 萬人、臺北生活圈 644 萬人、桃園

生活圈 92 萬人。 

貳、區域經濟 一、產業特色，北部區域產業發展特色相較於其他區域偏重

於三級產業之發展。 

二、產業人口結構，北部區域產業人數居臺灣地區之最推估

至民國 94 年總產業人口數為 5,574 千人，結構比值以

三級產業為最（52.46﹪），二級產業居次（42.57﹪），

一級產業（4.97%）。 

三、生產毛額，主要推估民國 94年一級產業生產毛額為 350

億元，佔總生產毛額 0.86%，二級產業生產毛額 17,660

億元，佔總生產毛額比值 42.84%，三級產業 23,210 億

元，佔總生產毛額比值 56.30%。 

參、工業用地 民國 80年底，北部區域計畫工業用地總面積 14,979 公頃，

使用面積 8,512 公頃，使用率約為 56.83﹪，主要編定集中

於臺北生活圈與桃園生活圈。以生活圈推計至民國 94 年的

工業用地增量預測，宜蘭生活圈為 189 公頃、基隆生活圈為

60 公頃、臺北生活圈為 643 公頃、桃園生活圈為 587 公頃、

新竹生活圈為 335 公頃，合計約 1,814 公頃。 

第四章

發展現

況與預

測 

肆、水資源 北部區域除臺北盆地外，其餘各地區已過量超抽地下水，需

水預測部分至民國 94 年，生活用水水量 1,748 百萬立方公

尺，工業用水水量約 679 百萬立方公尺，農業用水水量約

1,350 百萬立方公尺，總用水量約 3,777 百萬立方公尺，其

中農業用水因農地變更使用而減少，其比值逐年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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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北部區域(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重點彙整表(84.11.24) 

章名 項目 內容概述 

伍、觀光遊憩 生活圈遊憩活動分派，觀光遊憩發展核心分為三類：觀光城

市、渡假基地、旅遊服務據點，推估民國 94 年各生活圈之

觀光遊憩旅遊人次：臺北生活圈 29,336 人次（28.68﹪）、

基隆生活圈 19,713 人次（19.27﹪）、宜蘭生活圈 26,167

人次（25.58﹪）、桃園生活圈 12,086 人次（11.81﹪）、

新竹生活圈 14,787 人次（14.66﹪），故未來臺北及宜蘭生

活圈的觀光遊憩需求甚大。將北部區域各生活圈遊憩資源分

類為：自然遊憩資源、人文遊憩資源、產業遊憩資源、遊樂

設施與活動等類別。 

陸、交通運輸 一、運具需求預測 

運具成長，針對北部區域各生活圈運量需求預測，

以臺北生活圈最高、桃園生活圈次之、新竹生活圈位居

第三，預計北部區域車輛總數將達 238 萬輛。公路運輸，

中山高速公路壅塞與臺北--桃園間運輸系統容量明顯

不足，亟需第二高速公路、西濱快速道路、東西向快速

道路等建設。鐵路運輸，預期宜蘭線及北迴線預測其需

求將減少，東部鐵路改善計畫實施後，將可紓解北迴鐵

路運輸。海運及港埠，基隆港預測至民國 109年貨櫃船

席運能將不敷使用。空運與機場，中正機場至計畫目標

年尚未超過計畫容量，應積極進行航站擴建計畫；松山

機場部分擴建不易，需移轉國內航空旅次至其他運輸系

統。 

二、郵電發展  

個人或工商服務均將產生大量需求，每人郵件數由

目前 84.4 件成長至 94年 149 件，至於電信業預計每年

將以 5.3﹪比例成長。 

 

柒、住宅供需 整體而言北部區域有供給大過於需求的情形，但臺北市、新

竹縣若以一家一戶住宅之衡量標準，有住宅短缺現象。空屋

率部分，北部區域空屋率佔住宅存量 13.85﹪，以新竹縣空

屋率最低，臺北市空屋率 9.40﹪。住宅持有率以臺北市最

低，都市化程度越高住宅持有率越低。若以一戶一住宅一人

一居室為目標，住宅分配不均現象將成為住宅建設的重要課

題。推估以一住宅單位居住一戶為原則，推估民國 94 年北

部區域將增加 90 萬 5 千戶之住宅需求，並增加 4,978 公頃

的住宅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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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北部區域(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重點彙整表(84.11.24) 

