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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臺灣區域合作

再創新猷
伴隨全球化浪潮席捲世界各國，激烈的經濟競爭局勢及眾多跨越地方行政區域界線
的挑戰接踵而至，不僅衝擊傳統「單一區域」治理概念，原有的治理機制也逐漸不
敷現代國家的需求。除了全球競爭帶來的經濟發展相關議題與挑戰外，面對全球環
境變遷造成的氣候異常，天然災害頻傳，人類安全遭致嚴重威脅，在在顯示跨域合
作的必要性與迫切性。
我們觀察世界發展的趨勢，國家與國家間的競爭，實際上等同城市與城市、區域與
區域的競爭。如果能將城市與城市整合成適當的規模，互補結合其產業、交通等各
自優勢條件，將可大幅提升競爭力。因此，英九擔任臺北市長時，全力推動北臺縣
市合作，發展迄今，已有包括臺北縣市、基隆市、桃園縣、新竹縣市、宜蘭縣及苗
栗縣參與。北臺八縣市面積9,173平方公里，人口1,051萬，創造將近18兆年產值，有
世界一流科技園區、世界頂尖大學、便利的大眾交通運輸，北臺區域發展合作所帶
動的城市競爭力，令人樂觀與期待。
北臺區域合作組 織從無到有，從競爭到合作，多年來透過密切交流已培養出絕佳合
作默契，陸續就產業發展、防災治安、健康社福等議題展開「地方與地方」的對話
與合作，成效斐然。例如過去發生類似三聚氰氨事件，當時的行政流程須3天才能由
各縣市要求不合格物品下架，現已由區域合作平臺運作，縮短為3分鐘完成即時通報
下架的程序。這些成果也使跨域合作的議題，從以往的特殊個案，逐漸發展為普遍
性的合作型態，共創北臺八縣市多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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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序

中華民國總統

北臺區域合作組織貼近民眾需求，努力成果有目共睹，而這些也只是一個開始。一
個國家不可能每個大城小鎮都有很強的競爭力，但是團結力量大。例如韓國的仁
川、金浦，大陸的天津、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是結合一個很大的區塊，透
過彼此的互補，創造更強的競爭力，一方面可以節省行政經費，二方面可以有更好
的綜合效果。臺灣確實有必要從現有的行政區域，藉由自然的發展與人為的輔導形
成有競爭力的大型區域。為提升國家競爭力，我們將地方制度改成五都架構，這是
臺灣60年以來最大的變革。每個都會與周邊的縣市結合成為一個區域，不同的區域
有不同的發展策略，必能讓臺灣在21世紀的發展有新的方向、新的境界。
縣市合併升格，臺灣地方與區域治理將進入新局，北臺區域合作就有臺北縣、市兩
個直轄市，為能有效運用資源，進一步讓國人受惠，希望北臺區域合作不但能與中
臺、雲嘉南及高高屏等區域交流分享，也能成為五都區域合作的典範。中央與地
方、地方與地方之 間互助合作，各盡所能，必將為區域合作再創新猷，為人民謀求
最大福祉，攜手開創臺灣下一個黃金十年。

中華民國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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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北臺合作
推升臺灣進步實力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2010年度主任委員

縣長

區域整合是當前及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臺灣必須對內加強區域整合，對
外加速區域連結，才能跟進這波區域成長的脈動，發揮關鍵影響力。
面對99年底五都改制完成，行政院三大生活圈、七大區域發展之規劃，以及經建
會提出的北、中、南、東四大區域治理的發展模式，縣市間都必須加速區域整合，
進行策略性的跨域合作，互補有無，截長補短，建立互利共生之關係，共享進步繁
榮，共創雙贏或多贏局面。
個人認為此刻，不論中央或地方都要用更前瞻的遠見、更務實的作法，以及更積極
的態度來面對區域整合、跨域合作，除了加速形成強而有力的區域合作協調機制
外，中央更要在制度面，加速推動法制重構，在現有法制中增列跨域合作專章，或
訂定其他特別法，鼓勵特定區域內的各地方政府進行跨域合作，加速催生中央及地
方區域建設委員會的成立，並提供財政誘因，促進區域合作機制之有效施行。
北臺區域合作已邁入第7年，苗栗雖較晚加入，也已經參與了5年，近2年在經建會 國
家建設總合計畫的支持下，北臺區域在整合河海觀光資源、推動綠色基盤、海岸再
生、公共區域運輸工具整合、節能減碳等各大議題上合作成果斐然，今年透過「北
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總顧問團隊及整體策略規劃執行計畫」的啟動，北臺更有關
鍵性的突破，即將朝實體化的功能加強運作，苗栗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跟大家一
起加油，讓北臺繼續發光發熱。

7

身為2010年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主政縣市，在此特別要代表北臺8縣市的夥伴，

色，讓這個合作機制得以不斷躍升。當然也要感謝所有北臺夥伴一直以來的積極參
與和關注，讓北臺得以持續成長、進步。
區域合作，已是提升臺灣競爭力刻不容緩的課題，我們很期待中央推動的腳步能夠
更加快速，積極做出明確的政策引導。北臺已經成功運作了7年，彼此間已有一致的
共識及最佳的合作默契，只要中央能夠全力支持，北臺一定可以大有作為，積極為
臺灣更美好的未來貢獻心力，創造區域合作成功新典範。
適值2010北臺成果專刊出版，期許北臺未來發展，定位更清楚、戰略更明確，加速
聚焦合作議題，發揮更大合作綜效，共同推升臺灣進步實力。

導 言

感謝總幕僚臺北市政府一路走來始終熱忱不減，成功扮演北臺合作領航及推手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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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永續
打造北臺大都會

跨界思維
●

提升區域競爭力

目
標

策
略

北臺
綠葉方舟
計畫

永續發展

整合發展

低碳觀光
接軌國際
節能減碳

基
礎

便利友善

配合行政院經建會「98年度國家建設整合計畫」之核准提案
No.

計畫名稱

負責縣市

跨域範圍

議題範疇

核定經費
450萬元

1

北臺觀光藍海計畫

臺北市

北臺八縣市

休閒遊憩、產業發展
交通運輸、環境資源

2

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設施規劃

臺北市

基隆市、臺北縣、臺北市

休閒遊憩、文化教育
環境資源

250萬元

3

基隆河沿岸土地再利用計畫

臺北縣

基隆市、臺北縣、臺北市

休閒遊憩、產業發展
防災治安、環境資源

250萬元

4

桃竹苗地區景觀、休閒及生態之海岸再生規劃

苗栗縣

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休閒遊憩、產業發展
交通運輸、環境資源

250萬元

5

北臺公共區域運輸工具整合組織及機制

桃園縣

臺北縣、臺北市、桃園縣

交通運輸、健康社福

200萬元

6

大漢溪流域觀光整合發展計畫

臺北縣

臺北縣、桃園縣

休閒遊憩、產業發展
防災治安、環境資源

250萬元

7

建立北臺區域合作平臺及運作機制

臺北市

北臺八縣市

發展推動

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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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建設整合計畫——北臺區域子計畫分佈情形

北投陽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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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八里

基隆市區
九份金瓜石

1

臺北市區
3

2

1

三峽鶯歌
3

大溪慈湖
內灣北埔

蘭陽

新竹市區

3
1

三義

備註：桃園航空城（空港）與臺北港（雙港）空間發展策略規劃乙案，因故將延至99年度執行。

配合行政院經建會「99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計畫」之核准提案
No.

計畫名稱

提案縣市

跨域範圍

議題範圍

1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總顧問團隊及整體策略規劃執行計畫

苗栗縣

北臺八縣市

發展推動

2

桃園航空城（空港）與臺北港（海港）雙港整合發展計畫

桃園縣

臺北縣、桃園縣

交通運輸、產業發展

3

北臺海岸、海洋及漁港產業計畫

新竹縣

北臺八縣市

產業發展、交通運輸
休閒遊憩

4

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

宜蘭縣

宜蘭縣、臺北縣、桃園縣
新竹縣、苗栗縣

5

北臺區域文化觀光整合暨行銷計畫

新竹縣

北臺八縣市

6

因應全球暖化及異常研擬淡水河流域都市發展與流域防災整合

臺北市

基隆市、臺北縣、臺北市
防災治安、環境資源
桃園縣、新竹縣

7

北臺區域永續生態改造暨環境退燒計畫

宜蘭縣

宜蘭縣、新竹市

環境資源

8

未登記工廠整體調查暨輔導管理計畫

新竹縣

桃園縣、新竹縣

產業發展

9

大眾運輸導向土地（TOD）暨聯外運輸發展策略

休閒遊憩、原住民
休閒遊憩、文化教育

宜蘭縣

宜蘭縣

交通運輸

10 國際綠能智慧園區計畫

新竹縣

新竹縣

產業發展

11 苗栗、宜蘭、桃園縣永續農業發展計畫

苗栗縣

宜蘭縣、桃園縣、苗栗縣 產業發展、環境資源

新竹縣

新竹縣

環境資源

桃園縣

桃園縣

環境資源

12

「區域性廚餘、水肥、養豬廢水污泥及下水道污泥集中處理廠與
生質能源再利用廠」計畫先期作業計畫

13 桃園機場航線周邊景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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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
觀光藍海計畫
北臺98年國家建設整合計畫

跨域範圍

核准經費

主辦及負責部會

受委託單位

北臺八縣市

450萬

臺北市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1

2

1

3
1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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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與目標

「北臺觀光藍海」發展策略

母親捧在手上的珍寶，如何利用母親的資源，壯碩臺

色，因此本計畫以「適地發展」的概念為軸心，以分

灣的觀光發展，是「北臺觀光藍海計畫」的規劃重

區段的特色為發展重點，同時兼顧環境保育、土地使

點。隨著兩岸開放三通、以及政府頻頻對世界宣傳臺

用、交通運輸、節慶行銷及地方文化等議題，發展出

灣的山水美景和人文風貌，我們相信觀光藍海計畫除

3個帶狀的觀光區域。

了提供臺灣遊客更多的休閒選擇外，更能夠吸引國際

另外在發展觀光為導向的考量下，我們也研擬出北臺

商旅客或背包客，踏上臺灣的土地，以觀光的力量帶

區域可以發展的3個策略點，並在98年度計畫中完成

動經濟的活絡，讓多元豐美的海洋，成為北臺發展的

策略點的基本設計。

活水源泉。
同時，從目前國際的發展模式可以觀察出，相較於空
中航線的移動，海上的移動是更具有觀光遊憩的特
質，結合陸上的觀光資源，「移動本身」可以轉換成
一種觀光型態。透過水域航線的開發、結合海域遊憩
模式、以及沿岸自然資源的復育與經營、陸上觀光遊
憩地點的連結、漁村社區總體營造等模式的整合，讓
移動不再單調，而能開發出另一種觀光遊憩的可能，
讓陸上與水上相互支援並朝向永續發展的「綠色觀光
產業」，是北臺八縣市立足臺灣、放眼東亞區域的重
要方向。
因此，冀盼藉由本計畫之推動，塑造北臺灣各河、海
區域（含港口）的景觀環境特色，強化整備北臺灣海
岸地帶觀光景點資源環境品質，並透過空間改善搭配
整體產業輔導與策略行銷規劃，鏈結陸地與海洋、港
口等各項周邊觀光資源，整體提升北臺區域產業、經
濟、環境及人文等各面向發展，重新發掘福爾摩沙的

1. 微妙差異的適地發展
依北臺八縣市的水域特色，發展規劃3個觀光帶，
以形塑分區段的特色風貌（見圖1）。
（1）宜蘭地區「海洋遊憩資源風光帶」
因為自然條件的限制，宜蘭地區在秋冬兩季較難
推動觀光遊程，但海洋生態與地方文化並不會因
為季節交替而中斷。因此本計畫擬以實體博物館
（如蘭陽博物館、傳藝中心、珊瑚法界博物館）
及戶外博物館（如蘭陽平原、冬山河）的交融遊
程，結合時令主題與文化趣味，發展蘭陽平原
「由海至陸」、「由北至南」、「由點至線」的
旅遊型態，將河海與鄰接的博物館緊密扣合，進
行具有蘭陽風情的環境教育，突破季節限制。
（2）北北基地區「多樣海洋遊憩運具使用帶」
北北基地區景觀多樣，宜發展「遊程而非航
程」、「仰看亦能俯瞰」、「空間結合時間」的

魅力。
「北臺觀光藍海計畫」的主要目標如下：
1. 提升國內對河、海遊憩資源的正確態度，增加遊
客親近水域的機會。
2. 建立北臺區域以河、海航線為脈動的綠色觀光產業。
3. 增加觀光遊憩的豐富性，建立完善的水、陸域串連。
4. 透過本計畫的推動，儲備後續海洋觀光及政策發
展方向的能量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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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北臺八縣市幅員遼闊，區域內的海洋資源各有特
北臺

臺灣是一個四面被海洋圍繞的島嶼，猶如被大海這個

圖 1：海河域觀光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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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體驗型態，發揚山海一線間、老街古蹟老遺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

址眾多及日夜都市活動多元的優勢，並借力於地

本案在北臺八縣市海（河）域觀光發展分析上，

形高低差異及臺北101和美麗華摩天輪等超高建築

發現過去是以最直接的海陸交會點「港口」為規

所產生的置高景點，玩弄出時空錯置、仰俯異位

劃重點，採「休閒漁業」之發展定位，構思往海

的樂趣。

域擴散、串接藍色公路、發展休閒漁港、活絡濱

桃竹苗地區「海岸復育再生暨休閒漁港風情自行車

海遊憩活動，但現今僅能形塑單點式之效益，除

帶」

非資源條件極佳，不然無法擴及到周邊陸域整合

體驗西海岸生態廊道，應以既有陸域觀光資源結

發展。

合自行車道的節能減碳體驗模式，逐步完善環境

依現今港口休閒漁業發 展狀況，像淡水第二漁

生態保育、復育及低干擾的遊憩環境系統，就各

港、烏石港等已具休閒漁業市場基礎規模的港

區段的生態景致、休閒漁港、濱海遊憩區等，導

口，應以現有市場為基礎，再依產業、資源與文

入地區人文故事，讓整個觀光廊道「處處有休閒

化等面向，就現有硬體進行港區強化或再提升，

景觀、段段有生態驚奇」。

帶動周邊鄰近港區發展，並配合符合市場需求之

2. 整體推動理念

●

●

●

●

●

3. 觀光發展策略與改善構想

航程及航段規劃，以利穩固與提升據點式遊憩機

觀光環境品質的整體提升，必須透過健全的運輸

會。而其他休閒漁業發展有待強化與整備之港

系統連結、對遊客友善的旅遊環境營造、同時公

口，均為觀光資源不足或硬體建設有待強化的

共服務及周邊設施規劃的完備、具美感的環境景

據點，在面臨紅海市場規模競賽與削價競爭趨

觀塑造，這些都是打造較佳觀光環境品質的重要

勢下，除藍色公路外，應加強港口兼具觀光上之

基礎，加上持續推出多樣豐富的觀光產品、深度

「陸域驛站」功能，賦予港區新的使用機會，讓

的體驗、活動網絡以及政府協助行銷、促進文

陸上運輸的停靠機能發揮作用，而非一定透過藍

化傳承等，都可為旅遊的體驗價值加分，故以

色公路串連。

下提出5G概念，作為推動本 案的重要理念及核

在整體觀光發展上，過去10年間，單純以港口

心價值：

開發為導向的觀光格局，正面臨著嚴苛挑戰。本

Good Seamless Transportation 好的運輸系統

計畫以北臺八縣市區域之海（河）域及周邊資源

→希望達成以大眾運輸為導向、無縫接駁的目標

為重點規劃區域，先期已分別針對資源面、法令

Good Service 好的公共服務

面、市場需求面及藍色公路系統等進行分析討

→希望促進合理的公共投資和基礎建設的完備

論，另依案例分析成果，歸納出在海（河）域觀

Good Landscape 好的景觀美質

光發展上，趨向成功的九個必要執行面向，分別

→希望邁向永續且具美感的地景營造

為：1.環境保育；2.景觀美質；3.觀光環境；4.土地

Good Communication 好的活動網絡

使用；5.交通運輸；6.產品開發；7.招商經營；8.節

→希望創造豐富且具品質的活動服務

慶行銷；9.地方文化，作為本案推案執行依據。

Good Transmission 好的文化傳承
→希望深耕在地文化豐富深度體驗的內涵

4. 策略點規劃
根據北北基、宜蘭、桃竹苗3區域海（河）域觀
光發展現況，參考成功發展海（河）域觀光的九
個必要執行面向，依既有港區各項指標下發展

13

情形，初步以積分概念，經分級評選考量後，選

●

基本設計範圍界定

20處，其代表性大致分為：具北臺「國家海洋門

港至望海巷漁港作為整體規劃之範圍，透過藍

戶」、「國際重點觀光港區」、具北臺「國內觀光

色公路或遊程規劃串連基隆港及其周邊景點，

港區」發展潛力3種。其中又以基隆港、磺港和關

並擇定最具有發展效益之地區進行基本設計。

渡碼頭為策略點，已於98年提出整體性之考量及

基隆港之基本設計範圍為西5碼頭至東4碼頭，

建議，99年將陸續完成其他17處規劃設計。

透過九大發展策略之改善構想，營造綠色、生

（1）具「國家海洋門戶」發展潛力──基隆港
延續整體規劃構想，基隆港及周邊景點串接系統
為「一核（海洋門戶）、二軸帶（濱海遊憩帶、

態之永續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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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基隆港國家門戶核心之發展，以大武崙漁
北臺

定北臺觀光藍海未來發展上之重要港區策略點共

工業城遺址廊帶）」。其中，除了基隆港發展作
為『海洋門戶』外，西接『濱海遊憩帶』串連外
木山及濱海地區，連結至金山萬里之國際觀光區
位，沿線營造休閒漁業據點及海上捕撈、生鮮
漁貨品嚐等觀光遊憩體驗；東接『工業城遺址廊
帶』，串連基隆市中正區（正濱漁港、和平島至
八斗子沿岸地區）及六堵地區（倉儲、工業區用
地），結合海洋科學博物館、金瓜石九份之國際
觀光區位，透過工業及海洋時空故事，發展 濱海
環境教育體驗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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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

環境潛力與發展課題

風光帶、海岸景緻風光帶）」。其中，除了磺港

基隆港觀光發展問題不在觀光資源不足，而是

發展「溫泉水療養核心」外，南接「海岸景緻風

土地空間紋理及交通格局四處受限，加上景觀

光帶」，串連野柳地質公園及海生館等國際觀光

均質單調，雖有國際郵輪停靠，但如何因應港

區位，沿線營造海岸地質教育解說及海岸（堤）

務局發展構想，先強化內港區（啟動港區景觀

賞景舒壓、海洋生態觀察等觀光遊憩體驗；北接

地標建構及活絡觀光活動），將是一大議題。

「濱海遊憩風光帶」，串連金山海水域場至中角

港區空間規劃設計構想

沙珠灣、跳石海岸，結合水上活動、海岸漫步及

a. 國家海洋門戶：基隆港未來將肩負國內、大陸
及國際旅客來台之海運樞紐，為國家重要的海
洋門戶。

咖啡座，發展一連串攸關溫泉、漁業、海洋等深
具「水主題」之活動及體驗廊道。
●

b. 海天一色：大船入港的特色景緻及海天一色的

基本設計範圍界定
針對磺港國際重點觀光港區之發展，以《磺港

美景，提供基隆港良好的觀景資源。

漁港計畫書》（94年 核定版，金山區漁會）

c. 藍綠交織：藉由「綠色港灣」的塑造強化整體

之漁港土地使用範圍作為整體規劃範圍，透過

港區綠環境，串連周邊豐富山系資源，建立藍

九大發展策略之改善構想，營造兼具水主題及

綠交織的完整網絡，彰顯地區景觀風貌與都市

綠色驛站概念之港區。

空間性格，使其具有國家門戶意象。

●

環境潛力與發展課題

d. 生態港灣：推動「生態港灣」以降低港區污

磺港觀光發展問題不在於周邊資源不足，而是

染，兼顧生態、景觀、遊憩、親水、休閒、觀

在金山鄉觀光集中於都市地區，應該以總量管

光等多功能目標的需求，強化人文、生態與環

制的觀念，有效地將遊客導引至濱海地區，採

境之保護，促進港灣周邊整體品質之提升，達

疏散策略，並振興港區及四周觀光產業發展。

成「海岸永續經營」的長遠目標。
（2）具「北臺重點觀光港區」發展潛力──磺港

●

港區空間規劃設計構想

a. 溫泉休閒港區：全臺唯一港區內擁有溫泉資源

延續整體規劃構想，磺港及周邊景點串接系統為

之漁港為磺港漁港，鄰近金山老街、野柳等國

「一核（溫泉水療養核心）、二軸帶（濱海遊憩

際知名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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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

b. 日夜皆宜：磺港漁港與金山市區近在咫尺，提
供遊客都市及海岸之情境轉換與舒壓賞景功
能，搭配多樣化的日夜都市活動，規劃港區空間

年國家建設整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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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夜間照明系統，延續遊憩時間與驚奇感受。
c. 步行者天堂：透過三度空間的活動思維，規
劃人車分離之動線系統營造港區友善的步行
環境。
d. 特色港灣：搭配整體「慢活、生態、綠運具」
之設計理念，營造居民、漁民、遊客共同使用
之特色港灣。
（3）具北臺「國內觀光港區」發展潛力──關渡港
●

基本設計範圍界定
關渡碼頭基本設計範圍以關渡中港河口周邊環
境改善整體規劃（96年，臺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規劃之碼頭休憩廣場區作為基本設計
之範圍。

●

環境潛力與發展課題
關渡碼頭腹地受限，短期僅能適度擴張，未來
需仰賴臺北華爾街計畫擴充社子碼頭，移轉海
（河）域核心及大河中繼站功能（交通轉運中
心、藍色公路碼頭、觀光渡假區等），作為河域
亮點，振興碼頭區及區域觀光休閒產業發展。

●

碼頭區空間規劃設計構想

a. 國際景點中途驛站，強調增加水域活動、河川
生態體驗機會。
b. 都會近在咫尺，強調閒適氛圍情境轉換，提供
親水、戲水、看水功能。
c. 日夜都市活動多樣，強調作為夜間活動的使用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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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都會區
綠色基盤設施規劃
北臺98年國家建設整合計畫

跨域範圍

核准經費

主辦及負責部會

受委託單位

基隆市、臺北縣、臺北市

250萬

臺北市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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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傳統都市及社會基礎建設（如學校、醫院、圖
北臺

書館）的灰色基盤，綠色基盤是指國家自然生命支援
系統，即水道、濕地、林地、野生動物生活環境及其

年國家建設整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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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然區、公園、種植場及牧地等。

理念與目標
為使臺北都會區域成為循環有機、節能環保的生態都
心，我們檢視臺北市、臺北縣及基隆市既有的各項建
設以及具潛力的自然區域，提出《臺北都會區綠色基

臺北都會核心鳥瞰

臺
北
都
會
區
綠
色
基
盤
設
施
規
劃

盤綱要計畫》，預計串連臺北都會區的綠色基盤（行
前工作包括評估、指認、與推動相關策略），協助指
導臺北都會區未來的土地使用與建設發展，讓臺北都
會區朝向綠色首都圈，並建構永續的4Ｇ生活網絡。
本計畫目標如下：
1. 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現況的調查與分析。
2. 串連臺北都會區之綠色基盤節點與網絡。
3. 提出目標、對策、推動機制及管理建議，指導臺
北都會區未來發展。

臺北都會區現有綠色基盤分類
參照目前臺北都會區的發展脈絡，並統整、分析臺北
都會區土地使用分區現況，可得知土地使用結構大致
可區分為自然環境相貌區域、人為開發使用的活動區
域與廊道延展串接區域等三大區塊。為求更精準分析
臺北都會區的綠色基盤特性，我們以四種類型來分
析臺北都會區的綠色基盤。
1. 自然綠色基盤

臺北都會區自然綠色基盤基礎圖

（1）主要集中在東南側山區及西北側陽明山國家公
園、金山、萬里及觀音山一帶。

泛指自然環境中無人為介入或以自然型態發展為

（2）山坡地保育區佔地最廣，其次為保護區及森林區。

基礎之各項土地使用元素，如保護區、國家公

（3）自來水水質保護區依區內幾處重要河川周邊劃

園、風景區等土地使用類型，為區域間不可動搖

設，其餘保護區或重要自然資源保存區域多散布

之自然生態本質。

於臺北都會區東南側、北側重要河口及沿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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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為綠色基盤
由人為界定劃分之綠地型態，包含休閒遊憩、農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業發展及各項供人為使用之綠地資源項目，如公
園綠地、高爾夫球場等。
（1）大規模分佈於臺北都會區西北側，以臺北縣為
主要農業發展區域，其餘分布則多依河系與山
系邊緣分布。
人為綠色基盤基礎圖

（2）農業用地除部分地區腹地較連續且較具規模，
因此生態承載條件較好外，其餘多具有一定間
隔或間斷程度。
（3）新興開發地區，如南港、內湖，較建成地區有
較大公園綠地的留設。
3. 潛力綠色基盤
於人為界定之土地使用類型中，具有高度可利用
性或發展改善之可能區塊，其中以公有土地或新
開發社區等為優先評定空間，如機關用地、學
校、文教區等土地使用類型者。
（1）臺北都會區主要潛力綠色基盤以校園空間、古
蹟及歷史建築、體育場及文教區為主。
（2）臺北市劃設的文教區比例較大，都會核心地區
保留了多處重要的文化園區及休憩空間，如華

廊道綠色基盤基礎圖

山創意文化園區及大龍峒文化園區等。
4. 廊道綠色基盤
指帶狀且具一定寬度或低碳使用特性之空間，藉
由帶狀空間之延伸，可進一步傳導綠色基盤生態
能量。若其規模、廣度、連續性越高，則可傳遞
之生態網絡動能越強，如河川、溝渠、寬度大於
30m以上道路及自行車道等土地使用類型者。
（1）主要集中在都會核心地區及交通要道。
（2）河濱自行車道為臺北縣市河岸空間串連的最
佳媒介。
（3）目前計畫地區現有道路多呈現綠帶中斷、植栽
層次及面積不足等現象，應優先串接、加強舊
有道路的綠色空間。

廊道綠色基盤基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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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串連觀光遊憩及生態資源，將綠色運具概念導入
生活中，使綠色運輸軸帶結合交通、景觀、生態
等議題，讓整體環境的綠色基盤網絡可由地區型
北臺

擴大為區域型。

大安森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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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都會區現有綠色基盤功能
與品質分析
臺北都會區幅員廣闊，全面性的地面調查有其困難，
故本計畫借重遙測（RemoteSensing,RS）技術及地理
資訊系統（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GIS），能
夠快速提供大面積的空間性資料，同時整合各項不同
來源與類型的資料。
在引用Landsat-7衛星影像的資料，並透過NDVI的分析
技術後，將臺北都會區的綠覆率分成4類（如表1）。

基隆河濱景觀

表1：4類土地利用及植物覆蓋率程度

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發展定位

級別

植被覆蓋度

土地利用類型

1. 山、河、海、市對話的起點

1級

> 60％

密林地、密灌木地、複層植被
地區等

（1）綠色基盤的建置與串連，是山系、河川、海

2級

30％-60％

岸與市區等環境空間，進行策略性對話的絕

3級

5％以下

都市建築物分布地區

佳機會。

4級

--

水域、河川、海域等

（2）在保護鞏固、修復補強、戰略創造、策略連結、
缺點補救與功能提升等構想下各司其職，共同
建立綠色能量流。
2. 熱島降溫的示範區
在綠色基盤網路的發展下，綠地面積與綠覆率將
可有效提升，綠廊道與緩衝帶的設置，亦對風導
與微氣候有著相當的影響，將成為臺北都會區都
市熱島退燒的策略。
（1）創造、引導風廊與風場
主要的風場分散點為基隆河谷地與臺北盆地的內
湖、汐止與南港一帶。以這些分散點為起點，順
著原有風廊排除障礙，以創造新風場。

綠覆率分級圖

灌木、林地、農地或草地等

臺
北
都
會
區
綠
色
基
盤
設
施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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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基盤發展願景
為建造臺北都會區成為綠色首都圈，讓居民擁有4Ｇ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生活網，本計畫建議以下發展目標與策略：
1. 優綠（Good Green）
（1）鞏固現有綠色基盤
綠色基盤完善與否，在於綠覆率高低及基盤元素
的密集穩定程度，因此，審視現有綠色基盤是否
穩固或何處急需進行鞏固與改善補強，將是綠色
基盤發展的首要任務。
（2）補強現有綠色基盤
對於現有綠色基盤受到干擾破壞與品質低落地
區，進行功能補強，避免該地區干擾擴大或弱化
原有綠色基盤設施功能，其中以人為綠色基盤為
主要檢討對象。
（3）行動方案
（2）減少環境升溫材料的使用，作好節能設計。

●

維護自然綠地資源：如自然綠地資源界定與管
制、綠資源保育與敏感地區之劃設與管理、增

（3）增加降溫空間
除堤防與障礙物的排除外，可透過大型公園綠地

加都市造林面積與原生林維護、種植河海岸自

與綠廊道等透水率較高的降溫區域，創造風場與

然演替林及防風林。

引導風廊。

●

的都市發展邊界線、設定北北基都市開發限制、

3. 永續生態都市第一步

防止侵犯環境敏感地區之山坡地、綠資源地景

（1）根據國際案例與臺北現況的分析，訂定出六大議

與土地使用變遷管理。

題：綠意、親水、綠色公設、綠生活圈、節能減
碳及智慧生態城。

●

綠帶劃設、綠手指與社區串連及生態綠化延伸、

（即瓦斯、自來水管線）的完善程度決定了區域

自然跳島綠色資源的鞏固與品質確保。

的經濟發展程度。
●

保全現有生態廊道與植生多樣性：如重要河川
與綠廊道緩衝區指認與開發管控；生態廊道、

生活、生態），關鍵則在灰色的都市基盤設施和

溼地與網絡節點指認與管理、規範生態廊道最

社會基礎設施（學校、醫院、圖書館等）建立前，

小寬度及廊帶連結性。

先建立綠色基盤系統，才能實現永續發展與智慧
成長目標。

劃設都市綠手指與緩衝綠帶：如都市邊緣之綠
地緩衝區劃設與管理、不相容土地使用之緩衝

（2）依照全球經濟發展的共同經驗，灰色基盤設施

（3）欲實現區域生活的永續發展與三生理念（生產、

建立北北基地區都市成長界線：如劃定北北基

●

現有都市公園綠地的優化：如公園綠地綠化與
綠量程度的提升、公園綠地綠品質提升、增加
透水面積的比例與綠建築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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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綠（Increase Green）
（1）創造綠色基盤的戰略點
以潛力綠色基盤為基礎，創造新綠色基盤戰略
北臺

點，配合廊道綠色基盤連結，以點至線方式將綠
色基盤設施串連成網絡系統，讓單一或孤立的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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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基礎設施，成為綠色網絡系統的一份子。
（2）綠色基盤的整合連結
綠色基盤設施尚未串接前，僅能稱為單一元素與
單點分布，唯有透過廊帶連結與串接，方能成為
一連續網絡系統，徹底發揮綠色基盤的功能。透
過戰略地位的指認，將可規劃、串接綠色基盤設
施的最佳區位與通路，將綠色基盤設施向外延
伸，形塑全面性網絡系統。
（3）行動方案
●

發展都市公園綠地系統與休閒遊憩：如不同層

公園綠地系統可結合遊憩創造不同功能的空間型態
（攝於華山創意園區）

級公園綠地的開闢與使用管理、分類休憩性公
園綠地使用功能、親自然生態之都市公園營造
與管理、加速公園綠地保留地的徵收。
●

增添都市潛力人為管理綠地空間：如增添各級
學校校園和機關及公共設施用地之綠化、市民
農園及社區體驗型有機農業場所之設置、農業
周邊應規範景觀管制與緩衝帶。

●

營造都市道路綠廊道：如建置 30 公尺寬以上
的道路為林蔭道、綠化都市高架道路為林蔭道、
提升一般道路綠化與街道綠視率、都市老樹與
特色植栽之保存與維護。

●

灰色基盤可透過生態化轉型與綠化的提升進行補救
（攝於華山創意園區）

增設自行車道與行人綠步道：如捷運線完成區
域，重新檢討路型並縮減車道，增加人行綠步
道及自行車道、汽機車退出騎樓與人行道，提
供行人安全悠閒步行空間、自然及鄰山坡地步
道品質改善與串連。

●

水岸遊憩系統串連：提供重要河川溪口親水性
空間與可及性、河濱公園生態環境教育、水岸
自行車道路網系統建立。

既有空間可透過綠色計畫概念投入修補營造生活空間

臺
北
都
會
區
綠
色
基
盤
設
施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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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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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微氣候環境調節：如規劃都市導風廊帶之

有綠色基盤設施與系統，面臨與社會或都市基

植栽計畫、應用綠地計畫減緩社區之熱島效應、

盤設施交疊的現象；為避免此類型基盤設施與

規劃淡水與基隆地區防風植栽區。

既有建成地區對綠色基盤功能造成干擾影響，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3. 補綠（Add Green）
（1）補救都市基盤交疊處
在都市發展密集的臺北都會區內，仍有許多現

急需綠色手段達到補救與提升可能，彌補都市發
展現況對其造成之傷害，成為綠色基盤發展第三
層面思考。
（2）其他基盤交疊處的提升
在補救都市基盤對於整體環境干擾之外，對於存
在於現有綠色基盤周邊的社會設施與生活空間，
亦可藉由生態社區、綠色生活巷道、綠建築、水
撲滿、雨水及中水回收系統、節能機制、綠色運
具推展等手段，來達到環境空間強化與品質提升之
效，使其成為一系列完整的環境基盤改善策略。
（3）行動方案
●

規劃閒置區域土地使用轉型：配合綠色基盤系
統進行戰略性規劃、未開發建設前優先綠色基

水岸空間營造提供人為親近自然的機會

都市成長界線的劃設能有效防止自然資源的侵擾

盤設施、確保鐵路地下化後新生土地的綠化。

●

灰色基盤土地使用檢討與補救：檢討現有灰色
基盤之土地使用、重大建設工程介入時，納入

建立維護管理機制：如政府投入綠色基盤維

綠色基盤規劃考量、灰色基盤周邊設置緩衝綠

護管理的年度支出、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園綠

帶、增加灰色基盤綠覆率與綠品質的提升。

地維護管理狀況。

綠色基盤周邊既有土地使用補綠：如未開闢之

●

民眾參與及社區參與：如民眾參與都市造林

23

公共設施保留地綠化、開放空間透水比率之確

綠化活動狀況、鄰里公園綠地認養、社區推

保與執行、綠覆率提升與建立、街角空間與社

動空地綠化的數量及面積、社區環境綠美化

98

區綠化推動。

與社區營造之配合。

推動都市地區之建築物綠化：如推動綠屋頂

●

法令政策與計畫發展：都市綠資源管理政策

及建築垂直綠化（平台、壁面等）、鼓勵綠

的明確性、綠地計畫與空間計畫之配合狀

地計畫與基地保水（水循環）、都市生物活

況、現行法令工具與計畫體系的整合狀況。

動棲地之維護與管理、提升都市地區綠覆率

年國家建設整合計畫

●

●

北臺

●

（2）行動方案

與綠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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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動綠（Action Green）
（1）資源管理機制與民眾的參與
透過資訊概念的交流、社區生活化的融合紮根與
民眾認養參與等活動，形塑由下而上的之民眾參
與過程，並搭配行政策略及管理機制獲得上下同
調的妥善結合。

建築垂直綠化可提升都市地區綠覆率

綠色首都圈──4Ｇ生活網願景圖

民眾參與是推動政策與計畫執行的重要推手

24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基隆河沿岸
土地再利用計畫
北臺98年國家建設整合計畫

跨域範圍

核准經費

主辦及負責部會

受委託單位

基隆市、臺北縣、臺北市

250萬

臺北縣

開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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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是孕育萬物生命的發源地，亦為人類文明創造重

依據各河域環境潛力，將以「一主軸」－
－
－國際級

要場域，雖基隆河整治已有成效，但因行政管轄的割

「新水新文化、低碳綠生活」為核心推展整體計畫

裂，導致沿岸土地各自發展未能整合。目前，政府致

架構，透過此「與水共生」的理念主軸核心下，依

力永續性國土計畫及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戰略，為因應

據河域環境之自然資源、歷史、交通、現況發展等

環境變遷及國際競爭挑戰，本計畫以河域土地保水、

分析，延伸都會休閒水岸、創意產業水岸、港都綠

滯洪、綠建築的思考模式，秉持永續發展的生態倫理

水花園、人文知性饗宴四大主題，做為後續整體發

觀念，透過跨縣市的整合機制，對基隆河流域沿岸土

展之構想基礎。

地進行通盤的規劃，提出基隆河沿岸適當土地利用發

依上述空間主題，研定「五大行動計畫」，藉由綠色

展，欲達成自然與生態永續理念的實踐目標如下：

運輸軸線，達到資源保育、開發觀光新契機、創造都

1. 建構基隆河沿岸土地合理保育、規劃與利用，達

市河域周邊生活圈，並以都市與河域共生，針對河口

到土地資源適宜性發展，創造永續城鄉環境。

溼地、河域生態與山林生態等特色資源處進行保育
等，使基隆河沿岸土地與空間能重新呈現不一樣的空

2. 整合基隆河流域沿線區域資源，塑造環境主題，
加強國際觀光宣傳推廣與行銷。

在行動計畫下選定「七個策略重點」做為推動本計畫

3. 健全基隆河流域之河廊生態環境與水利建設，檢
討相關之軟硬體支援設施需求。

的優先推動策略計畫，並提出未來策略重點區之具體
行動方案，做為後續相關計畫與設建之建議。

一
主
軸

四項
空間
主題

間特性。

基隆河流域
北都水岸新文化
小鎮山林綠生活

「社子、士林」
都會休閒水岸

五大
行動
計畫

城鄉生活空間
再造計畫

七個
策略
重點

都會
生活
水岸
花園

水岸
綠色
田園
生活
圈

「南港、汐止、五堵」
創意產業水岸

「七堵、暖暖」
港都綠水花園

創意產業廊道
發展計畫

文化觀光休閒
旅遊發展計畫

科技
創意
產業
園區

金九
平溪
文化
觀光
廊道

永續資源保育
防災計畫

河口
溼地
生態
園區

山林
溪谷
生態
計畫

「瑞芳、平溪」
人文知性饗宴

無縫交通綠色
運輸推動計畫

無縫
綠色
運輸
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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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域整體發展構想
北臺

理念與目標

基
隆
河
沿
岸
土
地
再
利
用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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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策略發展行動計畫

（2）建議行動方案
為河口地區發展，建議優先推動下列行動計畫：

延續前述之主題與行動計畫，羅列出七大策略重點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

地區：

系統，建議新增簡易碼頭，並設置相關導覽指標

1. 河口溼地生態園區

系統，串連周邊河演自行車道、空橋系統、大

河口溼地位於基隆河下游，基隆河及淡水河兩大
水系之交會點，匯集成為基隆河沿岸面積最大的

藍色公路運輸改善計畫：結合暨有藍色公路航線

眾運輸交通系統等，建立無縫交通系統。
●

社子島都會型休閒娛樂親水公園建設計畫：配合

溼地區域，同時也為基隆河沿岸地理景觀上視覺

社子島定位，對前端區域進行細部規劃設計，做

最為開闊的河域，延續前述策略落實「河口濕地

為都會地區親水休閒之地區，配合適當休閒活動

生態園區」、「無縫隙綠色運輸廊道」。

與基本設施，提昇休閒娛樂環境品質。

（1）空間構想

●

推動蘆洲北側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及開發計畫：

藉由推動關渡溼地與五股溼地整合為中央級生態

加速農業區發展，優先辦理此區都市計畫變更與

溼地公園、串連都市水與綠觀光遊憩系統、增加

土地區段徵收。

親水空間、農村體驗經濟的空間建置，提供山

●

社子島聯外交通改善計畫：加強社子島、士林北

系、河川、海岸與市區等環境空間串連，進行策

投地區、蘆洲之聯絡交通，建置聯外橋樑與相關

略性對話的絕佳機會。

道路連接引導。
●

社子島開發計畫：加速社子島開發計畫，優先推
動地區區段徵收及地方防洪設施之建設工程。

2. 士林都會生活水岸軸
本區為高度都市活動地區，但由於長期受到洪泛
影響下，沿岸多以高堤劃分人與河流的關係，近
年來在治洪計畫的實施與周邊都市發展飽和的壓
力下，成為本區邊際土地的轉型與再利用契機。
（1）空間構想
推動水岸住宅發展區，以歷史文化生活展現本區
豐富空間內容，透過生活休閒綠廊串聯都市與水
岸關係，並串接地區景點與藍色公路驛站碼頭，
為臺北市最大都會生活水岸，結合自行車道，形
成完整休憩網。
（2）建議行動方案
士林地區以推動 水岸住宅更新發展為主，其設計
理念主要為創造示範性水岸住宅社區、以便利且
具層級性的居住環境、形塑地方水岸建築風貌，
提出下列行動計畫建議：

圖1：河口濕地生態園區規劃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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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間構想
本區雖然擁有許多特色點，然而重要節點彼此
之間獨立性較高，缺乏整體連貫串連的元素，

可有效運用資源，創造新的吸引力，提昇地區

（2）建議行動方案
●

士林圓山自行車道改善計畫與廣場規劃設計：以
空橋串聯士林圓山地區，增加活動空間延續性。

●

環境改善計畫：延續大同區文化意象，設置人

98

年國家建設整合計畫

整體發展。

北臺

透過整體意象的連接，增加複合活動的效益，

行景觀通廊連接花博圓山會場與孔廟、保安宮
兩區，並在花博園區內建立文化意象指標。
圖2：士林都會生活水岸軸規劃構想圖
●

●

4. 大南汐新創意經貿園
以汐止南港為文化創意核心空間，藉由便捷的交

士林地區環境改善計畫：配合未來整體之發

通網絡系統，配合引入相關產業，整合自然與科

展，運用水岸良好景觀視野，進行環境綠美化

技，帶動基隆河流域的新文化創意空間。

改善工程，透過更新手法，規劃特色社區，結

（1）空間構想

合學校、休閒開放空間，營造沿河岸面優良之

本區配合基隆河水岸特色發展及高科技中心之現

住宅環境。

有資源，應強化結合水岸綠地延續，及配合整體

士林地區生活休閒綠廊串連暨周邊環規劃：由

空間軸發展，加入生態產業園區概念，塑造地區

都市涵構來看，在周邊建設投資的推動下，基

整體都市意象以及健全地區藍帶及綠帶系統。

於土地規劃和周邊新興產業的衝擊，未來本區
發展將成為水岸與都市發展緊密結合的媒介。
●

推動士林地區都市更新計畫：以具人性尺度的
協調感為原則，留設開放空間之串聯，將地方
人文歷史變遷元素適時融入環境設計中，保留
地方發展的文化脈絡，成為具地方性之水岸
風貌。

3. 圓山都會悠遊水岸
本區的未來發展定位著重於都會生活與河川的共
生，將基隆河沿岸之文化、觀光、休閒資源，透
過水岸空間改善與軸線串連進行整合，提昇都市
活動的親水性與魅力，以整體性串連強化悠遊的
空間品質，有助於地區的發展。
圖3：圓山都會悠遊水岸規劃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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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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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型的知識產業園區，並以綠色田園為概念創