章名 項目 內容概述 

 捌、土地利用 目前北部區域土地使用現況，臺北市全為都市土地與其他縣

市都市土地依都市計畫法公告實施管理，其他縣市非都市土

地部分依區域計畫法公告實施管理。地方政府應按非土地使

用分區圖所示範圍，編定 18 種使用地。 

壹、都市發展與住

宅建設 

一、以總量管制進行開發，都市發展主要朝原有都市計畫區

內及都市週邊開發為原則，並因應未來人口成長需求與

都市發展用地之開發訂定開發強度。擴大實施開發許可

制，加強財務規劃與公共設施之提供。遵循區域計畫指

導並實施成長管理。 

二、都市及公共設施計畫將北部區域之都市位階分為五等

級：臺灣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兼區域中心、次區域中

心、地方中心、一般市鎮與農村集居中心，為發揮不同

都市階層的機能，需具備符合的公用及公共設備。依計

畫人口規模及都市階層來考量公共設施設置標準，並配

合都市發展加速取得及建設公共設施用地。配合公共設

施用地的取得與建設成效，管制都市發展規模，檢討公

共設施保留地，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取得公共設施

保留地。 

三、住宅建設，合理增加可供發展的住宅用地，優先使用住

宅土地，嚴格檢討土地使用計畫與現況，建立公有土地

儲備制度，有效利用大面積公有土地，支援國宅建設土

地。 

四、新市鎮與新社區開發「淡海新市鎮」。 

五、國宅建設，主要為協助解決中低收入家庭助的問題。 

第五章

發展計

畫 

貳、生活圈發展與

建設 

一、臺北都會區：以成長管理之方式合理規劃臺北都會區之

發展，強化多核心都市發展體系為主之都會發展，加強

省市協調、解決都會區共同之問題，加速林口新市鎮的

建設與發展。 

二、新竹科學城：建立高科技重鎮，奠定經濟實力，達成均

衡國土發展，建立自給自足生活圈目標。其構想主要在

投入相關科技建設，擴大、強化新竹科技產業及研究功

能。 

三、宜蘭生活圈：維護地區土地資源與環境品質，避開環境

敏感地區及主要資源地區，構成宜蘭—羅東雙子城，適

度保留鄉村與農村地區，工業區規劃隔離綠帶與主要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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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北部區域(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重點彙整表(84.11.24) 

章名 項目 內容概述 

道系統連接。 

四、基隆生活圈：以進出口貿易、工商、漁業機能及觀光遊

憩為主，應加強港口機能及與港口有關之製造業，改善

港口設施，強化中心都市功能，擴充港埠硬體設施推動

產業發展，規劃發展北海岸地區與東北角海岸地區的觀

光遊憩資源。 

五、桃園生活圈：供給臺北都會區產業疏散之所需，高速鐵

路、捷運之建設，縮短時空距離，國際機場使之成為臺

北都會區的門戶，未來發展著重技術密集性工業及都市

勞力型工業，配合製造中心計畫之推動，扮演區域產業

發展與成長之角色。 

 

參、工業區建設 一、工業區設置原則 

資源及人口分布計畫相配合、關聯工業集中發展、

促進科技發展產業升級推動科技工業區之開發、考量工

業發展與土地相容性進行整體規劃、提高工業區使用效

率與推動舊有工業區更新計畫、發展緩慢地區配合地方

特性開發工業區、特殊工業區指定區位、工業地區之劃

設宜兼顧農地保護政策、工業區開發應兼顧環境保護政

策。 

二、生活圈工業發展計畫 

(一)宜蘭生活圈：地方資源型與都市勞力型工業為主。 

(二)基隆生活圈：高生產力、技術密集型與倉儲運輸業之

相關產業。 

(三)臺北生活圈：中樞管理機能，朝多機能使用，都市內

開發新(四)型態軟體科技或智慧型工業區，並利用交

通便捷條件發展倉儲及貨物流通業產業。 

(五)桃園生活圈：發展都市勞力型與技術密集型產業，利

用中正機場引進倉儲及貨物處理相關運輸服務業。 

(六)新竹生活圈：利用交通與學術研究機構條件，以「科

技發展工業，工業培養科技」，結合現有科技產業規

劃智慧型工業區，與科學園區配合分工，促進科技產

業發展。 

三、發展遲緩地區振興措施 

宜蘭地區藉由北宜高速公路，改善交通運輸系統，

提昇工業區位及都市發展條件。選定並投資具有潛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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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北部區域(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重點彙整表(84.11.24) 