承接前述之構想，建議可執行「推動汐止都市更

造生活空間，打造田園、水岸與港都交錯編織出

新」行動計畫，其項目內容如下：

豐富的生活網絡。

●

推動汐止都市更新計畫：搭配周遭土地資源，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重塑土地空間結構，為促進閒置工業區土地活

●

●

（2）建議行動方案
●

六堵工業區環境再造計畫：工業區解編後，考

化再利用、配合產業發展趨勢調整土地使用機

量工業環境之轉型，配合亞太當代藝術園區計

能、增加地區公共設施及開放空間。

畫，推動改善工業環境與風格塑造。

跨河橋樑建置計畫：徵收基隆河南北兩岸之土

●

五堵新興產業園區開發暨周邊環境改善計畫：

地，建立跨河橋樑，藉以銜接基隆河南北兩岸

考量到基隆港貨運吞吐量逐年降低，建議推行

並改善此區交通。

新興產業園區開發計畫，將既有倉儲區轉型再

交通道路拓寬計畫：因應未來發展科技產業，

利用。

帶動基隆河流域南北兩岸之交流，區內交通流
量亦將大增，拓寬橋樑所連接之路段，提高交
通服務水準。
5. 五堵、六堵文創產業區
本區以工業發展為主，土地使用分區亦多為工業
區或倉儲區，配合基隆市政府政策，以文化創意

6. 八堵、暖暖田園綠生活
考量既有土地使用現況與相關資源，落實本區
「水岸綠色田園生活圈」策略，以「無縫隙綠色
運輸廊道」為執行策略，在通過性交通發展條件
下，規劃可供短時間停留之休息站區。
（1）空間構想

產業為方向，檢討既有工業倉儲轉型再利用，形

針對創新經濟產業發展與工業倉儲區的再利用，

成文化創意與藝術產業並行之發展帶。

強化入口意象與提升周邊住宅生活圈，提供優質

（1）空間構想

水岸休閒空間，兼顧生態、防災的河岸環境新風

透過土地再生帶動六堵及連柑宅工業區產業用地

貌，營造水岸社區與休閒空間再發展以成為觀光

轉型，引進當代藝術與建立完整的交通網絡發展

遊憩的轉介空間，銜接暖暖瑞芳觀光城鎮地帶。

圖4：大南汐新創意經貿園規劃構想圖

圖5：五堵、六堵文創產業區規劃構想圖

（2）建議行動方案

規劃區域型自行車路線，結合鐵路與鐵馬綠色
交通運具。

八堵－
－
－暖暖自行車串聯計畫：八堵至暖暖段是為
本區較具備遊憩發展條件之區域，既有之暖暖文

●

山林步道及水岸休閒設施：設置相關指標路徑
與導覽地圖，並維護整建步道設施，於菁桐至

本區之休憩發展。考量地景河川博物館之規劃內

十分之間河岸設置親水及休閒設施。

容，本案建議針對自行車動線部分進行串接，加

觀與相關指示牌等設施。
7. 金九平溪文化觀光
本區位於基隆河上游地區，為基隆河發源之處，
四面高山環繞，擁有豐富的山林資源，依河流溪

1. 與都會安全、防災有關之土地利用事項，列為最
優先發展，如泛洪區、滯洪池、河岸整治、上游
水土保持、都市避難防災相關設施等。
2. 與河域沿線土地連通網路相關，而有助於提升地

谷的特性，形塑出特殊的河階地形，成為自然山

區土地利用效益者，列為短期推動事項，如自行

林與人文豐富的河域空間。

車道、地區節點聯絡道、聯外交通路網改善計

（1）空間構想
整合基隆河上游沿岸周邊地區，改善河域聚落廊道
環境，並以山林溪谷生態保育做為示範區域，並以
礦業文化做為主軸，發展具有深度與層次的旅遊。
（2）建議行動方案
●

●

金瓜石-猴硐觀光交通改善計畫：推動觀光巴士暢

畫、大眾運輸系統整合等。
3. 已由地方政府列為重大建設發展事項者，列為短
期推動事項，並依計畫規模分期執行。
4. 與居民居住環境品質改善或都市更新之整備事項
有關者，列為短期推動事項。
5. 與地方建設、產業振興或觀光發展有關者，依需

遊雙金地區，改善金瓜石往返瑞芳、猴硐交通。

求的迫切性及執行條件的成熟度，擇定適宜推動

平溪區域型悠遊自行車道系統：菁桐－
－
－十分

期程。

圖六：八堵、暖暖田園綠生活規劃構想圖

圖七：金九平溪文化觀光規劃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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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優先執行建議

北臺

化地景河川博物館先期規劃計畫之推行更有助於

強由八堵至河川博物館之車道規劃，改善沿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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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竹苗地區
景觀休閒及生態
之海岸再生規劃
北臺98年國家建設整合計畫

跨域範圍

核准經費

主辦及負責部會

受委託單位

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250萬

苗栗縣

中華民國造園學會

31

計畫緣起和目標
本計畫執行範圍是在桃竹苗四縣市海岸，總長度約
北臺

136公里。桃竹苗海岸線雖然平直，但都有寬廣的潮
間帶，及多樣海岸環境與生態棲地資源。然而，因為
陸側地形地貌豐富多變，多山與台地，狹長平原與海

年國家建設整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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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相接，故海岸開發利用頗多。海岸同時集結生態、
景觀、遊憩、漁業、社區、風能、土地與經濟利用的
多元機能，但也說明了海岸環境課題的複雜。
因為土地開發及其導致的海岸生態劣化，這些資源就
像是散落在海岸沙塵中的珍珠。本計畫藉由海洋、海
風、沙灘、飛沙、漁業、夕陽、衝浪、生態、河川、
漁港、社區、鐵道、生產等海岸資源的探索，尋找桃
竹苗海岸永續發展的依據，配合海岸景觀及生態規劃
理念，以復育劣化生態資源、整建改善海岸景觀、促

圖1：計畫理念－－由珍珠串起的西海岸銀河

進海岸土地管理合理化、整合海岸觀光遊憩資源，讓
散佈在海岸的星點重新亮起來，使桃竹苗海岸串聯建
構成為西海岸的銀河。

水質污染分布等；文化景觀資源，諸如：文化景觀敏
感地、自然景觀敏感地、防風林生長狀況與分布、休
閒遊憩資源分布、漁區、沙丘分布等；天然災害敏感
區，諸如：地質災害敏感地、洪水平原敏感地等；資

規劃策略

源生產資源，諸如：地下水補注區、地表水源敏感

桃竹苗海岸主要課題共有四個層面，在生態資源方

地、水質敏感地、魚礁投放點、魚礁周邊禁漁區、工

面，有水域漁業資源的復育、潮間帶及濕地自然生態

業區、漁港、風力發電；及公有土地等的疊圖分析結

的維護、防風林老化及缺乏整合性生態環境資源調

果，將具效益且應被優先處理的課題，做為計畫案主

查、監測及資訊平台；環境景觀方面，有海岸然景觀

要呈現的具體成果依據。

尚需整理維護、海岸侵蝕、人工海堤、消波塊等，或
景觀改善之檢討、各地方政府缺乏海岸環境管理之專

執行成果

責窗口；休閒遊憩方面，跨縣市自行車道系統尚未串
連、沿岸人工海岸防護設施多，對景觀及親水遊憩

桃竹苗海岸環境發展潛力分析

衝突大，且影響自然環境及生態資源、水域遊憩行

桃竹苗海岸依據不同地域之特性進行資源綜合整理分

為尚未完全有效開發、豐富觀光資源尚缺乏推動生

析，其中生態保育區由陸域及潮間帶，進而擴展至水

態旅遊機制、防風林與休閒遊憩利用的競合課題；

域，故衍生下列3個環境資源整合分析成果：

社區及產業方面，有風飛沙嚴重影響居民生活、風力

1. 陸域部份：包括生態保育區中的生態敏感地及既

發電機對周邊環境的影響尚需觀察掌控、海岸產業發

有溼地分布。其中主要為觀音鄉沿海、竹北市至

展受限等。

新竹市沿海、苗栗縣竹南鎮至後龍鎮沿海3個區

本計畫經由地理資訊系統整合包括生態資訊，諸如：

域。上述3區同時包含生態保育區及環境緩衝區，

生態敏感地、海岸保護區、溼地分布、潮間帶、河川

未來規劃時應注意環境敏感限制，必要設施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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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開發建議以中、低密度的發展及生態工法進
行，以避免環境資源破壞為原則。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2. 陸域及潮間帶部份：包括生態保育區中的生態敏
感地、既有溼地分布及潮間帶等。苗栗縣的潮間
帶腹地較廣闊，在維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未
來該地區若進行漁業、觀光遊憩、生態保育等措
施，因其腹地較大較易整合成果，故適合做為各
項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的示範地區。
3. 陸域、潮間帶及水域整合：包括生態保育區中的
生態敏感地、既有溼地分布、潮間帶、保護礁禁
漁區及人工魚礁禁漁區等。涵蓋水域之後，於鄰
近重要漁區之河川出海口應重視水質穩定及環境
保育以維護生態資源，並避免大規模、高污染的
人工開發，以降低復育漁業資源的威脅。同時也
可藉由溼地保護改善生態環境，提高食物鏈中生
產者及初級消費者的族群與個體數量，以維護沿
海漁業資源。

跨縣市海岸休閒自行車道串聯構想計畫
桃竹苗海岸因為潮差大、潮間帶寬廣、東北季風大，
若要發展航運，與既有的藍色公路網絡串聯，將耗費
較大的成本；且漁港的修築擴大後，所衍生的突堤效
應，可能使得桃竹苗海岸的侵蝕課題加劇，因此在這
方面的發展需有較長期且縝密的計畫。但若利用現有
發展較為成熟的海岸自行車道，將可有效串起海岸線
的各項資源，達到最佳的遊憩利用效果（圖3、圖4）。
現階段四縣市海岸地區己完成的濱海自行車道，計有
桃園縣的桃園濱海自行車道、新屋濕地生態自行車
道、新屋綠色走廊南岸濱海自行車道，新竹縣的竹北
新豐濱海串聯自行車道，新竹市的17公里海岸自行
車道，苗栗縣的竹南海風自行車道、通霄至後龍的浪
漫、情夕、貓 海等以及數個規劃或施工中的自行車
道，可見桃竹苗四縣市未來濱海自行車道現況路線分
佈，包含規劃或施工中的路線，桃竹苗濱海自行車道
系統已大致規劃完成。
其中尚未串連路段是在新竹縣市、與新竹市與苗栗縣
部份，但後者已發包施作，因此未來應該只有新竹縣
市段無法串聯，另在桃園縣至新竹縣串聯部份雖己完
成，但在新竹縣段因為自行車道必須跨越西濱快速道
路，與快速車流爭道之下，故應有改善之計畫。因
此，本計畫就這2個路段提出規劃構想，期能使桃竹
苗海岸的跨縣市休閒自行車道可以形成完整的路網。
（圖5、圖6）同時未來，應進行自行車的環境景觀及

圖2：桃竹苗海岸環境發展潛力分析圖

指標系統的強化，並發展自行車的行動觀光系統，包
括智慧型自行車租借系統及結合手機GPS衛星定位與
GIS地理資訊系統智慧型旅遊導覽系統（Smart Tourist
Guide System ）。

海岸資源與溼地發展構想計畫
桃竹苗沿海重要溼地有桃園縣許厝港溼地、新屋溪
口溼地、新竹縣新豐溼地、新竹市香山溼地、及苗
栗縣竹南人工溼地、西湖溪口溼地共6處，合計面積
約3,902公頃。本計畫學習荷蘭對自然環境尊重的態
圖3：跨縣市海岸休閒自行車道串聯構想

度，還地於水之外，秉持尊重自然及永續發展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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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桃竹苗濱海自行車道發展現況示意圖

則，在不破壞大自然生態的前提下，以生態、景觀及
遊憩等三面向進行桃竹苗海岸的整體規劃及串聯，
將規劃構想落實於各溼地，並透過此限地化的規劃
方案及經營策略，使桃竹苗整體海岸溼地維持最佳狀
態，減少外部環境的威脅。依此研提出自然溼地復育
方案，將使桃竹苗海岸溼地能具有親水、遊憩、教育
等功能；另有關改善沙丘、低窪及常浸水區域的環境

圖5：新竹縣羊寮溪畔自行車道建議模擬圖

保安問題，將整合溼地的淨水、治水、保水3大功能
研提溼地營造方案，期能使桃竹苗海岸整體環境得以
永續發展。因此，海岸資源與溼地發展構想計畫除了
既有溼地的保育與復育外，並就地理資訊系統整合成
果，提出淨水、治水及保水機能的五個功能型的溼地
營造計畫，依據各地區資源特點與保護對象進行合理
劃設，以使桃竹苗海岸環境透過溼地營造達到最佳狀
態。（表1，圖7）桃竹苗海岸的既有溼地面積合計為
3,902公頃，5處溼地營造候選區位面積合計為232公

圖6：防風林內自行車道建議模擬圖

頃，整合後桃竹苗海岸溼地總面積可達4,134公頃，
將可有效增加北臺灣海岸環境的串聯度，改善環境的
穩定度，後續可再配合防風林的復育計畫，使桃竹苗
海岸形成一完整且連續的生態棲地。（圖8）
表1：桃竹苗海岸溼地功能定位及候選區位
定位

候選區位

淨水功能型

候選區位一：南崁溪出海口
候選區位三：新豐溪出海口
候選區位四：中港溪出海口

治水功能型

候選區位五：西湖溪口溼地內

保水功能型

候選區位二：草漯沙丘

圖7：功能性溼地區位鄰選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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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防風林營造計畫
臺灣防風林之營造始於清代，至1908年起，日人在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今苗栗至臺北縣金山沿海實施造林做為海岸定沙的工
作。光復後，政府更積極從事臺灣海岸重要地帶防風
及定沙等工作。防風林同時可以定沙、過濾漂鹽、防
範瀑潮等功能，是重要的生態棲地。本計畫根據航照
地圖及現地踏勘結果，整合威志澄、康瀚（1961）
所分析描繪的臺灣海岸10公里範圍內之海岸防風林資
料顯示，海岸防風林萎縮狀況明顯。可能原因包括，

海岸飛沙問題導致防風林生長不易；各種海岸開發及
土地利用使得海岸侵蝕及沙岸漂移現象，改變原有之
地形、地貌導致防風林變化；防風林交替斷層：桃竹
苗海岸大部分樹種為木麻黃，由於木麻黃生長期較
短，大部分木麻黃已不再生長或枯死，使得防風定沙
之效果大為降低；工業區廢棄物及污染及不明公害等
降低植栽的存活率，同時污染了土壤與水源，造成惡
性循環。
桃竹苗海岸防風林營造理念主旨是以恢復原有防風林
面積以提高當地防風定沙效果，降低飛沙所帶來之影
響，進而利用複層栽植防風林，營造桃竹苗海岸線之
生態廊道，使當地自然生態系統得以串連及復育。因
此將防風林依其調查分析結果提出新植區、補植區、
及保護區3類的分區營造構想計畫（圖9）。

圖8：規劃後溼地分布圖

圖 9：桃竹苗海岸防風林營造計畫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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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沙丘環境改善分區營造策略

桃竹苗海岸沙丘保育構想計畫
桃竹苗海岸冬季漂沙盛行，加上強勁的東北季風，岸
上風飛沙極為發達，因此形成明顯的海岸沙丘地形。
自然沙丘有非常特殊的視覺景觀與自然生態，在生態

生，且利用這種工法能完全保有原海灘之地形地貌不
破壞自然。故在潮間帶能營造潟湖，以增加灘地的含
水量，除減低飛沙災害外，亦可增加生態和景觀效
果，值得推廣。

與景觀多樣性方面具有特殊的意義。但風飛沙對當地
居民造成災害，在防災定沙要求下，自然沙丘就難以

推動事項

存在，而大部分均以人工定沙的人為措施形成了半人
工式的沙丘。沙丘由人工所形成，其特性則將因人為
施作方式不同而異。

在馬總統愛台十二項建設之「海岸新生」政策、2009
年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公佈的《海岸保育及復
育方案》中提出未來海岸復育的目標，是要正視海岸

本計畫以沙丘形成原因、顆粒組成、防災功能、生態

破壞及劣化現象，採取具體有效之措施。為促進海岸

特性、景觀特性等因子探討沙丘的地形地貌，並進步

地區的永續發展，有計畫保護、利用及管理海岸資

探討鄰近海岸、飛沙來源及飛沙災害等，由此深入了

源，落實國家施政目標，及延續本計畫執行成果，後

解該沙丘對於鄰近地區之影響。其中議題較為突顯的

續建議可依海岸自行車道串聯及環境改善與提昇、海

沙丘共有七處，尤其以觀音火力發電廠附近、新竹鹽

岸溼地復育（保育）及功能性溼地規劃、海岸沙丘保

港溪口、通霄火力發電廠的南岸可能因為突堤效應

育、海岸防風林保育及林相更新、漁業資源保育（復

（圖10紅色部份），使得該等地區北側淤積而南側侵

育）、漁港漁村再生發展、及它項工作等範疇，本計

蝕，再往南則飛沙問題嚴重，對居民生活及遊憩利用

畫分別提出後續發展的分項分期計畫，內容包括：跨

都產生衝擊。

縣市之自行車道串聯帶動地方及跨域的旅遊發展；推

因為受潮汐作用影響，飛沙問題以冬季東北季風強勁

動海岸林更新及復育營造綠色生態長廊；海岸侵蝕課

季節 最為嚴重。本計畫除了就各沙丘特性提出後續

題之跨域整合性工作。同時，本計畫也將推動禁捕

之因應對策（圖10），同時就飛沙防治部份提出，

鱙漁之方案及正視風車對海岸環境之影響，以保護桃

包括阻斷沙源、定沙工、植生綠化、含水量工法的因

竹苗海岸資源。

應措施；其中尤以含水量工法，能有效減少飛沙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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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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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範圍

核准經費

主辦及負責部會

受委託單位

臺北縣、臺北市、桃園縣

200萬

桃園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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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令面的角度而言，就會牽涉到行政組織再造等問題，
進而會使得區域組織推動更加困難。換言之，「政

世界銀行曾從全球發展經驗研究交通整合的問題，指

後續之常態經費的支援，因而使得區域組織的發展難

斷投入建設並提高補貼，成效通常都很有限，必須同

可歸納出目前北臺區域發展運行機制所遇到的問題，

著手，透過適當規劃與設計的競爭模式與健全的市場

大致上有（1）缺乏常態經費支援，降低機制運作之

機制，才能掌握有效提升公共運輸服務的關鍵。而其

彈性；（2）政策的不連貫性，區域發展議題零散；

中最難突破的瓶頸，經常發生在跨中央與地方、跨多

（3）組織章程不明確，組織運作之橫向與垂直向連

種運具之間的整合協調問題，龐大的公共運輸網路經

接薄弱；（4）無專職人員配置，行政事務處理較無

常無法整合成為一個無縫的運輸服務體系。

固定窗口；（5）相關法令薄弱，降低組織運作之靈

本研究目標係瞭解國外跨區域或跨機構之合作方式，

活度。

藉由國外經驗與北臺發展現況回顧，擬定適合北臺發

有鑒於前述在組織整合初期可能遭遇到的問題，本研

展之協作平臺，透過該協作平臺之模擬運作，為不同

究乃初步擬定北臺區域公共運輸委員會之短中期推動

行政區、中央地方與公私部門間建立合作機制，增進

方針與組織架構，以利組織推動能夠有效地符合現行

整體大眾運輸系統營運效率與管理效能，建立無縫服

臺灣的行政體系運作，同時改善過去區域整合的問題

務運輸環境，實踐區域永續發展之終極目標。

點並有效推動區域整合事務，如圖1所示。
就區域整合的中長期進程而言，必須朝著組織運作更

北臺區域整合的困境與改善機制

多元化之方向著手，特別是針對交通建設，往往都會

臺灣現今的行政體系而言，區域公共運輸組織的整合

涉及跨區域性與計畫的龐大預算金額等問題，如何建

發展的確是吻合現今國家政策的發展方向，但若從法

立一套組織架構包含行政、民意與民間單位且涵蓋中

中央層級

縣市層級
區域整合計畫經費分配

區
域
整
合
計
畫

整合計畫
的預算補貼
委員會
行政支援
國家發展
方向指導

區域發展
方向審議

縣市政府
交通局
（處）
縣
市
個
別
計
畫

整合各縣市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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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續。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前七年的推動經驗

時從公共運輸管理、監理、營運組織與運作機制改善

北臺

策」與「法令」兩個因素若無法順利克服，則會影響

出資金或技術方面的問題並非主要關鍵，即便政府不

縣市政府
交通局（處）

區域計畫提案

委員會常態經費提撥

中央部會
交通部 &
經建會etc.

各縣市計畫分別相中央提案
個案經費補助
財務投資關係

行政系統

監督責任關係

圖1：北臺區域公共運輸委員會組織機制初期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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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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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層
級

民間委託

行政系統

臺灣地區推動市區公車專用道已逾10年，然對於高快

交通部

速道路大客車專用車道仍處於凝聚共識階段。臺灣目

三年和約簽訂擬
定發展方向

監督小組

透過公私合作的
合約的簽訂

北臺公共運輸
委員會

委員會行政支援

縣市議會

前並無高快速道路大客車專用車道。若是高速公路能
夠規劃高承載專用道或者大客車專用道，可以提高大
客車的行車效率與時間掌控，同時也能有助於節能減

監督小組成員決定

縣
市
層
級

推動高快速道路大客車專用道

縣市政府
交通局（處）

碳政策的推動。政府應全力營造大眾運輸優先之經營
民間委託單位
公私合作模式

財務投資關係
監督責任關係

圖2：北臺公共運輸委員會中長期架構研擬

環境，尤其尖峰時刻規劃大客車專用道以優先通行，
並與地方政府合作建置連接上下匝道之地方道路大客
車專用道，有效紓解交通擁塞的目標。

發行跨運具公共運輸月票

央與地方將會是北臺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之長期發展

根據全球公共運輸發展經驗顯示，發行公共運輸月

目標。就中長期發展目標而言，首先仍需確定區域發

票、季票都能顯著提升服務品質、降低成本、提升公

展之「政策」與「法令」是否到位，依據國外的經

共運輸市場佔有率，但是因為牽涉跨縣市、跨業者之

驗，區域公共運輸發展組織皆須伴隨著區域發展法案

間的協調整合作業，以及營收拆帳、轉乘補貼等課

等相關法令，一方面可解決跨區域之行政程序的煩瑣

題，需要強有力、又積極運作的區域整合組織才能落

性和經費籌措的問題。至於預算、組織、人員等面

實推動。所以必需將公車、計程車、自行車、人行道

向，可觀察初期組織運行的結果作為中長期運作的調

等次系統利用智慧型電子票證連結，配合其它科技輔

整參考。

助與管理行銷手段、優惠措施，提升民眾轉乘便利與
意願以形成緊密而健全的接駁，達成最後一哩的運輸

共同辦理區域整體運輸規劃
整體區域運輸規劃議題不僅涵蓋了地方的政治、經
濟、社會與空間系統，同時也必須跨越行政區域。藉

服務。

改善弱勢族群運輸服務

由地方政府權責單位建立協力合作關係，才能進一步

隨著社會福利制度的日趨健全，各縣市政府社會局將

獲致問題的改善或解決。應該透過供應建設的經費補

身心障礙者（Disabilities）及年長者（Elders）之交通

助分擔鼓勵各縣市政府進行區域合作，當地方政府整

問題視為重要之發展方向，在未來研擬交通規劃時，

合力量提升區域競爭力時，中央便能針對整合性、重

必須提供身心障礙者和年長者同樣便利及友善的運輸

點發展的計畫予以補助。

環境，為弱勢族群設計適合的運輸服務已成為勢在必
行的趨勢。面對復康巴士供不應求與敬老愛心車隊運

設置交通客服專線

能過剩之問題，應可將敬老愛心車隊剩餘運能納入考

公路交通系統與公共運輸系統相當複雜，目前透過

量與分配，另一方面需檢討並擴大北臺灣對敬老愛心

1999市民熱線所能處理的交通服務相當有限，且因未

車隊之補貼措施，讓敬老愛心計程車業者可以調降車

來交通客服必須滿足即時性，實有必要發展專業的交

資、提高優惠補助價格以刺激老年族群搭乘意願，並

通客服系統。目前發展交通客服專線，主要面臨交通

再加強宣導輔導敬老愛心車隊，將復康巴士與敬老愛

資料庫尚未整合及尚未建立資訊回饋機制。

心車隊資源統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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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客運路線審議機制改革
現今分由公路總局與各縣市政府審議委員會審議之制
度下，常造成行經同一行政區卻分由兩地審理之情
形，程序通常是由業者提出路線規劃、與需求申請，
核可後再進入公開招標，若再加上營運籌備期，一條
新路線的誕生經常要耗時過長，明顯無法有效而即時
的回應市場的變化。然而實際上，路線經營權取得、
補貼、運價及評鑑作業均有密切之關係，因此建議將
路線經營權審議與補貼制度結合，研擬一套完善之營
運競標制度，以競標方式將黃金路線競標所得之權利
金做為政府補助服務性路線虧損的財源。建立四合一
管理制度之目的係將現行同一審議委員會下各自獨立
運作之審議作業制度加以整合。

發放與管理及服務品質管理，均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訂
定相關管理規章與辦法，而目前營業區劃分方式除了
造成上述各問題外，也造成縣市間協調困難。
本研究經參考國外案例及國內公共政策之合作經驗，
提出區域公共運輸組織未來運作要點。建議初期仍在
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架構下運作，將區分為兩種方式
進行整合。方式一：蒐集並彙整各縣市發展議題主動
歸納整合計畫；方式二：各縣市政府根據上位政策發
展，自行提出區域整合、技術整合、單位整合、經費
整合必要之整合計畫。委員會組成方案本研究提出兩
方案供參，包括方案一：直接由固定代表（各縣市機
關首長、專家學者、民意代表）、臨時代表（經費來
源單位代表）所組成；以及方案二：遴選第三方公正
之專業團體擔任。內容實質整合機制建議可以依據

計程車共同營業區管制
由於臺灣本島各縣市間幅員不大，跨縣市之城際載客
運輸亦十分普遍，縱使在同一核定營業區內營運，不
同之縣市有不同的運價水準。國內計程車駕駛人職業
登記核發與管理、品牌計程車評鑑等，均由各縣市政
府自行訂定相關管理辦法與制度，然目前之營業區域
交叉重疊數個縣市，使得同一營業區內存在不同管理
制度與歧異爭端。國內計程車營業區域劃分過細，彼
此重疊性甚高，唯運價水準、牌照核發與駕駛人執照

計畫申請專案方式進行，而指標則包括（1）計畫本
質屬於基礎資料調查、規劃或執行、（2）符合整合
計畫宗旨、（3）是否符合整合主旨、（4）長期區
域發展願景（時間軸永續發展）、（5）空間發展一
貫性（空間軸永續發展）、（6）行政事務整合（跨
域）、（7）計畫本身之成本效益（B/C Ratio）、
（8）整合創意性及（9）其他指標（國家重要發展政
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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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流域
觀光整合發展計畫
北臺98年國家建設整合計畫

跨域範圍

核准經費

主辦及負責部會

受委託單位

臺北縣、桃園縣

250萬

臺北縣

衍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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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構想

大漢溪流域觀光遊憩資源豐富，包括自然生態、人文

擬以大漢溪流域之特性，提供民眾「從鄉村到都

歷史、鄉村風景、都會資源等觀光遊憩型態，在溪河

市，都市中的鄉村」的遊憩體驗，提出15項改善行

沿線急速成長情況下，急需運用資源網絡串聯以整合

動方案。

體意象及發展。
本計畫目標如下：
1. 納入新北市發展考量，研擬區域觀光及整體發展
之定位與願景。
2. 檢 視 沿 線 土 地 利 用 、 遊 憩 資 源 、 水 利 建 設 等 面
向，研擬觀光整合發展計畫。
3. 以資源整合與區域意象型塑為前提，研擬跨域套
裝旅遊計畫。

提升出入河川水岸動線的便利性、美質性與識別性
作為河川都會公園的河川水岸，第一項要件就是要容
易到達，不論人行、大眾運輸、自行車或汽車都要能
方便出入，而且除了方便出入之外，它的出入口必須
要具有容易識別的特性。目前大漢溪沿線的各種出入
條件並不理想，可識別性也很低，應儘速改善，因此
提出以下三項改善計畫：
1. 汽、機車出入動線及水岸停車場設置計畫
A. 避免堤外有穿越性動線
B. 交通節點快速串連至堤外

願景構想與主題定位

2. 行人出入動線計畫
聯往河濱公園/濕地或自行車道

聯往河濱公園/濕地或自行車道

1. 整體發展願景：大漢溪河川都會公園（地理空間
避免當作
穿越交通使用

面向）
空間範圍大，資源多樣豐富，可滿足社會大眾密

車道

集性、多元化與高品質休閒育樂活動需求。
2. 主題定位：低碳旅遊（資源內涵面向）

堤防

車道

環河道路
進出閘門/越堤道

1-3km

進出閘門/越堤道

導入低碳生活概念，倡導社會正當遊憩休閒活
動，提昇區域生活品質，合理利用自然資源，改
善環境品質。

以平面或空橋方式穿越或跨越環河道路，進出河
川高灘地，以安全、舒適、便利、美質的方式，
串連鄰河都市地區與河川綠地。

3. 規劃理念
（1）大漢溪河川都會公園的風格：公園意象強調自然
原始味；規劃設計內容須超越傳統式公園的綠美
化；規劃的主題應以生態掛帥；未來公園需能擔
負保育、教育及休憩三大社會責任。
（2）大漢溪河川都會公園應提供的四大體驗：娛樂體
驗（Entertainment）、教育體驗（Education）
、遠
離生活體驗（Escapism）
、美學體驗（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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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具多元面向之旅遊發展軸線，並帶動沿線都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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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都會水案的要件

大漢溪河川都會公園
保育．教育．遊憩．生活．美學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出入便利，容易辨識
．河川地景主題意象鮮明
．新水岸生活實踐

「新板土樹」
都會核心水岸公園河段

從工作標的

汽、機車出入動線及水岸停車場設置計畫
行人出入動線計畫
自行車出入動線計畫
人工濕地作為水生植物園營造計畫

「三鶯樹林」
新生態藝文城市河段

（出入動線）
1. 出入水岸動線便利，容易識別

（開放空間使用）
2. 成為鄰近都會居民日常休閒以
及郊遊、踏青、賞景的首選

河川都會公園綠地整體串接計畫
花海、樹林與溪流的經典鄉村景觀營造計畫

（水域使用）
3. 推展多元河川水域活動與利用

大漢溪水岸自行車旅遊網絡計畫
藍色十字路水上交通計畫
「三峽大溪」
鄉村風情河段

水域休閒活動計畫

（文化景觀內涵）
4. 展現豐富的河川文化與故事

大漢溪河川館及戶外解說站計畫
創意藝術與農夫市集計畫
沿岸土地使用發展計畫

（水岸都市發展）
5. 推動鄰近河川兩側都市地區朝
向具有特色、有品質的土地使
用以及景觀與建築發展

旅遊與區域巴士計畫
綠色堤防改善計畫

配套計畫

跨越橋樑景觀改善計畫

圖：大漢溪流域15項改善行動方案

3. 自行車出入動線計畫
從城市進入鄉村，創造大漢溪左右兩岸成為騎乘
自行車、郊遊、運動、賞景的樂園。以結合前述
人行或汽機車出入動線，或設置自行車專用出入
口的方式，使得臨水岸都市地區能方便串接水岸
高灘地與自行車道。

成為鄰近都會居民日常休閒以及郊遊、踏青、賞
綠覆陸橋構想圖

景的首選
「河川都會公園」之所以不同於一般河川綠地或高灘
地，在於其提供更多元的休憩活動機會，但另一方面
又能保持河川本身在地景與生態環境上的特性，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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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民眾尋求郊遊、踏青、賞景最適地點的首選。因

B. 自行車綠廊營造
於自行車道及汽機車道路中央設置緩衝綠帶，

1. 人工濕地作為水生植物園營造計畫

兼顧安全與美觀。
北臺

此提出以下四項改善計畫：

C. 大漢溪河濱自行車道路網
地點

特色主題
水生植物/水鳥

新海一二三期人
工溼地

水生植物/水鳥

浮洲人工濕地

濕地淨水/蛙類

打鳥埤人工濕地

水鳥/濕地淨水/螢
火蟲/蛙類

城林人工濕地

濕地淨水/螢火蟲/
蛙類/水鳥

鹿角溪人工濕地

水生植物/水鳥/蛙
類

右岸三峽河至三鶯大橋之柑園地區仍無自行車
道，建議應於大漢溪沿岸增設自行車道，以形
成南北岸串連及完整之路網。

●
●
●

增設生態步道
增設自行車道
解說平台

2. 河川都會公園綠地整體串接計畫
未來應以河川都會公園為一個整體連續的綠地空

結合大漢溪風景觀賞

利用綠帶區隔車道，建構舒適安
全騎乘環境。

間，納入現有公園與濕地等進行整體規劃設計，
並補足中斷的部分。

龍山寺

3. 花海、樹林與溪流的經典鄉村景觀營造計畫

萬華
板橋

結合農委會農地造林、縣府花卉專業區、農村再
樹林

生、大溪自行車道等相關計畫，以「花海、樹

亞東醫院
海山

中和交流道

山佳

林、溪流」為主題，營造一處處經典的鄉村景

鶯歌
土城交流道

觀，造就新興的旅遊地區。

鶯歌系統
三鶯交流道
火車站

4. 大漢溪水岸自行車旅遊網絡計畫

捷運站
自行車或行人出入口

A. 自行車道左右岸串連

鐵路
捷運

除了讓左右兩岸自行車道可以連結，也可在行
進的過程中，透過橋樑有不一樣觀賞大漢溪及
兩側綠地的角度。

以花卉、樹林營造農村景觀

目前無自行車道河段
大溪交流道

目前無自行車道河段

二重環狀河濱自行車道
新店溪河濱自行車道
大漢溪河濱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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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多元的河川水域活動與利用
一個具有生命力的河川應包括人與水的緊密良性互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動；而目前大漢溪缺少水域活動與利用的現況使它失
去了活力。有關大漢溪河域推展多元的水域活動與利
用有下列兩項重點計畫：

眾體驗溪流水域活動的機會，增加人與河川更多
的良性互動。
●

設置三鶯堰（配合三鶯整體發展計畫）

●

設置簡易碼頭、租借站、教學訓練中心

●

引入划船水域活動：槳船、獨木舟、皮船、輕
艇、風帆等

1. 藍色十字路水上交通計畫
以大漢溪河道目前尚具有行船條件，並且靠近人

展現豐富的河川文化與故事

口密集都會核心（板橋、新莊、土城、樹林）之

每一條河川都因其自然歷史（例如：大漢溪的河川襲

水域，結合高灘地設置碼頭、停車場、接駁等配

奪、河階地形等）以及河川與人類的使用互動的歷史

套設施使得河川水域空間成為接近都市空間與活

過程（例如：沿線的河港、老街聚落），造就一些獨

動的一環。

特的性格與故事。經由大漢溪流域觀光整合發展，一

2. 水域休憩活動計畫

方面要讓民眾能夠閱讀大漢溪獨特的河川文化與故

除了水上交通利用之外，可以選擇合適水域結合

事，另一方面也要經由推動人們與河川的新互動來延

高灘地服務設施，及相關經營管理措施，提供民

續這故事。故提出下列2項改善計畫：
1. 大漢溪河川館及戶外解說站計畫
A. 河川館
●

利用435國際藝術村土地設置

●

以綠覆陸橋方式與大漢溪連結

●

館內主題：歷史解說、水工展示、自然生態教
育、人工濕地、紀念品販售

B. 大漢溪戶外解說站

藍色十字路水上交通計劃圖

●

新莊老街解說站：新莊老街/河運歷史/濕地生態

●

三鶯解說站：三峽老街/鶯歌陶瓷/河運歷史

●

鳶山堰解說站：鳶山堰/淨水廠

●

大溪月眉解說站：大溪老街/ 河階地形/河運歷史

●

石門水庫解說站：石門水庫/河階地形/河川襲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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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層覆土、噴灑草種
原有堤防

堤防解說設計示意圖

2. 創意藝術與農夫市集計畫
市集
三重環保公
園農夫市集

地點
三重環保公園
（大漢橋旁）

配套計畫
主題
農特產品

主要農特產品

為配合前述5項目標的推動，應該同時推動下列相關

紅麴、紅露酒、
綠茶、竹筍

配套計畫。
1. 跨越橋樑景觀改善計畫

西盛瓊林藝
術 / 農夫市
集

新莊西盛瓊林
河濱公園（新
海橋旁）

手工藝品、
農特產品

紅麴、紅露酒、
綠茶、竹筍

435 創意藝
術市集

435 藝術村（新
海橋旁）

手工藝品、
農特產品

綠茶、竹筍、
金牛角、鱘龍
魚、藍染

三鶯藝術市
集

三鶯藝術主題
園區（三鶯大
橋旁）

手工藝品、
農特產品

陶瓷、綠茶、
竹筍、金牛角、
鱘龍魚

手工藝品、
農特產品

花卉、豆干、
綠竹筍、韭菜、
木器

大溪月眉創
意藝術市集

北臺

HDPE格框植生

大溪月眉（武
嶺橋旁）

推動鄰近河川兩側都市地區朝向具有特色與品質的
土地使用以及景觀 與建築發展
1. 臨大漢溪水岸土地再發展計畫

每一道橋樑都具有獨立的結構、造型與背景，因此
建議原則上不外加設施破壞此一完整性，但應加以
「粉刷」或「噴砂」等表面處理來改善外觀及週邊
環境整備。另在夜間效果上，除加強橋下空間照
明，亦可增加夜間景觀的趣味性與特殊性。
2. 綠色堤防改善計畫
在過去，河堤與河道的興築主要是以防洪為考量，
很少考慮親水、美觀等問題。由於都市生活與河川
之間新的需求產生，人們渴望與水重新建立親密共
存的關係，透過綠化構想，〝開放〞並〝隱藏〞生
冷的堤防線。將河川與都市再連繫起來。
●

防洪牆

●

土堤/路堤

以「大漢溪河川都會公園」為其未來發展的定位，
其意義在於一面改善，豐富河川開放空間各項美質
與機能性，另一方面則希望逐步朝向重新檢視並推
動，目前這些鄰近水岸的「邊緣土地」將能夠獲得
與河川都會公園相得益彰的再發展契機。

3. 遊程與區域巴士計畫
配合逐步完成的濕地、公園綠地、水域活動、藝
術市集以及相鄰觀光遊憩資源（三峽、鶯歌、大
溪等）規劃最經典並具代表性的遊程並搭配區域
觀光巴士，作為推動的起點。

大
漢
溪
流
域
觀
光
整
合
發
展
計
畫

建立北臺區域
合作平臺及運作機制
北臺98年國家建設整合計畫

(

跨域範圍

核准經費

主辦及負責部會

受委託單位

北臺八縣市

85萬

臺北市

左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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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與目標

向更具核心價值的發展方向，都是亟待觀察或是研
究的問題。

近10幾年來，世界潮流的發展，已經變成以區域城

位，逐漸被東京、首爾、上海及臺北所取代。臺北市

區域發展的資源整合，希望與各縣市政府交流互動，

切的發展重點，分析出北臺區域發展所面臨的課題，
同時研擬如何用最立即及最有效的方式，讓北臺區域
整合區域資源，並進行實體化運作，則為目前主要推
動的重點工作。

建立合作平臺的機制。
北臺的夥伴們有感於區域整合、資源共享的重要性，
先在2004年由5位縣市首長於臺北市簽訂《北臺區域

組織結構運思

發展合作備忘錄》後，又於2005年11月正式在桃園

區域合作不是一個新的概念，過去各縣市或多或少都

縣成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由七縣市訂立

在不同議題上進行過跨域合作的計畫。只是在沒有區

組織章程、建立未來合作機制。2006年苗栗縣正式加

域合作平台的前提下，區域合作都是各縣市自行召

入，北臺八縣市的規模至此到齊，為這個機制的完善

集、各自主政，除了沒有清楚的輪廓，也鮮有具規模

劃上完美的句號。

的組織。北臺區域平台經過無數次的成員會議、專家

為了發展「區域整合」這件具跨時代意義的任務，需

學者訪談並參考國外成功案例後，我們就跨越縣市、

要社會精英及大眾力量共襄盛舉。2009年內政部研擬

跨越政黨及跨越議題的合作要如何運行，研究與磨合

推動「三生活圈、七大區域」政策，行政院經建會也

出我們的運作模式，如左圖。

提出《98年國家建設整合計畫》，透過北臺合作研議

由臺北市負責的幕僚小組是最初的發動單位，由於這

跨域整合議題，由八個縣市共同向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個小組兼具行政事務與城鄉規劃的雙重角色，為了讓

員會提案，最後有八個跨域合作計畫獲准。
本計畫藉由北臺區域合作平臺既有的運作模式，彙整
產官學界對區域治理、區域合作平臺及運作機制的建
議，並結合北臺區域《國家建設整合計畫》其餘七項
子計畫整體構想等，採取「由下而上」的方式，尋求
中央部會的支持，以達區域治理及合作之效能。
過去北臺區域合作發展，多屬地方政府間水平式互動
的關係，雖然沒有中央或地方政府給予的人力和經費
的支持，但因北臺八縣市地方首長高度重視和參與，
再加上各縣市公務人員的義務投入，北臺區域合作的
成績仍然亮眼。
雖然近兩年中央政府也意識到區域合作發展的重要
性，使得中央及北臺終於有了互動對話的空間。然
而未來中央區域發展政策是否有所調整或轉變，臺
灣的區域發展是否還有其他變數，如何引領臺灣走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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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即積極尋求北臺各縣市政府支持，共同推動

綜合上述所言，本計畫試圖從北臺區域發展現況最迫
北臺

市為競爭主軸，日、韓、大陸乃至臺灣的全球競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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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地位更清楚明顯，因此在98年正式更名為發

通平臺的主要力量，在臺灣區域合作平臺尚未完

展推動組，卑使平台的組織推動更為順利。

整建立的階段前，北臺區域組織扮演著示範性的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角色，並積極協助區域合作的進行。

具體成果

中央協助地方政府間成立區域發展與合作組織，

1. 北臺區域發展合作可行性模式建議

與、瞭解北臺區域發展的運作，以朝向更實質而

區域發展與合作的夥伴關係已是國際趨勢，相

深化的區域組織型態邁進。另一方面，本計畫也

關區域合作成功的案例更不在少數。但因為北臺

促使中央加快區域合作相關規則的建立，以落實

區域成立初期運作尚未成熟，未受中央重視，亦

中央與地方區域同步發展。未來無論採用何種區

不熟稔《區域計畫法》、《地方制度法》、《行

域發展運作型態，都需要各地方政府間高度的合

政法人法》草案、《國土規劃法》草案等相關法

作與參與，並在中央的協助下，發展出適宜北臺

規與配套措施，肇致組織建置及法源依據有些

區域合作的運作模式，以做為台灣與其它國家區

許困境。

域合作的範例。

已是刻不容緩的趨勢，故本計畫積極促使中央參

本計畫經多次與專家學者進行探討、參考諸多國
外案例、考察國內民情與政治態勢後，建議運作
模式包括成立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或成立法人
（財團法人、社團法人、行政法人）等，皆能協
助北臺區域成為法制化組織。事實上，無論北臺
區域組織最終以何種方式進行運作，除北臺各縣
市間溝通與協調之角色外，未來將肩負與中央溝