章名 項目 內容概述 

區，產生產業波及與關聯效果，帶動宜蘭地區經濟發

展。引進適宜地方產業發展的工業，完整規劃工業區，

加強職訓、增進工作機會，帶動地方發展。促產條例第

7 條試用投資租稅抵減，利用低利融資及投資補助之獎

勵以鼓勵並誘導至宜蘭生活圈投資設廠，加速該地發

展。 

 

肆、自然及人文資

源保育利用 

一、生態敏感地區，包括自然保留區、國有林自然保護區、

國家公園、沿海自然保護區、保安林地、野生動物保護

區、溼地等。北部區域劃設保留區（7 處，9171 公頃）、

保護區（7 處，910 公頃）進行保育，該區應維持原有

生態均衡，並嚴格禁止破壞行為。 

二、自然及文化景觀敏感地區，北部區依景觀資源特性，劃

設特別景觀區及風景特定區等七處特殊景觀區；文化景

觀則依重要考古遺址及所屬文化劃設 12 處，其中以臺

北縣及臺北市居多。 

三、優良農地，主要分布於桃園縣、新竹市、及宜蘭縣之沖

積平原與臺北縣之丘陵地等處，應避免優良農地零星變

更為其它用途使用，嚴禁污水放流，並做好水土保持。

四、地表水源維護敏感地區，包括現行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

（北部區域依主要河川分布及自來水法公告，共劃設 21

處）、重要水庫集水區（依重要水庫分布及其功能，共

劃設 8 處）及潛在地表水源維護敏感地區（如丘陵、山

地等土壤沖蝕嚴重，地表逕流量大之地區），應採適當

保育措施，諸如保留相當比例透水層面積、訂定河川污

染物放流標準及設置水質監測站等。 

五、地下水補注區應就土壤、地形及岩層條件調查地下水補

助區之分布，採取保育措施，包括限制影響地下水質之

土地使用活動、停止地下水之開發及污水下水道、雨水

排水道分流排放等。 

六、災害敏感地區，主要分布於基隆市、臺北縣、新竹縣之

丘陵地及宜蘭縣之山岳地區。於斷層帶兩旁各 50 公尺

內，應做為永久性開放空間、禁止建造結構物，地區開

發須有貯存逕流之滯留池設施（能處理集水點「100 頻

率年」之降雨逕流量）、挖填方應求最小與平衡。 

七、洪水災害敏感地區，包括臺北縣、宜蘭縣與臺北盆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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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北部區域(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重點彙整表(84.11.24) 

章名 項目 內容概述 

川之沖積平原及許多鄰近海岸之小平原。應禁止地形任

意挖填、設置防洪設施及建立預警制度。 

八、地層下陷災害區，經濟部應全面設置地下水觀測井網及

地層下陷觀測站；北部區域下陷地區包括臺北盆地、宜

蘭縣部分鄉鎮，應劃定禁止開發區、嚴禁抽取地下水，

並設置養殖專業區。 

七、海岸地區土地利用型態與原則，臺灣海岸地區可分為 19

種土地利用型態，依資源敏感性及所需保護強度劃分

為：保護區、防護區、開發區。 

八、新生地開發，河川新生地，主要分布以臺北市、宜蘭縣

及新竹縣為主，共劃設 592.7 公頃。其開發利用，應採

低密度之土地使用，並保留適當開放空間以利洪水宣

洩。海埔地，北起桃園縣，南迄新竹沿海，共劃設 1,130

公頃(含已開發 314 公頃、未開發 816 公頃)。 

九、砂石資源，為兼顧資源之保育與利用，應採行相關開發

策略包括：加強對砂石資源之調配供需能力（如由陸、

海運迅速補充）、資源開採應符合保育措施、開發其它

替代資源（如營建廢棄土、水庫及攔砂霸上游淤沙）及

研訂土石採取相關法令並做有效管理。 

伍、水資源開發 臺灣地區豐枯水期相差懸殊，應開發地面水源及調蓄豐水期

水量供應，方能因應與日俱增之需水量（北部區域民國 94

年各標的需水總量較民國 80 年用水量增加 372 百萬立方公

尺）及疏解枯水期缺水之苦，除積極開發水庫以充裕水源

外，保育水資源永續利用與節約用水亦為努力之方向。 

 