北臺委員會
提案討論

2. 推動法制化程序
在本計畫的研究分析中，我們認為就人力、財
力、技術及行政面來考量，北臺區域要能夠法制
化，最可行的方式就是成立區域建設推行委員
會（如圖1）。基於《區域計畫法》第18條的規
定，我們規劃出相關的方法與程序，並在2010年

八縣市共同
連署同意書

正式發文

中央管理機關
內政部

《區域計畫法》18 條：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推動區域計畫之
實施及區域公共設施之興修，得邀同有關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學術機構、
人民團體、公私企業等組成 「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成立

北臺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

圖1：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法制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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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第一次副首長會議中提案。然而北臺區域合
作平台認為，現階段應以與中央一起成立跨部會

3. 行政面向
（1）常設化運作與實體化的空間
本計畫進一步建議，在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成立

因此由八縣市共同簽署同意書，敦請中央落實區

後，北臺八縣市可依《地方制度法》第24條的規

域合作組織的法制化與實體化。

定，提出合作協議，用行政契約制度以獲取穩定

同 意 書

辦公室的方法進行運作，解決橫向聯繫與行政作

本人深切認知區域合作須由中央與地方共同協

業所衍生的人力需求問題，讓北臺區域的運作常

力完成，為提昇北臺區域國際競爭力，同意參
與北臺八縣市首長連署，共同敦請中央成立院

設化。

級以上跨部會推動平臺，釐清區域合作的法源

至於實體化部份，本計畫建議參考歐盟運作的精

與定位，建立區域合作永續的機制與辦法，落

神，以組織常設、公開透明、客觀監督、共同

實區域合作相關組織之法制化與實體化。

參與、效率運作為原則。如圖2所示，在各議題

此書敬陳

組開會時，幕僚席的座位歡迎其他議題組前來交

行政院

流，媒體可以監督，也歡迎民眾的參與。若空間

內政部

足夠，可開設資料室與歷年成果展示區，固定展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簽署人：

出歷年的成果，也可以讓北臺合作的經驗可以不

○○縣/市長

斷被累積、不斷傳承。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____日

連署同意書內容

資料室

幕僚席

歷年成果
展示區

交流

民眾席

會議室
短期：協調縣市政府贊助
媒體席
參與 中長期 : 爭取固定常駐辦公室
交通便利處如高鐵、臺鐵附近 監督
籌備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聯合辦公室

圖2：常設化與實體化的會議空間示意圖

由年度計畫
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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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公室組織編制草案

驗的老師，為各議題規劃出符合跨縣市合作要件的計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前述提及的聯合辦公室或秘書處，本計畫已全面考慮

畫。未來有了總顧問團隊協助，各縣市同仁將可專心

人力配置、分工結構及經費運用。這個辦公室與原來

扮演執行者的角色，將計畫確實落實。

的區域合作平台結合的模式如圖3所示。至於各組分

圖3除了可以看出總顧問團隊與各議題組的關係外，

工的機制，重點如下表。

也可以瞭解本計畫對於委員會的整體構想。整個總顧

北臺辦公室
分組

行政組

問團隊除了各議題組的顧問外，本計畫也建議增設中
工作重點內容
1. 辦理人力規劃及訓練
2. 議程規劃、會議公告與報名、資料整理及建
立資料庫

計畫內容後，到中央去提案後可能發現，某計畫已經

3. 溝通與聯繫各縣市及行政業務安排
4. 執行講師費、車馬費、相關日支費發放
5. 執行有關籌措區域公共設施建設經費事項

策。顯見與中央互動的關係，會影響北臺的提案成

1. 舉辦北臺相關研討會、座談會、論壇
2. 執行相關會議講義收集與編印，簡報檔準備
與控制。
議事組

文宣組

研發組

央聯絡人。這個構想是因為當各縣市各自開會、決議

有部會在進行，某行動方案其實應該結合某部會的政

效。而中央聯絡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與中央密切地
互動，瞭解各部會的政策進度，同時讓各部會更瞭解
北臺區域合作的具體內容。

3. 協助專案相關團體聯繫與執行確認
4. 協助會議，準備桌牌、座位牌、識別證、
紙、筆、水。

5. 北臺區域合作系列研討會之一──區域合作平台及

5. 協助會議紀錄與後續業務聯繫

在世界經濟快速變遷，都會區域間的競爭成為未來全

1. 辦理相關活動新聞稿、媒體連絡、媒體接待
2. 執行北臺相關資訊收集、北臺網站維護及資
料更新

球競爭新模式。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在2009年

3. 辦理電子報編輯、製作與發行
4. 協助現場活動攝影、相關影像整理
5. 協助實施區域開發計畫促進事項

「基磐鞏固」，而是要邁向「躍昇」的階段！

運作機制研討會

邁入第七年！咸認北臺區域發展的下一步不是停留在

2010年 3 月26 日上午召開本年度第一次副首長會
議，這是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最高決策平台之

1. 執行八縣市相關計畫收集與研究
2. 協助跨縣市相關計畫研擬、向中央爭取執行
經費

一。為強化各地方政府間的意見交流，凝聚北臺區域

3. 協助有關區域計畫與開發建議
4. 協調有關個別開發建設事項
5. 協助與辦理其它有關區域推行建設事項

持續推動各項成果，為傳承北臺區域合作的精神與中

合作之共識，達成區域合作之目標，這個自發性組織

央區域政策接軌的步調，做了最好的示範。
當天下午舉辦北臺區域合作系列論壇，針對北臺的運

4. 總顧問計畫
在平台研究中，我們發現平台機制要運作，需要常設

作模式與機制提出下一步規劃與建議，會中邀請國內
知名專家學者、資深媒體人共同深入探討。

化、實體化等條件。在未有穩定預算來源以圓滿這些

6. 北臺區域合作系列研討會之二──北台青年論壇

條件之前，本計畫規劃出「總顧問輔導計畫」，藉由

未來北臺八縣市，如何在整體發展推動，以及休閒遊

學者以專業、公正、客觀的立場，協助北臺以整體

憩、交通運輸、產業發展、環境資源、防災治安、文

性、前瞻性的原則，推動北臺八縣市的各項合作計

化教育、健康社福、原住民客家族與新移民九大議題

畫。本構想在2010年5月7日通過平台會議決議，向經

展開對話與合作，需要民間更多持續的深化討論，以

建會《99年國家經濟建設總合計畫》提案，並獲得中

及青年世代的創見。

央的大力支持。該總顧問計畫延攬有區域合作相關經

我們邀請青年學子對北臺區域發展的走向與政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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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6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召開「副首長會議」

榮譽主委
主任委員（八縣釋首長輪值出任）

中央聯絡人

中央相關
部會代表

經建會、內政部
研考會、營建署

議題組顧問

原住民客家
與新移民組

宜蘭縣民政處

議題組顧問

休閑遊憩組

基隆市交旅處
觀光行銷科

議題組顧問

產業發展組

臺北縣經濟發展局
工商企劃科

議題組顧問

健康社福組

臺北市社會局綜企科
臺北市衛生局企劃處

議題組顧問

交通運輸組

桃園縣交通處
運輸規劃管理科

議題組顧問

防災治安組

新竹縣消防局
新竹縣警察局

議題組顧問

文化教育組

議題組顧問

環境資源組

副主委（副首長會議主席）
輪值縣市副首長兼任

總

發言人
輪值縣市新聞首長兼任

顧
問

發展推動組
辦公室主任

北臺辦

秘書

行政組

議事組

文宣組

行政組

新竹市文化局
藝文推廣科

苗栗縣環保局

圖3：委員會與聯合辦公室組織機構圖

建言。北臺區域發展中，青年的創意與想法如何與既

作影響最大的就是這群年青人的未來。

有的發展架構進行對話？青年眼中有哪些北臺區域合

研討會分為兩場，上半場討論北臺區域合作的前瞻願

作的議題？透過本論壇的舉辦，形塑縣市之間、世代

景，下半場則對北臺區域發展的關鍵議題，提出具體

之間、領域之間的近距離對話平台，目的是讓國人與

的看法。會中除專家學者蒞臨指導外，亦邀請政府官

青年學生們一起來研究與關切這個議題，因為區域合

員在現場和青年學子交換意見。

建
立
北
臺
區
域
合
作
平
臺
及
運
作
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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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北臺
亮綠校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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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理念
建構北臺亮綠校顏計畫

緣起
1. 民國97年初由臺北市率先推動《看得見的愛－亮
綠校顏計畫》
2. 北臺灣區域八縣市共同參與，成立「北臺區域發
展委員會」之跨縣市合作平臺，推廣與逐步落實
城市綠化生態概念。
3. 基隆市為98年度《建構北臺區域亮綠校顏計畫》
之主辦縣市，由都市發展處成立「亮綠校顏」輔
導顧問團隊，協助宜蘭縣、臺北縣、桃園縣、新
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與臺北市共58所學校，執
行「校園綠圍籬」及「校舍屋頂薄層綠化」之規
劃設計。

理念

屋頂薄層綠化的施作可以

1. 破除學校高聳的水泥圍牆，讓綠延伸出校園，串

1. 提升綠覆率，降低校舍室內溫度，節省能源消耗

連更多綠地，改善社區通廊的延續性與校園內外

2. 提供師生進行如開心農場之蔬果種植的操作機會

景觀美質，帶動都市的生氣與活力。

3. 結合雨水回收系統，提升環境教育效益

2. 校 舍 屋 頂 綠 化 措 施 可 以 有 效 降 低 建 築 物 內 部 溫
度、減緩暴雨逕流及改善空氣污染，落實環境綠
化對都市環境改善的重要性。
綠圍籬的形塑可以
1. 重整校園邊界空間
2. 提供並串接舒適的行走與等候休息空間
3. 提升都市綠覆率，增加CO2固定量

計畫策略
工作會議及座談會
1. 藉由舉辦工作會議(含座談會)、設計工作營及優良
案例參訪觀摩，傳達正確計畫理念。
2. 經 由 各 縣 市 交 流 與 經 驗 集 思 廣 義 擬 定 《 校 園 綠

4. 成就有特色的綠意學校

圍籬設計準則》與《校舍屋頂薄層綠化設計準

5. 民眾共同分享校內外水綠資源

則》，並規劃設計「自主效益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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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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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序號

宜蘭縣

01

文化國中

02

育英國小

58

03

利澤國小

51

04

五結國小

05

育才國小

06

新生國小

1,533,594

07

復興國中

11,326,496

08

壯圍國中

1,683,241

09

東光國中

10

國華國中

61

445,582

11

北成國小

158

6,650,870

12

大進國小

39

2,143,368

13

岳明國小

97

總計

網路平台
1. 建置輔導顧問團隊網路交流平台供各界瀏覽計畫
相關資訊及下載各縣市提報之成果資料，亦可線
上留言進行討論互動

E-mail或光碟

顧問團隊
確認彙集

上傳

輔導顧問團隊網路分享空間
http://nt8-blog.spaces.live.com/

部落格提供綠圍籬及薄層綠化相關資訊與申請服務

綠圍籬（m） 薄層（㎡）

經費（元）
1,143,062
2,199,627
471,010
2,165,572

192

1,189,953

3,713,736

656

6,097,247
3378

40,76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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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臺北縣－－後村圳沿線學校
基隆市

01

深美國小

02

東信國小

03

信義國小

04

正濱國小

總計

綠圍籬（m） 薄層（㎡）

序號

臺北縣

4,077,806

01

沙崙國小

568

14,200,000

161

6,914,871

02

彭福國小

390

11,553,000

69

1,888,427

03

山佳國小

485

17,092,000

1,785,756

04

更寮國小

462

14,309,509

14,666,860

05

大同國小

243

18,000,000

06

育德國小

600

9,295,000

07

仁愛國小

363

13,900,000

08

鷺江國小

400

17,500,000

09

興化國小

304

16,026,191

10

集美國小

415

16,000,000

11

二重國小

474

3,770,000

12

頭前國小

367

14,043,978

13

育林國小

335

4,956,577

5,406

170,646,255

78
308

562

經費（元）

總計

綠圍籬（m）薄層（㎡）

經費（元）

建構北臺亮綠校顏計畫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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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桃園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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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桃園縣

序號

新竹縣

01

四維國小

綠圍籬（m） 薄層（㎡）
90

經費（元）
8,640,000

01

山崎國小

380

3,848,610

02

仁和國小

400

5,500,000

02

華興國小

685

8,835,390

03

文昌國中

205

5,730,000

03

鳳岡國中

545

6,071,580

04

社子國小

300

3,870,000

04

大坪國小

355

3,238,260

05

桃園國中

253

4,390,000

05

桃山國小

70

1,112,080

總計

2,035

28,430,000

06

大竹國中

473

5,510,000

07

平興國小

279

4,923,004

08

光明國中

253

4,151,490

09

同安國小

687

8,290,909

10

同德國中

245

4,939,610

11

莊敬國小

606

9,940,000

12

新埔國小

423

5,057,559

2,966

70,942,572

總計

1,248

綠圍籬
（m） 薄層（㎡）

經費（元）

苗栗縣
序號

苗栗縣

01

同光國小

224

1,739,230

經費（元）

02

苑裡國小

125

2,332,070

7,755,675

03

海口國小

218

3,491,836

新竹市
序號

新竹市

綠圍籬（m）薄層（㎡）

綠圍籬（m）薄層（㎡）

經費（元）

01

三民國小

02

三民國中

234

8,653,091

04

海寶國小

128

1,521,030

03

光華國中

128

153.34

5,691,570

05

造橋國小

116

2,402,650

1,248

595.48

22,100,336

06

鶴岡國小

187

07

文華國小

08

竹南國中

總計

442.14

總計

1,656,770
400

3,941,830

156

580

2,327,960

1,154

980

27,41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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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亮綠校顏參與縣市與學校資料
縣市別

參與學校數量

施作數量
校舍屋頂薄層綠化（m2）

施作經費(元)

校舍屋頂薄層綠化

校園綠籬（m）

宜蘭縣

7所

11所

656

3,378

40,763,358

基隆市

3所

2所

308

562

14,666,860

臺北縣

13所

-

5,406

-

170,646,255

桃園縣

5所

7所

1,248

2,966

70,942,572

新竹市

2所

2所

362

595

22,100,336

新竹縣

5所

-

2,035

-

28,430,000

苗栗縣

7所

2所

1,154

980

27,415,380

合計

42所

24所

11,169

8,481

374,964,761

後續執行機制建議（輔導顧問團隊提案）
協助委辦單位管理施工品質及
指導各縣市政府執行單位記錄施工改造過程
召集相關領域
專家學者成立
顧問團隊

辦理工程完工成果發表會

協助建置及管理網站交流平台提供即時訊息
辦理研習會及優良案例學校參訪交流
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協助規劃次年度「北臺總顧問輔導團隊」案之提案方向，以交由次年度北臺主政縣市辦理

經費爭取建議
各縣市自行提報「建構北臺
亮綠校顏」（工程類）之計
畫案

北臺主政縣市（或有意提案
之縣市）進行「建構北臺亮
綠校顏」北臺總顧問輔導團
隊計畫之提案

爭取中央補助經費

內政部營建署
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
示範計畫（政策引導型）

未
補
助

北臺主政縣市統籌「總顧問輔
導團隊計畫」及「各縣市提政
策型未果之學校」，一併包裹
申請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示
範計畫（競爭型）
有補助

未
補
助

尋求其他補助經費如：
．內政部營建署
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
環境改善計畫
．教育部補助永續校園局部
改造計畫
有補助

有補助
執行計畫

執行計畫

執行計畫

建構北臺亮綠校顏計畫

校園綠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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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98年提出國家建設整合計畫》的前導經驗，行政院經建會為了更加強化中央與地方區域
整合之功能，於今（2010）年度3月29日召開「99年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研商會議。會
中黃萬翔副主委提出因應「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的目標，透過引導的方式，補助各縣市及
縣（市）政府申請辦理符合國土空間規劃精神的計畫，未來向中央提出區域合作計畫申請時，
須先經由各區域平臺進行初步的計畫審核評分後，彙整出優先順序才能送交行政院經建會進行
複審作業，以完成整個計畫審查流程。
對北臺區域合作平臺，這是一個創造歷史的過程。這個由下而上的自主審議平臺，在多次的協
調會議後，先經過縣市政府的平台初審，讓各計畫可以落實在縣市府的需求上，同時在2010年5
月7日於苗栗縣的明湖水漾會館彙集，各自簡報提案計畫內容。經由平台機制的協調，整合成17
個計畫，並在2010年獲得經建會通過其中13案（詳如下表）。

99年國家建設總合計畫跨域補助
編號

計畫名稱

提案縣市

議題範疇

1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總顧問團隊及整體策略規劃執行計畫

苗栗縣

發展推動

2

桃園航空城（空港）與臺北港(海港)雙港整合發展計畫

桃園縣

交通運輸、產業發展

3

北臺海岸、海洋及漁港產業計畫

新竹縣

交通運輸、產業發展

4

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

宜蘭縣

休閒遊憩、原住民

5

北臺區域文化觀光整合暨行銷計畫

新竹縣

休閒遊憩、文化教育

6

因應全球暖化及異常研擬淡水河流域都市發展與流域防災整合

臺北市

防災治安、環境資源

7

北臺區域永續生態改造暨環境退燒計畫

宜蘭縣

環境資源

8

未登記工廠整體調查暨輔導管理計畫

新竹縣

產業發展

9

大眾運輸導向土地（TOD）暨聯外運輸發展策略

宜蘭縣

交通運輸

10

國際綠能智慧園區計畫

新竹縣

產業發展

11

苗栗、宜蘭、桃園縣永續農業發展計畫

苗栗縣

產業發展、環境資源

新竹縣

環境資源

桃園縣

環境資源

12
13

「區域性廚餘、水肥、養豬廢水污泥及下水道污泥集中處理廠與
生質能源再利用廠」計畫先期作業計畫
桃園機場航線周邊景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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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

各項子計畫協調與整合
國際視野

未來視野

全球暖化問題

節能減碳

永續發展

2010 苗栗縣主政
主政議題：環境資源

年國家建設總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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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議題

同地共生

過去多年來，北臺八縣市以互信為基礎、合作為方法，為自己與臺灣找尋更
好的出路，使得我們在全球化區域性的轉變中，躋身為足以與其他國際性都
會競爭的區域城市。未來，北臺八縣市仍將以互信、合作的無形條件，為臺
灣打拼出有形的美好環境及永續發展的明天。

原住民客家族群 休閒遊憩組 產業發展組 健康社福組 交通運輸組 防災治安組 教育文化組 環境資源組 發展推動組
與新移民組

北臺八縣市各自負責一個議題，推動跨縣市合作業務
98 年 3 月將幕僚小組更名為「發展推動組」，目前合計為九大議題組
北臺八縣市議題分工情形
九大議題

主政縣市

主政單位

宜蘭縣

民政處

休閒遊憩組

基隆市

交通旅遊處

產業發展組

臺北縣

經濟發展局

健康社福組

臺北市

社會局、衛生局

交通運輸組

桃園縣

交通處

防災治安組

新竹縣

消防局、警察局

教育文化組

新竹市

文化局、教育處

環境資源組

苗栗縣

農業處

發展推動組

臺北市

都市發展局

原住民客家族群與新移民組

原住民客家與新移民組
原住民
客家族群
及新移民

主政單位： 宜蘭縣政府民政處
團隊成員： 基隆市政府文化局、民政處；臺北縣政府客家事務局、教育局、原住民族行政局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民政局、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民政處、原住民行政處；新竹縣政府民政處；新竹市政府民政處
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民政處、原住民族行政處

著「打破疆界統合資源，攜手合作族群共榮」理念，聯合推廣原住
民、客家及新住民等族群的文化特色與祭典，並照顧新移民的生活，
共同建構一個照顧輔導網絡，以增進族群文化的融合與交流。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為增進族群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改善少數族群的生活環境，我們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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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山徑設置計畫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泰雅族分佈於臺灣北部中央山脈兩側以及花蓮、宜
蘭等山區；分為泰雅亞族（Tayal）和賽德克亞族
（Sedek）。北臺區域泰雅族人，其分佈主要以宜
蘭縣南澳鄉、大同鄉、臺北縣烏來鄉、桃園縣復興
鄉、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苗栗縣泰安鄉等臺灣
北部八縣市13個鄉地區內，總人口數約8萬7千餘
人，僅次於阿美族，為臺灣原住民族之第二大族。

新竹縣∕尖石鄉─北得拉曼步道

泰雅族先民係以「狩獵」、「燒墾」維生，代代相
傳，故此生活方式，形成泰雅族群文化重要元素，
而「泰雅山徑」是狩獵時代，先民生命取得滋養的
路徑，亦是泰雅族先民與自然環境共生及生活智慧
的體現。爰此，透過「泰雅山徑」規劃，將泰雅族
遷徙史、傳統文化、族群認同、觀光及產業發展
等，積極整合及規劃，泰雅山徑是臺灣首先以「文
化遺產」的角度，設置文化體驗步道，是以本計畫
以跨縣市建置泰雅步徑，深具意義。期望倘本計畫
能順利執行，將透過國際認證之方式，向國際展現

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步道

臺灣對於保護原住民族特有文化之成果與決心。為
推動地方特色文化及觀光產業發展，北臺八縣市以
區域聯盟方式結合，共同推動泰雅山徑設置之計
畫，期藉由專業團隊之規劃與泰雅文化之結合，達
成北臺共生共進之使命。

臺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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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花──客家文化的象徵
「桐花」是客家委員會成立後積極推行的一項客家活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動，此活動的概念來自於臺灣客家族群多聚集於近
山一帶，而近山一帶的山上，每逢五月便會生長出
白茫茫一片的桐花，因此也有人把桐花稱之為「五
月雪」。客家委員會便是從部份客家族群的生活環境
中，擷取他們的生存環境記憶，作為客家活動的一項
代表，「桐花」為客家委員會成立後才逐漸被形塑成
宜蘭縣∕南澳鄉－－蛇山步道

客家文化的象徵， 因此也可說「桐花」其實是一種「被
發明的傳統」。
不過「桐花」做為客家的象徵也存在幾個問題：其
一，這種生活記憶不是全體臺灣客家族群的象徵，臺
灣客家族群雖然大多聚集在近山一帶，但也有些客家
族群居住於沿海一帶，例如桃園縣觀音鄉、新屋鄉便
是靠海的客家鄉鎮。而在這些沿海客家族群的記憶
中，「桐花」似乎不曾出現在他們的生活記憶當中。
其二，「桐花」是日本殖民臺灣的象徵，生態學博士

宜蘭縣∕大同鄉－－南山檜木林步道

方偉達便曾指出「油桐雖美，宛若五月飄雪。但吾人
在桃竹等地做生態田野調查，看到滿山的油桐，朵朵
燦爛宛若白頭西施，訴說的都是臺灣改朝換代的殖民
經濟興衰。」
桐花祭的舉辦，除了推廣油桐產業與桐花觀賞價值
外，間接也促成各地旅遊活動的興盛，並帶動起當地
產業的發展，客家庄儉樸與淳厚的風情，更隨著桐花
的開謝，落植各地旅人的心中。
客家桐花祭的由來，是因為每年五月左右，在台三線

新竹縣∕竹東神秘國渡森林渡假村盛大舉行

沿線山谷間，如內灣、銅鑼、南庄、三義、公館等客
家鄉鎮，桐花滿山遍野綻放開來。這些盛開的白色桐
花林，被每一陣春風吹拂過後，總會帶起一陣雪白桐
花緩緩飄落，所以又被美稱為「五月雪」。
因此，北臺八縣市政府各自舉辦客家桐花祭，是臺灣
最盛大美麗的花節之一，展現客家文化紮根、文化造
鎮、藝術造點、景點打造等。希望透過文化紮根和精
緻的文化活動，展現客家風華，同時加強景點的打造

基隆市∕2010基隆市客家桐花祭活動在月眉山靈泉禪寺
開山堂廣場

及文化藝術的裝置來妝點客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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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新移民融入北臺生活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新移民（外籍配偶）都是藉著姻緣的牽線嫁來臺灣的「臺灣媳婦」，北臺
八縣市區域目前約有來自各國外籍配偶223,402人（外籍69,845人、大陸籍
153,557人），北臺八縣市政府關心來自不同國家的「臺灣媳婦」，可能因為
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種種的差異而產生生活適應上的困難，因此，規劃相
關靜態課程及動態活動以協助新移民提升在臺生活適應能力，解決其因文化
差異所衍生之生活適應問題，並建立家庭凝聚力與良好學習氛圍，俾使迅速
融入我國生活環境，共創多元化和諧之社會。
靜態課程內容包含：一般居留定居法規常識、就業資源、醫療衛生、移民居
留、家庭管理、地方風俗、手工藝製作、電腦數位學習、烹飪教學、機車駕
照考照輔導、教育及社會福利資源等，所規劃的課程內容，除了針對要取得

5

上課時數證明，以辦理歸化國籍後順利取得身分證的學員外，亦能讓其他不
參加歸化測試之學員，儘快適應臺灣在地生活。
動態活動內容包含： 「多元文化月活動」，藉由各國服裝展示及各國小吃品
嚐來向一般民眾介紹不同文化的多樣性，並宣導尊重多元文化。「外配家庭
交流暨親子活動」乃藉由戶外參觀活動讓新移民能實地體驗及認識臺灣的地
6

理環境之美，利用活動的進行亦可增進新移民家庭親子間及家庭間的交流，
「臺灣民俗活動參觀」可讓新移民於各民俗節日，參與各種民俗活動，以認
識臺灣在地的風俗文化。

7

1

2

3

1 苗栗縣∕外配家庭交流暨親子活動
2 新竹縣∕數位應用學習課程
3 新竹市∕臺灣民俗節日活動－端午節
4 桃園縣∕多元文化月－各國傳統服飾
5 臺北縣∕國際文教月嘉年華暨親子趣味競賽
6 宜蘭縣∕親子多元文化體驗活動
7 臺北市∕安遊方案－新移民親子活動
8 基隆市∕新住民公益大使選拔

4

8

原
住
民
客
家
與
新
移
民
組

休閒遊憩組
主政單位：基隆市政府交通旅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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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臺北縣政府觀光旅遊局、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桃園縣政府觀光行銷處、新竹縣政府觀光旅遊處、、新竹市政府觀光處
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北臺八縣市擁有多元的城市特色與自然景觀資源，針對相同特性與未
來發展潛力，進行整合多個跨域休閒遊憩系統，並針對此系統發展富
具特色之旅遊路線（一日遊、二日遊及三日遊），有效行銷與推廣北
臺區域觀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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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海洋廣場（城市意象）

執行內容
透過整體規劃具體改善北臺地區休閒遊憩的軟硬體缺
失，重新形塑符合北臺區域各縣市的特色空間意象，
建構在地化特色風貌，增進國際與國內之吸引力，提
升整體觀光產值。

整合北臺灣八縣市

北臺八縣市觀光套裝旅遊行程摺頁

頁中，代表旅遊目的不同的3種類型旅客（深度

遊、輕度遊、背包客），不僅增加此次觀光

傳統文化、節慶活動、休閒產業與觀光資源，並依客

導覽摺頁的活潑及趣味性，亦代表我們體貼

源（歐美、大陸、港澳、日本、東南亞）特性與偏好

照顧到各種不同旅客的需求，讓各類型遊客

規劃至少3個以上知名景點、區域，串聯規劃套裝行

在旅遊的過程不斷發現，探索出美麗的驚喜

程，並印製摺頁並分送供北臺八縣市推廣。

與快樂經驗。

執行成果：
整合北臺八縣市合作發展國際套裝旅遊路線（含一、
二、三日遊遊程）並印製成套裝行程摺頁。
1. 內容簡述：套裝旅遊行程路線規劃原則
a. 五大客層旅遊路線規劃

b. 主題景點地圖：
以北臺八縣市為主的地圖，於地圖上以拉引
介紹方式將建議景點以圖示表現。
c. 清楚表列多元旅遊資訊：
●

北臺八縣市的旅遊單位聯絡資訊。

●

交通圖例。

●

交通系統資訊。

●

北臺八縣市節慶活動一覽表。

b. 旅遊路線客製化（多元化選擇行程規劃）
c. 多國旅遊套裝路線體驗
d. 客製化旅遊套裝行程
2. 規劃、設計構想與理念：
a. 摺頁封面主視覺：

3. 成果效益：
a. 整合北臺灣八縣市依客源（歐美、大陸、港

以輕鬆、活潑、生氣盎然的樹木圖樣作主視覺

澳、日本、東南亞）特性與偏好規劃3個以

規劃，並將北臺八縣市的知名景點照片，鑲進

上知名景點、區域，串聯規劃套裝行程。

伸展的樹葉中，呈現樂活、自然、活力、有趣

b. 印製套裝行程摺頁並分送供北臺八縣市推

的旅遊經驗，並代表北臺八縣市合作發展觀光

廣，以利地方城市接軌國際，提升整體觀光

旅遊的永續經營。另設計3種卡通人偶穿插在摺

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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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北臺區域之整體觀光戰略
以整體戰略考量作為、納入北臺區域近千萬人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口形成整體經濟圈來發展相關經濟體。以形成
北部區域整體觀光政策、對整合觀光產業行銷
及相關景點規劃建設。打造具國際級觀光休閒
區域，以利吸引國內外旅客前來遊憩，並刺激
相關產業發展。

建立各縣市觀光旅遊服務網站
入口網連結
執行成果：
各縣市政府觀光旅遊服務網提供各縣市網站連結，運
用網路資訊技術，行銷觀光資源、提昇觀光旅遊服務
品質。

（三）提供民眾多樣化及完備之旅遊資訊
整合北臺八縣市休閒遊憩資源，發揮跨區域共
同合作機制，將今年國內套裝旅遊路線成果連
結於北臺各縣市觀光旅遊資訊網，提供民眾多
樣化及完備化之旅遊資訊。
（四）共同行銷
整合北臺八縣市休閒遊憩資源，除持續透過網
站連結行銷各遊憩據點外，並希透過共同辦理
活動，擴大行銷推廣效果，提升遊客重遊率及

展望未來，各縣市觀光旅遊政策
基隆市：
（一）因應基隆港發展觀光直航港整合北臺區域 3 條

滿意度。

宜蘭縣：
（一）持續觀光活動的行銷。

觀光廊帶。

（二）加強政府及民間投資，創造觀光資源群聚效果。

以基隆港作為觀光郵輪母港為目標，結合鄰近

（三）加強景點周邊建設。

縣市之觀光廊帶，發展3條廊帶，供郵輪旅客

（四）國際行銷。

參加，以帶動相關觀光產業發展，提昇經濟收
入，期能吸引郵輪遊客參加遊程消費、並以年
成長5%為目標。

臺北市：
（一）吸引國際觀光客，提高國際能見度。
（二）促進觀光產業升級，提昇旅遊品質。
（三）增加與民間合作機會，活絡臺北旅遊市場，創
造觀光相關產業商機。
（四）促進縣市合作，增加區域競爭力。
（五）培植特色觀光園，協助重點推廣。

臺北縣：
（一）分區進行觀光建設。
（二）發展多元觀光內涵。
（三）加強景點周邊建設。
（四）國際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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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
（一）魅力目標內容：

b. 國際觀光夜市開發計畫。
（二）品質目標內容：
a. 大溪觀光整體發展計畫。
b. 復興鄉觀光發展整體營運計畫。
c. 觀光景觀道路意象工程計畫。
d. 休閒民宿輔導計畫。
（三）便利目標內容：
a. 觀 光 遊 憩 指 標 系 統 建 置 與 多 國 語 言 標 示 設 置
計畫。
b. 桃園縣觀光旅遊資訊網建置與資訊服務站設置
計畫。

新竹縣：
（一）整 備 公 共 服 務 環 境， 重 塑 全 縣 觀 光 旅 遊 整 體
意象。
（二）結合地方特色，整體開發風景遊憩區。
（三）運用自然生態資源，從事生態環境旅遊。
（四）創造具有特色的客家文化旅遊。
（五）發展具有經濟效益的原住民文化旅遊。
（六）結合特產促銷，發展休閒農漁業。
（七）規劃以交通工具為主題的遊程。
（八）建立網路資訊系統，提昇觀光旅遊服務品質。

（四）推展商務及會議展覽旅遊行程，增進周邊相關
旅遊產業效益。

苗栗縣：
（一）營造書香社會，推動閱讀風氣。
（二）來去書香國、快樂兒童愛閱讀。
（三）促進館際合作資源共享，強化圖書館功能。
（四）帶動木雕藝術創作風氣，提昇木雕藝術之國際
水準。
（五）策劃臺灣木雕史的發展，帶動地方特色的文化。
（六）推廣傳統藝術，延續傳統藝術生命。
（七）鼓勵視覺及表演藝術之創作與推廣。
（八）策 劃 國 際 性 藝 術 文 化 活 動， 再 造 客 族 曲 藝 生
命力。
（九）打造文化「示範社區」，塑造社區生活面貌。
（十）發展社區文化特色，振興地方文化產業。
（十一）利用閒置空間，發展文化設施、分享文化資源。
（十二）薪傳推廣苗栗陶瓷產業，發展文化觀光休憩
旅遊。
（十三）珍惜歷史文化，保存地方重要資產。
（十四）活化再生文化資產價值，營造豐富人文風貌。
（十五）結 合 民 間 及 校 園 力 量， 串 連 文 化 資 產 守 護
網路。
（十六）扶植重點文化產業，提昇文化創意的競爭力。
（十七）推動族群文化特色活動，永續族群文化保存。

新竹市：

（十八）推動「節慶文化國際化」、「鄉野度假優質

（一）運用網路資訊技術，持續行銷觀光資源。

化 」、「 苗 栗 特 色 產 品 化 」 及「 觀 光 行 銷 循

（二）配合桃竹竹苗四縣市區域觀光資源的整合，爭

序化」。

取大陸遊客到訪。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a. 陂塘再利用與周邊配合發展計畫。

（三）發揚傳統文化、宗教及美食旅遊，創造旅遊商機。

（十九）持續推動觀光地區及產業管理，建構苗栗優
質安全觀光旅遊環境。
（二十）持續推動觀光工程及建設，打造舒適觀光新
環境。

休
閒
遊
憩
組

產業發展組
主政單位：臺北縣政府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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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臺北縣政府經濟發展局、桃園縣政府工商發展處、新竹縣政府建設處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長久以來，臺灣稟持著篤實勤奮、勇於創新的海島性格，產業實力
備受注目。北臺都會區中更形成多個特色產業軸帶，而如何將現有
產業基礎，架構出完整的經濟體系與環境，是北臺區域合作的重要
目的。
本組主要任務為策略規劃北臺產業群落分布與網絡連線，結合北臺資
源，共同進行北臺產業環境研究，推動產業升級，提升北臺整體與各
縣市產業價值，創造個別與總體競爭力，至今已建置北臺聯合招商
網、招商文宣、辦理產業聯合行銷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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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升級轉型或朝觀光化，促進產業發展
「觀光工廠」的轉型可說是一場經濟活動與文化交合的蛻變秀，不僅牽涉到產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業創新的導入，也包含許多當代文化轉變的過程，更肩負對臺灣傳統生產文化
的知識傳遞與教育。
本組自2007年起辦理「工廠觀光活動交流」，除提供業者意見交流及成功經驗
的分享平台，並藉由此計畫積極向業者宣導工廠轉型升級之必要性與效益。在
工業局尚未建立觀光工廠評鑑制度前，北臺區域已成立7家觀光工廠，2008年
評鑑制度建立後，北臺區域通過評鑑之工廠家數呈倍數成長，2008年計有基隆
市、桃園縣各1家，2009年計有宜蘭縣3家、苗栗縣1家。
2009年度起本案更名為「輔導工廠轉型觀光工廠」，並由本案統籌縣市臺北縣
率先擬定實質輔導計畫，透過專業的經營輔導團隊，進行軟硬體改善作業、規
劃適合工廠參觀主題、導覽活動訓練、DIY體驗活動設計等輔導作業，協助業
者成功轉型。2010年截至10月份北臺區域共計6家廠商通過評鑑，其中4家是經
由北縣之觀光工廠輔導計畫取得評鑑。
2010年9月24日北縣辦理「觀光工廠交流觀摩活動」，邀請北臺業者參訪「工
研益壽多文化館」、「茶山房肥皂文化體驗館」，各縣市業者參與皆較以往踴

5

躍，更不乏想要爭取升級轉型機會之廠商，其中新竹縣參加廠商更表示目前正
積極申請評鑑，可望於明年成為新竹縣第一家觀光工廠。

6

1

2

1 業者介紹醋的製作流程
2 業者介紹醋的製作流程
3 參加活動業者體驗飯糰DIY
4 參加活動業者體驗飯糰DIY
5 茶山房業者介紹製皂過程
7

6 茶山房帶領參訪人員參觀製皂現場
7 茶山房向參加人員解說手工皂製造，

並準備DIY體驗活動。
8 臺北縣觀光工廠於臺中世貿接受經濟部觀光

工廠標章授證

3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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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整合了北臺地區優勢條件，補強弱勢環境，共同
研擬產業因應與合作策略，藉以改善北臺地區投資環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境、重新調整產業結構、帶動整體發展效益，提出空
間資源跨域整合策略規劃。期許透過北臺八縣市的
合作，提高區域及國家整體競爭力，共同發揮出1加

全面淨化淡水河
加強稽查沿岸砂石工廠排放污水
97年度起本組著手規劃本案，目前係以淡水河流域之
砂石場整治為主，定期稽查與輔導流域旁造成高污染
之砂石工廠，如有違規狀況，合法登記工廠責令限期
改善，未合法登記工廠，則輔導限期登記或遷移。
本計畫主要執行縣市為臺北縣與桃園縣，北縣以2個
月為循環，針對縣內砂石場定期進行聯合稽查，桃園
縣則由相關局處共同組成河流沿岸「砂石場營運整頓
暨稽查改善專案小組」，定期稽查並由各局處依權責
裁處。
透過砂石場之整治，有效降低淡水河之懸浮微粒濃
度，以淡水河下游關渡大橋及淡水河口測站2009年
與2010年6-8月資料為例，98年關渡大橋懸浮微粒
濃度分別為42.4、23、50(mg/L)，99年則為25.7、
29.2、26.9(mg/L)；98年淡水河口懸浮微粒濃度分別
為27.1、24.5、37.4(mg/L)，99年則為19.6、28.8、
19.6(mg/L)，足見有明顯改善。（資料來源：全國環
境水質監測資訊網）

1大於2的效果，進而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全球都
會區域。
本案工作內容大致歸納為兩大類-「個別縣市產業發
展研究」以及「跨域產業發展合作規劃」，就個別縣
市而言，根據各縣市的產業發展政策、產業結構、產
業用地進行現況剖析，針對區域產業合作面向，透過
前述各縣市現況產業的盤點，建構出北臺八縣市之間
跨域產業合作的機制，以及提擬出具體可行的行動方
案。其中較為特別的是研究運用工商普查的產值報告
及地理資訊系統，為八縣市尋找具就業力及產值潛力
的產業，並透過空間疊圖方式，呈現出北臺各縣市的
主要產業，還可找出擁有跨域合作能量的核心產業之
聚集趨勢，未來各縣市可直接在網路上參考產業的空
間分布，進而研擬更具體的產業空間政策。
本計畫於99年度上半年已陸續於北臺八縣市間個別
辦理「縣市主要產業發展座談會」共計8場，針對各
縣市主要產業與前瞻產業進行階段研究，會後彙整各
縣市成果研提出各縣市間可共同合作的跨域核心產業
項目，包含醫療保健旅遊業、農漁休閒觀光、食品生

表：各縣市前瞻性產業

北臺產業環境研究持續進行
建立永續合作機制
在全球化的潮流之下，個別縣市的經濟活動，均受到
國際情勢的牽動，產業環境也面臨急劇的轉型與再造

基隆市

農業休閒旅遊

食品生技

臺北市

會議、展館
宴會廳經營

長期照護

臺北縣

國際物流產業

會議、展館
宴會廳經營

長期照護

新竹市

食品生技

會議、展館
宴會廳經營

產銷履歷

新竹縣

農業休閒旅遊

LED照明光電

苗栗縣

農業休閒旅遊

農業生技

需求，但政府的財政壓力卻日漸龐大。囿於政府資源
有限，如何藉由「跨域合作」整合資源、有效分工以
帶動整體經濟發展，是當今主要課題。
97年由本組8縣市之相關局處共同籌資800萬元，委
託臺灣經濟研究院進行《北臺區域產業發展研究暨整
體合作計畫案》，並依任務分配由宜蘭縣政府統籌。

製表：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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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技、會展產業、綠能光電、流通服務業，及文化創意產業等7項。目前
12

研究團隊針對7項跨域產業，分別以北臺區域發展委員會平台推動及個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9

別縣市主導，共計提擬了62項具體推動內容，2010年9-10月間陸續辦理
8場次「跨域核心專家論壇」，針對初擬之跨域政策進行檢視，於匯聚

產
業
發
展
組

各業別專家意見後，再修正行動方案的方向，以期所研擬之政策更具效
益及可行性。
2010年10月29日假宜蘭縣舉辦「北臺區域合作產業發展研討會」，除
發表本案研究成果外，更希望能藉由多元的意見提供與蒐集，整合跨區

13

域的資源，投入在最有效益的地方，發揮最大的功能。
本案的目標不僅希望讓北臺區域成為臺灣模範的產業發展環境，更能與
國際多元接軌，在世界與其他區域競爭，爭取更大的市場與商機，為臺
灣下一波的經濟成長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與環境。

北臺商圈觀摩交流，協助業者開發、帶動商機

14

本計畫以安排業者至各商圈觀摩之方式，提供業者相互交流及諮詢之場
域，以達互相師法學習、培育優秀商圈經營者之目標。2010年度本組
首次跨出北臺區域，安排參訪臺中自由路商圈，參與業者包括臺北市汽
車協會、臺北縣淡水老街商圈、桃園縣中平商圈發展協會、竹北市光明
商圈發展協會、基隆市形象商圈促進會等商圈協會理、幹事長。
15

此次活動邀請到「筷樂俱樂部」的創辦人呂雪峯老師進行導覽，不同於
過去接觸到的導覽方式，呂老師除了由臺中市自由路商圈之歷史、文化

9 各縣市主要產業座談——宜蘭

切入，說明商圈之特色與優點外，並不諱言的指出商圈之缺失，如部分

10 會展產業跨域座談
11 文創產業跨域分布圖

路段街道髒亂、商圈中公部門周邊設置未能配合商圈整體意象之營造、

12 文創跨域產業座談
13 北臺商圈業者與臺中自由路商圈業者交換資訊

商圈多項設施雖具特色但未能顧及使用者實際使用之需求等，提供業者

14 公部門周邊設置應配合商圈整體意象之營造
15 公共設施之考量應顧慮使用者之實際需求，

不同之思考。
針對回收活動參與人員之問卷顯示，7成業者希望繼續辦理，並增加場
次、擴大區域，以增加學習機會；另有超過5成業者認同專業導覽對商
圈經營之重要，本組亦將依據問卷回復內容修正計畫，將研擬增加導覽
技巧或故事敘述能力之訓練課程。

以圖為例，說明文字過小，有不易辨識之困擾。

健康社福組
主政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社會局
74

團隊成員：各縣市衛生局、社會局（處）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透過資源共享與分工模式，對於身心障礙者、兒童、老人、弱勢族群
提供更完善的照顧，開創社會福利新紀元。
針對區域醫療資源進行整合，建構緊急醫療救護支接系統、跨縣市防
疫網及長期照護機制，共築衛生保健新網絡。