陸、觀光遊憩 北部區域觀光遊憩型態偏好一日遊及集中於例假日，未來應

增加遊憩資源之供給與據點之建設、開發與保育兼顧、健全

聯外交通網路、建立開發程序與審議制度、加強資源永續利

用，並以空間系統規劃方法，引導未來觀光遊憩之整體發展。

一、空間系統規劃：國家公園系統、區域性遊憩系統 

二、風景及遊憩區開發方式：風景區及風景特定區劃設以特

定專用區方式辦理。森林遊樂區由林業主管機關規劃、

經營與管理。國防管制區、生態保留區與保護區、水源

保護區等地區依「發展觀光條例」，劃定風景區、風景

特定區供遊憩使用。未來區域計畫風景區採開發許可方

式，由開發主體研提計畫送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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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北部區域(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重點彙整表(84.11.24) 

章名 項目 內容概述 

予劃編，不在區域計畫圖上事先劃設。 

柒、交通運輸 一、臺灣地區未來內陸運輸系統建設，應採階層性之發展策

略，藉由可及性的規劃，包括交流道服務範圍、地方中

心等時圈等的可及性指標的分析，研擬各生活圈所需的

道路建設計畫；對於大規模土地開發的交通條件及附屬

設施，應有妥善的配置與限制，並引入「成長管理」的

觀念。並依發展計畫：公路運輸系統網路架構、鐵路運

輸系統，高速鐵路發展計畫、臺鐵改善計畫及都會區大

眾捷運系統發展計畫、空運與航站發展計畫，國際之擴

建與國內機場之整建等。 

二、內陸河運發展及港埠建設，配合各河系整治計畫，發展

內陸航運，紓解交通旅次。 

三、郵電發展計畫改進郵政處理績效、推展傳真郵件及快捷

郵件業務；電信以網路建設為重心。 

 

捌、公用及公共設

施 

一、下水道建設：雨水下水道建設依經常發生水患地區、配

合區域排水系統需要、都會區及一般地區之順序，分期

分區建設。污水下水道建設則以都會區、新市鎮、水源

保護區及河川污染地區優先建設，新市鎮、新社區、工

業區及經主管機關指定地區應先設置再開發建設。 

二、自來水建設：建設重點為加強水質改善、提高供水普及

率、改善供輸設備。 

三、垃圾處理：應以設置垃圾掩埋場及興建焚化爐為主要策

略。 

四、文教設施：大專院校集中於臺北縣市、北市以外地區圖

書館等文教設施不足，應加強設置文教設施於缺乏之地

區。 

五、醫療設施：未來應致力於精神醫療設施之充分利用、增

設慢性醫療設施、加強醫療機構合作、推動轉診制度。

六、社會福利設施：應鼓勵各級政府機關利用公共設施用地

廣為興設，另因應高齡化、雙職小家庭趨勢，應規劃推

動社區托兒、安親托育、社區托老、安養、扶養療養設

施。 

七、喪葬設施：應推動火化、塔葬以減少目的需求，實施公

墓公園化，集中設置殯儀館、火葬場以提供一元化服務。

八、營建廢棄土處理：棄土場由地方政府整體規劃以公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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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北部區域(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重點彙整表(84.11.24) 