75

建立醫學實驗室監控機制推動成果

跨縣市合作，落實源頭不法查緝，並輔導高違規率源

建立北臺區域醫事檢驗所檢驗品質訪查，訪查結果相

頭業者衛生自主管理。

互分享合作監控機制。

1. 三聚氰胺事件：2008年大陸爆發三鹿奶粉添加三

1. 調查及確認轄內醫事檢驗所業務委外現況及受委

聚氰胺事件，發揮「北臺灣食品安全聯網」跨縣
市合作，一共追回臺北市14家食品業者銷售之三
鹿奶粉，並主動執行專案抽驗，解除民眾疑惑，
共發布692件檢驗報告。發揮『北臺灣食品安全
聯網』合作功能，進行中國進口之「蛋白粉」、
「奶精」、「麥芽精」、「銨粉」24小時內同步
封存，避免流入市面。
2. 環南市場豆乾（豆腐）製品抽驗：97年經臺北市
政府衛生局地毯式調查，追蹤不合格豆製品來源
發現多來自環南市場外圍流動貨車，且違規率高
於傳統市場固定攤，故透過臺北市、臺北縣、桃
園縣、彰化縣共同合作，落實業者添加物源頭自
主管理。
3. 推動製麵業衛生自主管理「OK」標章認證：2008
年透過食品安全聯網合作，由製造場所轄臺北縣
政府衛生局進行工廠實地衛生輔導、評核，再由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負責抽驗其供應至臺北市鋪貨
點的麵製品。
4. 油炸油稽查管理：2009年由於臺北縣政府消保官
發布連鎖速食店油炸油砷含量違規案，臺北市訂

託機構，並與受委託機構完成契約程序。
2. 建立跨縣市委外醫事檢驗所名冊，提供給本區域
各縣市辦理轄內醫事檢驗所品質訪查參考。
3. 辦理轄內醫事檢驗所品質訪查業務，並紀錄優缺
點及應改善事項。
4. 北臺區域各縣市相互分享醫事檢驗所品質訪查結
果，並依據改善事項辦理後續追蹤機制。
5. 鼓勵及輔導北臺區域醫事檢驗所參加檢驗認證機
構（TAF）訪評認證，提升檢驗機構之檢驗品質。
6. 建立北臺區域共用實驗室資訊表及醫療檢驗機構
查檢表及訪查執行成果。
7. 北臺區域8縣市與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簽
訂合作備忘錄於2010年9月17日簽訂完成。
縣、市衛生局
新竹縣
基隆市
新竹市
臺北縣
宜蘭縣
苗栗縣
桃園縣
臺北市
總計

需訪查家數

訪查家數

7
11
9
96
25
9
69
60
286

7
11
9
96
25
9
58
60
275

執行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4%
100%
96.2%

定並公布「油炸油自主管制基準」，稽查速食店
等餐飲業1,459家次，抽驗182件油樣品，酸價大
於2.0不符規定47件，其中40件已複抽並符合規定

北區傳染病防治醫療網

（7家歇業），另抽驗檢體中共52件進行重金屬檢

2009年臺北市因應H1N1防疫策略及作為

測，結果皆符合規定。
5. 臺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餐飲稽查：透過北八縣

1. 第一階段（2009年4月27日至6月18日）
●

市合作，共同稽查98年臺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害應變中心H1N1新型流感疫情2級開設」。

競賽及練習場館內18處餐飲業（共114家）、聽奧
●

推薦（含外送）餐飲店家140家及選手住宿之34家
旅館餐廳廚房322家次，輔導33家次。本次活動過
程順利圓滿，無發生任何食品中毒事件。

全球H1N1新型流感疫情蔓延，成立「臺北市災

工作重點為配合中央「境外阻絕」，防疫主軸
為「圍堵」策略。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北臺區域食品安全聯網推動成果

學童接種H1N1新型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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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階段（2009年6月19日至8月2日）
●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

●

結合醫療院所成立社區新型流感快篩服務中心

世界衛生組織於2009年6月17日宣布H1N1新流

●

結合社區藥局成立社區流感諮詢中心

感疫情等級提升為全球大流行（第六級），屬

●

落實社區新型流感防疫宣導

溫和大流行。

●

配合政策施打疫苗

工作重點由「圍堵」轉為「減災」。

6. H1N1新型流感疫苗推動接種策略

3. 第三階段（2009年8月3日至9月30日）

●

提供便民接種服務（社區、校園、住宅、合約

●

首例本土新型流感確認病例。

●

此階段防疫作為主要為「監控群聚感染之發

●

加強民眾對疫苗的認識

生」，訂定停課原則及防疫措施。

●

避免或緩解媒體負面報導效應

院所、機關團體、安養戶機構等）

4. 第四階段（2009年9月5日至9月15聽奧期間日）
●

維持「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H1N1新型流感2級

7. 因應H1N1臺北市防疫物資整備
●

開設」

因應疫情爆發時，確保防疫相關人員能在周全
的防護下執行防疫任務

●

啟動跨縣市防疫工作

●

制定臺北聽障奧運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

●

建立疫病監測與通報網路

●

加強工作人員教育訓練

●

充足防疫物資

●

加強各類對象防疫宣導

●

辦理屆效物資送驗作業

8. 連結社區資源
●

臺北市計有212間之醫療院所參與「社區流感篩
檢中心」，其中醫院計有34所、診所計有178
所，提昇市民就醫便利性，強化臺北市社區優
質醫療服務

5. H1N1新型流感臺北市因應作為：

●

共計363家社區藥局參與「臺北市社區流感諮詢

●

維持應變中心運作，追蹤國際及國內疫情

藥局」，共同為新流感把關，加強流感防治工

●

加強人口密集機構監控及醫療院所通報

作完善架構北市防疫網

●

整備防疫物資

●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為本市傳染病防治

9. 醫事人員保險
●

應變專責醫院
●

辦理「臺北市社區流感篩檢中心」基層診所醫
事人員保險，保障第一線基層診所醫事人員。

學校停課標準之「325」、 「814」停課建議

10. 2009年H1N1新型流感大流行臺北市之防治歷
程，如下圖：

整備

圍堵
邊境管制
個案處置
恐慌因應

2009年5月20日
首例病例
2009年4月28日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

5月
2009年4月1日

減災
強化監視
公衛介入
醫療介入

疫苗接踵

2009年5月24日
首例境內感染

2009年6月9日
6月初赴泰畢旅團群聚

2009年7月31日
首例死亡病例
2009年8月15日
首例重症孕婦

2009年7月2日
發現社區感染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2010年2月24日
第2波疫情確定結束，
指揮中心解散

2009年11月25日
11月底流感就診達高峰

11月

12月

1月

2月
201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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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組面向結論
2003年臺北市經歷了新興傳染病——嚴重急性呼吸
道症候群（SARS）風暴，市府各級單位全面動員，
使臺北市政府體認到平時訓練及準備工作之重要，
SARS疫情後，除深入檢討疫情處理之得失，更藉由
寶貴之抗疫經驗，組織更嚴謹、機動性之防疫架構。
故於2009年全球H1N1新型流感疫情蔓延之際，臺北
市首次舉辦「2009臺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國際級
大型賽事等，雖然於本市防疫任務是一大挑戰，但幸
得市府各局處及全體衛生單位防疫人員全力動員，社
區診所與社區藥局大力協助下，保障了廣大市民的健

建置照顧服務系統
推動縣市合作模式

康，使民眾免於疫災恐慌。
2008年7月24日召開「安置與照顧服務經驗交流聯繫

因應中央提高低收入戶補助費
研擬相關服務措施

會議」，針對路倒失依（即無身分、無家屬）身障者
及老人，由各縣市就地提供機構安置與照顧服務。
2009年持續合作，建議透過地方政府間定期性之資訊

2008年7月21日及10月30日召開二次經驗與資源交流

交流與傳遞，互相通報訪查結果，使安置機構內之身

會議，分享臺北市因應低收入戶補助費提高後相關的

心障礙者及老人照護品質更為透明化。

行政措施與作為，並研擬相關因應措施，就低收入戶

2008年8月8日召開「遊民服務現況與困境實務研討

審核的列計人口、收入、動產與不動產計算及認定方

會」，加強跨縣市遊民服務系統之整合，建立聯繫窗

式分享審核經驗，並建請中央於次年度 3 月至 6 月間

口，建議路倒遊民由發生地縣市政府提供緊急協助，

進行低收入戶年度複查；2009年3月5日邀請專家學者

並協助送回戶籍地，由戶籍地縣市政府安排安置事

就社會救助議題－「現金給付與實物給付之運用」舉

宜；2009年3月5日邀請專家學者就遊民議題－「遊民

行座談會，介紹國外之經驗與做法供參。

服務面面觀」舉行座談會，介紹國外之經驗與做法，
增加遊民輔導經驗與相關資源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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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加強保母培訓管理
建立資源共享機制

防治網絡工作，建立以被害人為中心的安全共識與服
務，降低婚暴被害人再度受暴的可能；2009年11月30
日辦理「網路攜手，希望重現」家暴防治安全網服務

2008年7月30日、11月12日召開2次經驗與資源交流
會議，透過各縣市辦理保母管理的經驗分享，及目前
各縣市面臨辦理幼托整合的困難，研議相關因應策
略，決議由臺北縣政府負責研擬保母人員核心課程建
議修正資料，送請內政部兒童局研議；各縣市須將系
統單位人員在職研習訊息轉知其他七縣市，邀請其
轄內系統單位人員參與；2009年5月20日召開合作會
議，為因應保母利用網路刊登不實收托廣告無法可
管，就如何因應及加強民眾善用社區保母系統，進行
經驗分享與交流。

研討會，針對方案介紹、進行網絡甘苦談、實務經驗
分享，並針對研究案進行成果發表。
2010年10月11日新竹縣政府召開「高風險家庭關懷服
務方案合作會議」，邀請八縣市高風險承辦業務窗口
及受委辦之民間團體（兒福聯盟、世界展望會、兒童
人權協會）參與，充分將合作的層面由跨縣市延伸至
公私部門合作。除於9月27日及10月11日合作會議對
「高風險社工職業風險與人身安全維護議題」進行成
果分享外，亦就「保護性社工危險津貼」達成共識，
建請中央統一發布行政命令，讓保護性社工危險津貼
納入預算編列；再者，成立北臺八縣市「高風險家庭

社福資訊系統交流

提升行政效率

2008年7月29日、10月31日召開二次「社會福利資訊
系統建構研討與交流會議」，分享社福系統架構及開

跨縣市整合服務平台」，約定每半年召開聯繫會議一
次，強化跨縣市個案整合服務，並完成建構「北臺八
縣市高風險家庭網絡服務資源清冊」。

發規劃；2009年9月23日召開合作會議，桃園縣展示
所研發之線上社會福利預警系統雛形，以利未來篩選
高風險家庭並預防家暴事件之發生，提供各縣市資訊
系統開發之參考。

社區觀摩相互學習

營造優質社區

藉由實地觀摩、意見交流，學習其他縣市優良之經驗
與做法，促進社區團體及志願服務合作交流，營造優
質之社區，臺北市於99年1月18及19日辦理99年度補

研討家暴防治及高風險家庭服務
強化服務網絡
桃園縣政府2009年規劃轄內推動「家庭暴力事件危險
評估－家庭暴力防治安全網服務計畫」，延續並提升

助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計畫及內政部社會福利補助說明
會，補助各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觀摩活動，2010年
計56個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觀摩參訪，3,609人次
受益，增進社區組織間社區營造經驗之交流學習。

交通運輸組
主政單位：桃園縣政府交通處
團隊成員：宜蘭縣政府建設處、基隆市政府交通旅遊處、臺北縣政府交通局、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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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建設處、新竹市政府交通處、苗栗縣政府工務處

園國際機場及臺北松山機場作為空中交通門戶、基隆港與臺北港作為
海運基地，還有完整便捷的陸運系統（高鐵、大臺北都會捷運、鐵公
路系統）。
為提振公共運輸系統並帶動社會經濟體系發展活力，我們擬定「建構
無間隙公共運輸系統、整合交通管理資源、提升物流管理體系與孕育
知識承傳平台」三大策略與多項合作計畫，逐步踏實的執行。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北臺區域為臺灣陸、海、空運輸的重要樞紐之地，區域內擁有臺灣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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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交通政策與宣導訊息發佈機制
北臺八縣市交通運輸議題組為將本組合作成果，加強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發布管道，透過網路傳播宣導，提升縣市間交通政策
與宣導訊息之即時性與宣導效益，由臺北市政府交通
局負責建立發布平台，並命名為「北臺區域合作交通
資訊宣導專區」，該平台於96年完成建置，歷經網路

北臺區域合作交通資訊宣導專區網頁

資源整合，於99年5月改版以部落格方式呈現。
該平台位址為http://www.dot.taipei.gov.tw之首頁 > 交
通資訊 > 北臺區域合作交通資訊宣導專區。

大型車禁行區域與行駛路線彙整
本計畫由臺北縣政府主政，係收集北臺八縣市之大
型車輛管制路線（區域）、時間、車種、臨時通行
証申請辦法、貨運公會聯絡資訊及縣市交界管制措
施衝突點等相關資料，於彙整後共同印製宣導手冊
約5千冊，提供予運輸業者及貨車駕駛人，以期達到

北臺區域大型車管制措施宣導手冊

降低違規行駛發生、促進交通流暢、提升用路人安
全的目標。

交通管理經驗分享與技術交流合作
本計畫由各縣市輪流舉辦並自訂交通相關議題，
2010年由臺北縣政府於7月30日辦理「2010北臺區域
城市軌道建設與都市發展論壇」，會議中由各縣市
交通局處首長（副首長）針對縣境內的公共運輸發
展進行分享，包括交通部毛部長治國、臺北縣政府
周縣長錫瑋、臺灣世曦李董事長建中、遠雄集團趙
董事長籐雄及臺灣大學張教授學孔等產、官、學界3
百多人參與，共同探討城市公共運輸、軌道建設與
都市發展及財源籌措機制等相關議題，期許，透過
本次經驗、願景分享與技術交流，打造北臺八縣市
成為綠色未來城。
北臺區域城市軌道建設與都市發展論壇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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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公共運輸運能計畫
線、客運轉運中心之規劃來發展出北臺八縣市完整的
大眾運輸系統，降低私人運具使用。台鐵高架捷運化
業經行政院98年2月27日核定，預計106年底完工；桃
園都會區航空城捷運線刻正積極陳報中央審議；臺北
轉運站及市府轉運站亦於98年8月19日及99年8月5日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本計畫期望利用台鐵捷運化、桃園都會區航空城捷運

啟用。

持續軌道路網規劃及工程興建
為提升大眾運輸使用率，北臺八縣市皆積極進行軌道
《桃竹苗地區景觀、休閒及生態之海岸再生計畫》規劃藍圖

系統的路網規劃及興建，其中包含有臺北縣市捷運工
程的興建及後續路網規劃；桃園縣之桃園都會區大眾

北臺區域自行車車道路網整合

運輸路網分期發展建設計畫及優先路線報交通部核定
作業；基隆市輕軌系統優先路線綜合規劃；宜蘭縣之

為因應自行車活動之盛行且提倡節能減碳效益，各縣

北宜直線鐵路計畫等。

市皆積極建設自行車道，以維護自行車騎乘安全。本
計畫係針對各縣市自行車道路網的資料收集，截至99

臺北都會區捷運工程及後續路網規劃

年10月已完成桃園至新竹縣濱海自行車道，目前規劃

臺北縣市捷運在建工程包括蘆洲線、新莊線、環狀線

或施工中之自行車道竣工後可由濱海起自臺北市串連

第一階段、桃園國際機場線、土城線延伸頂埔段、萬

至苗栗縣，完成海線自行車道串聯。另後續亦將檢視

大線及信義線東延段，其中蘆洲線即將完工通車，

北臺區域現有自行車道路網，並構思相互串聯之可行

新莊線、機場捷運線、土城線延伸頂埔段依工程進

性、安全性，將自行車路網由各自服務單一縣市拓展

度施工中，環狀線第一階段、萬大線及信義線東延

為北臺區域，以達加倍效益。

段亦進行細部設計中即將開工，第二階段在建工程
將續建完成捷運路線長度73.8公里，64座車站，使臺

跨縣市交控中心資源整合共享計畫

北捷運路網一、二階段的路線總長度達166.7公里，
146座車站。

建立跨縣市交控中心之資源共享及資訊交換平台，藉

第三階段後續路網包括安坑線、三鶯線、南北線、民

由統一各縣市交控設備規格及辦理共同供應契約（車

生汐止線、社子/士林/北投區域輕軌路網與環狀線北

輛偵測器、外掛式紅燈倒數計時器、GPRS通訊設備

環段、南環段等計畫，俟路網全數完成後將可達270

及號誌控制器），以降低購買成本。且為解決縣市交

公里以上。

界間交通管理問題及不同公路系統間交通管理問題，
依據沿線各車輛偵測器所得資料，於資訊可變標誌顯
示即時路況訊息供用路人參考。

交
通
運
輸
組

82

基隆市山線及海線捷運系統建設計畫
基隆市政府所研擬之「基隆市海線捷運可行性研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究」、「基隆市海線捷運綜合規劃」、「基隆市海線
捷運環境影響說明書」已於99年7月1日陳報中央核
定，透過臺北捷運民生汐止線延伸至基隆，再串連海
線捷運，將可使基隆市在臺北都會區的城市分工中，
扮演串連航空（松山機場）與海港（基隆港）的重要
角色。

桃園都會區大眾運輸路網分期發展建設計畫

機車退出騎樓宣傳海報

減緩汽機車成長管理計畫
推動減少汽機車使用，與強化大眾運輸效能，是達成
運輸部門永續發展的二大核心，本計畫遵循此宗旨，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簡稱機場

推動公車路網規劃重整、機車退出騎樓、整頓人行

捷運線），機場捷運線係桃園縣境內第一條捷運路

道、建立機車停車收費制度、汽車總量管理機制及續

線，也是航空城聯外交通骨幹之一，可以提供旅客便

請中央儘速訂定隨油徵收汽燃費、汽燃費隨油徵收配

捷之運輸服務，符合桃園都會區未來都市發展與國際

套計畫等行動方案。

門戶所必需。機場捷運線全長約53公里，未來搭乘
直達車由臺北車站至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僅需約35分
鐘。其中第一階段工程『三重站—桃園機場—中壢』
路段預定於102年6月完工通車，第二階段工程『三

桃園航空城（空港）
與臺北港（海港）雙港整合發展計畫

重—臺北市』路段預定於103年10月完工通車，機場

桃園航空城為愛台12建設之旗艦計畫，為因應其未

捷運線延伸至中壢火車站計畫，預定民國107年6月完

來發展，桃園縣政府已擬定有「桃園航空城區域計

工通車。

畫」，規劃八大功能分區，從區域計畫層級引導桃園

推動北宜直線鐵路計畫

航空城土地適時適性開發。另為加速開發時程，桃園
縣政府亦擬定「桃園國際航空城交通運輸系統建設計

北宜直線鐵路興建後可形成東部鐵路快捷化骨幹，大
幅縮短西部至東部的運輸時間：臺北至宜蘭34.5分鐘
（通勤圈）、臺北至花蓮87.5分鐘（一日生活圈）、

畫」，配合現有的軌道系統（機場捷運及高速鐵路）
和高快速道路，額外規劃三環六軸的道路系統，讓全
臺灣及鄰近地區都可便捷的到達桃園航空城。

臺北至台東2小時50分。銜接西部高鐵則高雄至宜蘭
2小時、高雄至花蓮3小時，對臺灣整體國土開發與平
衡東西部發展將有正面影響。

推動鐵路高架化計畫
從都市發展的角度來看，鐵路高架化非僅單純解決交
通瓶頸問題，舊市中心的再發展反而是各地方政府的
考量重點。藉由鐵路高架化，可將原本分隔的鐵路兩
側土地進行縫合，強化場站周圍土地利用效能，均衡
都市發展，並達到都市再生效果。

《桃園航空城（空港）與臺北港（海港）雙港整合發展計畫》
規劃藍圖

防災治安組
主政單位：新竹縣政府消防局、警察局
團隊成員：八縣市消防局、警察局

擊臺灣的防災與治安體系，為此，北臺區域各縣市共同分擔區域防災
及維護治安的責任，建立分工合作的支援與共享機制，強化跨區域防
災治安機能。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1999 年921 大地震、2003 年SARS 疫情及重大社會治安問題，接連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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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縣市間相互支援能力
辦理大規模災害防災示範演習」

強化「地震災害狀況應變推演」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921地震發生至今已逾10年，雖重建工作仍持續進行

莫拉克風災重創南臺灣後，中央及地方政府均將防災

著，但地震瞬間屋毀人亡情景，造成政府財政及民眾

列為施政重點工作之一，於汛期前辦理大規模災害防

心靈上的傷痛。為此內政部於10月4日辦理地震災害

救演習，為提升北臺八縣市間聯合運作機制及合作默

狀況推演，由桃竹竹苗4縣市及內政部模擬大地震發

契，八縣市間邀請鄰近縣市、空勤總隊、特搜隊、岸

生後，地方政府與中央單位及與鄰近縣市間應變中心

巡及國軍單位聯合演練，擴大演習成效。

聯合運作情形，並在推演當天由中央臨時下達災害狀
況，考驗縣市政府緊急應變能力，同時強化聯合運作

北臺八縣市演練時程及跨域合作表
演練縣市別

演習時間

機制。
支援單位

宜蘭縣

3月26日

空勤總隊、署特搜隊

基隆市

4月19日

空勤總隊、署特搜隊

臺北市

4月15日

空勤總隊、署特搜隊

臺北縣

4月19日

空勤總隊、署特搜隊

桃園縣

4月13日

空勤總隊、署特搜隊

新竹市

4月30日

空勤總隊、署特搜隊、
新竹縣、岸巡單位

苗栗縣

4月19日

空勤總隊、署特搜隊、
臺中縣、新竹縣

新竹縣

4月9日

空勤總隊、署特搜隊、
新竹市、苗栗縣、桃園縣

「強化北臺八縣市山難搜救能力
提升搜救效能」
北臺八縣市轄內均有山地地形分佈，並深受登山、健
行者所喜愛，故登山迷路情事時有所聞，並出動大批
救災人員及裝備耗費多時，只為儘早救出迷路民眾，
為此北臺八縣市將簽定相互支援協定，擬定SOP函發
八縣市據以辦理，並邀請鄰近縣市共同參加山難搜救
訓練，以熟悉彼此環境及運作模式，提升搶救時效。