章名 項目 內容概述 

 優先設置，且宜有土方再利用設施，填土完成後可做低

密度利用，並應加強棄土管理措施。 

壹、土地分區使用

計畫 

一、土地使用策略 

(一)保育優良農地資源，兼顧整體經濟發展。 

(二)劃設環境敏感地，並建立資源及土地使用績效管制制

度。 

(三)加強水資源保育，並管制水源地區土地使用種類與規

模。 

(四)參照區段徵收精神，擴大實施開發許可。 

二、土地使用計畫將全區土地分類 

(一)限制發展地區：劃設範圍包括重要水庫集水區、生態

保育地區、山坡地加強保育地區、森林區、活動斷層、

古蹟遺址。 

(二)可發展地區：考量限制因素包括地下水補助地區、山

坡地潛在災害地區、水源保護地區、洪害地區、地層

下陷地區、核電廠管制地區、航空噪音管制地區、優

良地區、其他依法劃定應予限制開發或建築之地區。

二、土地使用分區劃定與檢討：擬訂十種分區劃定目的與原

則、依據所擬分區劃定原則檢討分區。 

貳、土地使用管制 一、都市土地管制規則訂定方式及實施概況 

二、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原則與內容，18 種使用地編定

類別，資源、設施二種導向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程

序，本次通檢公告實施後應依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及使用

分區劃定原則補劃定部分未劃定之分區及補編定未編

定之用地。 

參、土地開發指導

原則 

訂定整體規劃、公共設施、公用設備、自然保育、水土保持、

受益者付費及成長管理等開發原則，作為土地使用主管機關

訂定各類開發審議規範之準據，並據以審查核准開發計畫或

土地變更使用分區及用地。 

第六章

土地分

區使用

計畫與

土地使

用管制 

肆、指示事項 一、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兩年內未辦理都市計畫通盤檢討者

上級主管機關得代為擬定；並於主要計畫中明定平均容

積率以 200﹪為原則。 

二、相關補編定事宜，應循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理。 

三、土地使用分區與使用地編定成果，應報請區域計畫主管

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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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北部區域(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重點彙整表(84.11.24) 

章名 項目 內容概述 

 四、非都市土地風景區開發應擬具開發計畫，送請北部區域

計畫主管機關核定。 

五、都市計畫之擴大、新訂依區段徵收精神辦理。 

六、有關環境敏感地區之使用管理，應遵循本計畫相關規定。

七、現有依法核准使用之用地變更編定案件，符合改劃特定

專用區標準者，應循相關程序辦理。 

八、有關原住民保留地之經營管理仍依「原住民保留地開發

管理辦法」之規定辦理，不受本計畫土地使用計畫之限

制。 

九、凡屬本計畫公佈實施前，依法核定之開發計畫，仍依其

原核定計畫內容進行管理。 

壹、實施程序 一、土地管制：都市、非都市、國家公園土地應依相關法令

進行使用管制。 

二、土地開發：非都市土地、海埔地、山坡地開發均應依相

關法令辦理。 

三、區域建設：計畫年期至民國 94 年，分二階段實施，第

一階段為 85 至 89年，第二階段為 90年至 94年。各計

畫實施項目如：1.都市及住宅發展政策（包括：國建計

畫六年住宅建設計畫、淡海新市鎮開發計畫、新社區開

發計畫）、2.生活圈發展與建設（包括：臺北地區防洪

第三期實施計畫、快速道路系統建設）、3.工業區建設、

4.自然及人文資源保育利用、5.水資源開發、6.觀光遊

憩、7.交通運輸、8.公共及公用設施、9.土地使用。 

第七章

計畫實

施 

貳、配合措施 一、法令修訂 

(一)研訂「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 

(二)修訂「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制定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

地作業須知」。 

(三)修訂「除配合國家及地方重大建設外，原則上應暫緩

辦理擴大及新訂都市計畫」執行要點。 

二、都市計畫檢討 

(一)各都市計畫主管機關應依本計畫指導原則，辦理擬定

或變更手續。 

(二)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應明定財務計畫比照區段徵收

精神辦理。 



 

 

北-13 

表 1 北部區域(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重點彙整表(84.11.24) 

章名 項目 內容概述 

 三、都會區建設 

(一)加強區域計畫委員會功能協調解決臺北都會區問題。

(二)由經建會、國科會及內政部共組協調小組推動新竹科

學城相關建設。 

四、縣市綜合發展規劃 

各縣市修訂或訂定縣綜發以推動地方建設。 

五、計畫管制 

加強地方違規使用查處落實土地使用管制，定期監

測土地使用計畫。 

六、土地開發 

依本計畫指導原則訂定相關審議規範。 

七、區域發展建設 

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據計畫及區域建設委員會指導

訂定開發、進度及編列年度預算，依期辦理。 

資料來源：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整理。



 

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8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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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北部區域範圍圖 



 

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8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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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1 北部區域土地使用現況圖 

 



 

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8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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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2 北部區域土地使用分區圖(檢討前) 

 



 

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8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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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北部區域都市位階圖 



 

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8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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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臺北都會區範圍圖 

 



 

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8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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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臺北都會區快速道路系統圖 

 



 

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84.11.24） 

北-20 

圖 5.2.3 新竹科學城發展構想圖 



 

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8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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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1 北部區域現有及規劃中水庫分布圖 

 



 

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8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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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1 北部區域觀光遊憩系統規劃圖 

 



 

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8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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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1 北部區域運輸系統整體建設路網圖 

 



 

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8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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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2 臺北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發展計畫圖 



 

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8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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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北部區域土地使用發展限制圖 



 

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8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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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北部區域未來發展示意圖 



 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8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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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北部區域土地使用分區圖(檢討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