持續「充實災害應變中心運作能量」
近年來全球氣候急遽變遷，各類災害規模有變大趨
勢，並造成重大損失，為有效統籌救災資源與資訊及
災害應變事宜，北臺8縣市持續輔導各鄉鎮市（區）
公所規劃全方位、多功能、常時值勤之災害應變中
心，向下厚植防災應變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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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日方高級技術者來臺指導
「大規模水災疏散避難作業」
命傷亡，臺北市政府於10月18日、19日及20日3天，
辦理「臺日技術合作－－日方派遺高級技術者來臺指
導大規模水災疏散避難作業」，邀請日方白石雅寬先
生-內閣府參事官補佐（災害應急對策擔當）講授大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鑑於莫拉克及凡那比風災造成南臺灣大規模淹水及人

規模水災疏散避難作為，同時邀請北臺八縣市政府共
同參與課程及座談會，以臺日水災經驗交流共同提升
北臺八縣市防災應變能力。

錄影監視系統建置現況
警察局建置情形
截至98年止運用警政署、中央一般性補助款及議員補
助款合計建置188組主機、1287支攝影機，警局勤指
中心建置一組GIS系統，另於各分局勤指中心、平地
各所及五峰、尖石所建置46組遠端監控系統（含車辨
63組、百萬畫素7支）。
99年規劃以警政署、中央一般性補助款及議員補助款
建置1組遠端監控系統、34組主機、253支攝影機（含
車辨33組）。迄目前為止合計建置222組主機、1,540
支攝影機、1組GIS系統、47組遠端監控系統。

鄉鎮市公所建置情形
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建置錄影監視系統；僅北埔鄉
及峨眉鄉公所分別於97、98年在北埔鄉南坑村、南埔
村，峨眉鄉石井村、湖光村，建置4組主機、21支攝
影機，另寶山鄉公所本年度編列預算規劃雙溪村、寶
斗村及山湖村，建置3組主機、14支攝影機，系統規
格係參酌「本縣政府網路型數位監視錄影系統基本規
格」訂定，系統規格、功能、辨識率等均符合要求，
且可整合於本局GIS系統，經授權之人員透過帳號密
碼，即可上網作即時及歷史影像調閱、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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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監視系統整合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依照地方制度法各鄉鎮市公所固無警衛事項，惟基於

監看即時影像

共同維護治安及體察民意需求，又考量依現有縣府財

由 e 進入後輸入帳號密碼

政窘境，如欲全面性在重要路口及村里社區內建置錄
影監視系統確有困難，因此本縣訂定「監視系統設置
管理辦法」，明訂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鄉（鎮、
市）公所、村（里）辦公處監視系統之設置及管理，
依本辦法規定辦理，賦予各鄉鎮市得以設置之依據。
為確保錄影監視系統具備一定功能、規格以上，維持
系統設置品質，本縣業已訂定「網路型數位監視錄影
系統基本規格」，針對監錄系統主機、攝影機、鏡
頭、網路設備、保護裝置、攝影機防護罩、支架、線
材、監控及錄影軟體、影像擷取品質、車牌辨識率、

進入GIS後點選欲監看之分局

電力供應、保養維護等均作相當程度規範，主要功能
規格略述如下：
1. 針對單一車道行經之汽、機車拍攝，肉眼辨識度
日間需達95%以上、夜間需達85%以上（有後車牌
燈，或於路燈照明經照度計測量達25Lux以上【車
速90km/h以下】）。
2. 全景（廣角）攝影機－－針對車道（交叉路口）拍
攝，可清晰辨識經過車輛之車種、車身顏色、車
行方向及對焦範圍（前、後3公尺）內之人像，可
以肉眼清晰辨識等。
3. 建立全面監控機制：全面建立監視系統遠端監控
機制，並運用寬頻（或光纖）網路將影像傳輸至
各分局勤指中心或分駐（派出）所，除可進行即
時監看、控制外，並可即時下載歷史影像資料、
查詢描繪涉案車輛路徑（車牌辨識系統部分）。

推動「縣政宅急便」
提供預防犯罪宣導、交通專區、警政快訊、查詢服
務等供民眾點閱、服務，除期能提高治安滿意度
外，並希望藉由網路串連，讓民眾的生活更便利，
一點就通。

點選監看即時影像

文化教育組
主政單位：新竹市政府文化局、教育局（處）
團隊成員：八縣市文化、教育相關單位

源共享與經驗交流，促進區域文化藝術合作，以達最大文化觀光
效益目標。
城鄉教育資源不均的現象， 一直存在臺灣社會中，冀希透過跨域合
作來整合區域內各縣市教育資源，對縮短城鄉差距會有實質助益。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北臺區域擁有多元豐富的文化資源，透過跨域整合與合作進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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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藝文活動e網通
聯合行銷報你知

楓香舞蹈團、臺北縣城韻管樂團、新象創作團、臺北
市立交響樂團附設管樂團、桃園縣敦青舞蹈團、和成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八音團、新竹市交響管樂團、苗栗縣管樂團、姍姍舞
為有效整合北臺區域文化資源，帶動北臺區域整體的
觀光旅遊及文化產業發展。北臺八縣市文化相關局
處，共同建立北臺藝文資訊聯合行銷機制，每個縣市
每月推薦2則藝文訊息，互相刊登於八縣市藝文月刊
或網頁，並建構北臺藝文活動資訊專屬網站，於各縣

藝坊等傑出演藝團隊，分別至宜蘭演藝廳、臺北縣藝
文中心演藝廳、臺北縣汐止市公所廣場、基隆市文化
中心演藝廳、桃園縣文化局桃園館演藝廳、新竹市文
化局演藝廳、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中正堂、苗
栗縣頭份鎮中山堂、新竹縣竹東鎮樹杞林文化館演藝

市文化相關單位網站設置連結點，讓北臺區域藝文資

廳演出，共計13場次。希望透過八縣市的共同努力，

訊更能擴散推廣，並建立北臺區域良性互動的合作夥

可以擴展北臺區域傑出演藝團隊視野，提升展演素

伴關係，達到相互交流暨資源整合之目的。

質，並廣增藝術聆賞管道，提昇人民生活美學水平。

北臺區域傑出演藝團隊藝文交流
北臺區域八個縣市，不論就都會區之界線、行政區

北臺八縣市藝術家聯展
增進民眾參與藝術欣賞

劃，抑或是產業之多樣性上而言，均具有其相依

為促進北臺各縣市藝文交流，培養民眾文化氣息、

性，逐漸形成一個大文化生活圈。以此為立足點，

厚植藝術內涵，北臺八縣市集合各縣市藝術家，辦

若能建立合作溝通交流平台，加強組織各方資源，

理「北臺區域藝術家聯展」，由臺北市立社會教育

採取整合的跨域觀點，以凸顯及推廣在地特色，除

館主辦，訂於2010年11月20日至2011年6月5日，以

能展現多元化的表演藝術之外，亦能提供政府間對

「花、自然、綠生活」為主題，各縣市推薦10位藝術

話學習之機會。

家作品，依序在臺北市、宜蘭縣、基隆市、桃園縣、

因此，自2009年起，北臺區域八縣市訂定，每年11月

新竹市、苗栗縣、新竹縣、臺北縣展開巡迴展，類別

份為傑出演藝團隊藝文交流月，延續98年度「藝鳴驚

包括書法、攝影、水彩、油畫、水墨膠彩、立體工藝

人」活動，99年度藝文交流計畫，以「藝士無雙」為

等，透過北臺區域藝術家優質作品的聯展，除能促進

活動名稱，於2010年11月6日至12月05日安排宜蘭縣

北臺區域藝術家交流與互動，亦提升藝術與生活的連

蘭陽舞蹈團、基隆市愛樂合唱團、明日之星舞蹈團、

結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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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八縣市社區總體營造聯合論壇
社區總體營造是永續推動的過程與經驗的傳承，2010
年4月23日由臺北市社造中心邀集北臺八縣市文化、
都市發展處、社造中心、社區規劃師等公、私部門，
以「凝聚北臺社造力量」為主題，研討以下議題：
（1）解析面臨的議題與執行對策。
（2）分析檢討現行社造輔導政策與補助經費之執行
問題。
（3）研擬縣市層級之社造條例，討論社造輔導工作體
制化與法令化之必要性與可行性。
（4）研討明年共同辦理縣市輔導經驗交流展之執行
方式。
在會議中，與會人員討論熱烈，其摘要節錄如下：
（1）社區營造政策的宗旨， 在於落實「由下而上」、
「居民參與」、「地方自主」的精神。就臺灣推動
社區營造面臨之問題，受中央政策的介入與專案
型計畫補助之影響，造成社區把社造當作計畫提
案最重要，也是最關切的工作，卻違反社區營造
最初的價值，反觀臺灣現行社造輔導政策與補助
經費之執行，值得省思。

（2）
「區域中心」為目前苗栗縣操作之方式，讓社區
就近上課的效益是有的，在其中擔任區中心的社
區服務理念提昇，專業行政能力也成長，區中心
的幹部也漸漸成為社區輔導之講師，形成向上提
昇的「成就力量」
；並能促進新興社區不斷被發掘，
對區域公共議題的產生與連結更多政府資源的可
能性相對也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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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區營造的操作，可以視為實現「公民社會」的

社區生活議題為操作主軸是必要的，引入社區資源與

工具，無論以何種議題或專案導入，只要做到「居

創意，以及地方居民與行政人員的參與，透過列車概

民參與」就可以逐漸讓居民知道自己有能力發聲

念的執行，擴大社造連結度與參與感，落實「行政社

及影響。

造化」與「基礎建設社造化」等工作。

（4）社區營造是需要持續進行而非「立竿見影」的一
項計畫，給予社區長期計畫輔導是必要的；而社
造輔導政策與經費補助，應著重於社區培力之研
擬計畫與編列預算的能力，強化社造價值與資源
系統整合等基礎觀念的建立。

北臺雲端數位教學內容暨
電子書服務平台
為呈現北臺數位科技發展與優良教育內容，透過數位

（5）就第三部門連結平台的建立，為社造推動最具可

教學資源雲端服務平台與教學資源電子書之開發，突

行性的操作方式，其扮演角色在於城鄉部門與文

顯北臺數位科技先進技術與校園人文內涵完美之結

化部門的串連、公私夥伴結盟與資源整合等，避

合，讓雲端服務不僅是數位科技力在技術雲的展現，

免上級部會與地方社區、行政單位與執行單位等

更是學校在使用者端發揮教育力的強力後盾。

各層級對計畫認知的落差與切題性。

計畫目標

（6）
「社區營造條例」擬定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從中
央部會轉換為地方縣市層級之工作體制下是否
可行？並思考社區需何種「社區營造條例」，且
能具體落實於地方社造的推動。「社區營造條例」
的目的在於共識凝聚，在政策執行前，須與城鄉
發展及文化部門先行整合，雖橫向資源整合工作
困難，但仍然必須確實執行。

1. 建置北臺八縣市數位化教學雲端服務平台，整合
師生身份認證機制，提供第一線教師直接運用整
合完善且有效於教學活動之e化教學資源，實踐數
位化教學資源共享之目標。
2. 結合北臺區域八縣市之中小學教師推動優質數位
化學習內容建置與應用，蒐羅或設計各領域、年

未來為呼應「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之設置，推

級、版本之數位化輔助學習內容、做中學活動設

動「北臺八縣市社區營造經驗交流展」，應找出切合

計之學習資源及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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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 發 「 數 位 典 藏 融 入 中 小 學 課 程 」 電 子 書 教

服務平台採用SAML驗證之可行性模型

材。並完成進行「數位典藏教學課程電子書」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教學實驗。

建議模組（一）
重點工作
1. 召開北臺區域發展八縣市教育網路中心及國民教
育輔導團員數位化教學內容整合與發展工作會

師生提出驗證需求

議，協調各縣市分工負責七大領域與教學議題之
數位化教學資源整合方案。

SMAL驗證主機

2. 邀請北臺區域八縣市教育網路中心整合師生身份
認證系統，並合作開發數位化教學資源雲端服務
平台。
3. 整合教育部已發展之各領域數位化教學資源、國

驗證主機告知使用者驗證通過，
並導向他縣市服務主機

編版教科數及教科書出版公司等教學資源，發展
各領域教學電子書。

績效
服務主機向驗證主機
要求完整權限與確認資料

1. 完成數位教學資源雲端服務平台與教師身份認證
機制之建立，採行OpenID認證機制，透過教師認
證帳號漫遊機制，提供北臺各縣市教師進入平台
分享與使用數位教學資源。
2. 整合優良數位教學團隊，提供數位教學典範團隊

服務主機
（分散於各縣市網）

資源，開發與分享數位教學資源。

未來發展
1. 賡續計畫內容開發數位教學教材，提供優良教學
內容上傳至雲端平台。完成七大領域、年級、各
教科書版本之數位化教學素材內容之整合，透過
身份認證提供第一線教師於授課時可即時使用整
合過之教學素材內容。
2. 導入國家型計畫資源如數位典藏計畫，開發「數
位典藏融入中小學課程」電子書教材。

範例：（前提：需要雙方建立彼此驗證信任模式）
1. 新竹市林姓老師要使用臺北市網所屬的教材伺服器，
向新竹市網驗證主機提出驗證需求
2. 由驗證主機檢查帳密，並確認權限。
3. 確認該使用者權限與取得使用者相關應有資訊。
4. 將使用者導向（並帶有部份資訊)至臺北市網所屬教材伺服器。
5. 透過使用者資料檢核（如教學年段、科目、班級、教材進度等），
將使用者導向臺北市網所屬教材伺服器中受保護的網路資源。

文
化
教
育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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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運用於k12教學暨師生帳號Single Sig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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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模組（二）

建議模組（三）

SAML與OpenID研究現況與在服務平台上之可行性

教學資源素材雲端服務可行性評估

評估

目的：

OPEN ID一般驗證模式

整合現有教育部與各縣市開發之教學素材，提供第
一線教師直接透過

雲端服務機制，方便且合法的

運用教學素材。
服務流程：

師生提出驗證需求

選擇OpenID驗證主機
（由教育部或區縣網提供）

驗證主機

使用專屬Edu-Cloud雲端服務程
式，提出使用需求

提出驗證需求

驗證主機告知服務主機使
用者已驗證通過，並將網
頁需求導向服務主機

依據個人目前教學進度、
科目，主動推播教學內容
至個人電腦應用程式中

取得個人任教科目、
年級、版本、目前教
學進度等資訊

服務主機提供服務
（分散於各縣市網）

提供教材服務雲端主機

說明：（以中研院MyId研究為例）
http://newsletter.ascc.sinica.edu.tw/news/read_news.
php?nid=1718

國教輔導團或各領域教師，整
合現有數位資源，建置成可直
接教學之線上課程

環境資源組
主政單位：苗栗縣政府農業處
團隊成員：宜蘭縣環保局、基隆市都市發展局、工務局、台北縣環保局、台北市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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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環保處、水務處、工商發展處、新竹縣環保局、新竹市環保局

性手段，例如：營建混合物之管理，若能整合區域資源、建立公開的
資訊系統，將能有效杜絕非法廢棄物之運送及改善環境品質。此外，
聯合執行水資源保護、空氣污染等工作，具有加乘效果。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跨域整合與合作，是有效尋求「環境保育與土地開發」平衡點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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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呼應全球暖化議題，本組希望在民國100年，團結

已完成工作部分

北臺灣所有居民的力量，配合中央農委會林管處等，
進行百萬人植樹計畫。而環境資源組的工作，就是希

完成《百萬人植樹計畫》草案研擬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望能為北臺區域構思出「環境保育」與「土地開發」

近年來由於人類經濟活動的快速成長，所製造之化學

間取得平衡的作法。

品及產生之空氣污染，正以空前未有之速度，改變大

環境資源組在今（2010）年度完成工作，可分為兩大

氣結構。其所造成的人為溫室效應使地表溫度逐漸

類，包括已完成的任務及執行中的計畫。其中已完成

增加。截至目前為止，過去100年雖然只增加0.3℃至

的包括：一、完成《百萬人植樹計畫》草案研擬；

0.6℃，海平面則持續上升10至15公分。但工業革命

二、完成《桃竹苗地區景觀、休閒及生態之海岸再生

後CO2濃度增加28％，科學家預測到西元2100年，地

計畫》。而刻正執行或研議中的計畫則包括：一、營

表溫度將較目前增加l℃至3.5℃，海平面將上升15至

建混合物之管理；二、非法廢棄物之運送及環境品質

95公分。

改善；三、聯合執行空氣污染防治及水資源保護工

馬總統指出，2008年臺灣的碳排放量降低百分之

作。茲分別敘述如下：

4.4，2009年降至百分之5，我們越來越有信心能達成
公元2016至2020年的碳排放量水準。有關本計畫內容
流程如下圖：

提出計畫於北臺平台會議討論
加邀農委會與林務局討論
否決

九十九年四月

研擬植栽計畫
通過

修改計畫

確認執行計畫內容

農委會

植栽經費協助

北臺八縣市

植栽經費協助

植栽苗種準備

清查適合植栽地區面積範圍

主辦
九十九年五月

協辦
確認植栽地區面積範圍及樹種

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九十九年九月

培訓及動員

計畫宣傳及行銷
一○○年三月

《百萬人植樹計畫》流程圖

計畫執行（2011.03.12）

邀請總統、副總統、五院院長參加

但由於百萬人植樹除應瞭解植栽樹種、地區、季節不

完成《桃竹苗地區景觀、休閒及生態之海岸

同而有所不同外，如何栽植、可栽植土地區位等均需

再生計畫》

詳細調查。本議題除初步已將計畫提供林管處研考

計如下表。該計畫目前已由中央及地方進行協調，期
待民國100年能真正實踐。若能讓百萬人植百萬樹，
相信對於臺灣的國際形象能有相當的提升。

缺乏海岸管理的專責窗口，因此未能好好利用相關資
源。經本組與臺灣造園景觀學會合作，依據該地區不
同地域特性進行整理分析，就觀光及生態等資源，進
行以下規劃：
1. 就濕地部份：整合生態保育區中的生態敏感地及

表：各縣市調查可植樹面積
縣市

桃竹苗地區擁有豐富的海岸景觀，現階段因為各政府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外，更已惠請各縣市相關單位調查可供栽植面積，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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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溼地分布，其中主要為觀音鄉沿海、竹北市
可植樹面積（平方公尺）

至新竹市沿海、苗栗縣竹南鎮至後龍鎮沿海三個

宜蘭縣

12,803

基隆市

2,152

區域。另外，苗栗縣的潮間帶腹地較廣闊，在維

臺北縣

788,688

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未來該地區若進行漁業、

臺北市

35,082

觀光遊憩、生態保育等措施，因其腹地較大較易

桃園縣

20,000

新竹縣

41,578

新竹市

31,375

苗栗縣

31,590

合計

943,269

整合成果，故建議將苗栗建設成為各項生態保育
措施執行的示範地區。此外本計畫也強調重視河
川出海口的水質穩定，保護礁禁漁區及人工魚礁
禁漁區等，以維護沿海漁業資源。

環
境
資
源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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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腳踏車步道：由於桃竹苗海岸既定的氣候條件，
要發展海上航運將耗費較大的成本，而且修築漁
港會衍生突堤效應，讓現有的海岸侵蝕課題加
遽。因此本計畫建議發展較為成熟的自行車道，
以有效串連海岸線的各項資源。
3. 禁捕

鱙漁之方案推動：苗栗縣已全面禁捕，新

竹及桃園地區規定的 鱙漁禁捕期間為6 月15日至
9月15日，但新竹地區可能可以將期限往後延長半
個月，並以全面禁捕為最終標竿。

執行中之計畫
營建混合物之管理
《臺北市社子島開發計畫》、《台鐵高架捷運化》、
《桃園航空城計畫》以及其他重大建設計畫中，在工
程施作當中均需挖、填土方，若能在各縣市協調下，
將重大建設的挖方工程之土石方運送到需填方的建設
基地，則土方不再是廢棄物，而是可供利用的土石資
源。以往各工程間未協調，造成各縣市營建土石方被
隨地棄置，狀況嚴重。除了破壞環境，更浪費資源。
若能有協調平台及公開之資訊，未來將可為北臺灣的
工程建設，造成重大的突破。本組目前正積極研擬各
種方案，希望能儘速提出，作為臺灣的模範。

非法廢棄物之運送及環境品質改善
處理非法廢棄物一向是各縣市頭痛的問題，對環境友
善的處理方式，往往耗財或耗廢土地，也容易引來居
民的抗議，因此過去各縣市難免有偷偷將非法廢棄物
倒運到其他縣市的案例。但在區域整合後，北臺八縣
市成立聯合稽查小組，針對這種跨域性的運送個案加
以糾舉。如此一來，各縣市的廢棄物只能在自己的縣
市地域內進行妥善的處理，也就讓環境的品質有了改
善的契機。

聯合執行空氣污染防治及水資源保護工作
本小組正研擬各種區域合作的計畫，針對河川源頭的
水資源污染現象進行改善。另外像是機車排放廢氣、
工廠排放有毒氣體等問題，本組也積極與各縣市窗口
研擬對策，期許能給北臺更清新的環境，進而影響臺
灣的環境品質。

發展推動組
發展推動

主政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團隊成員：宜蘭縣政府計畫處、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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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處、新竹縣政府計畫處、 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苗栗縣政府計畫處

市計畫處、都市發展局（處）或城鄉發展局（處）等相關單位共同運
作，以都市發展與區域合作的理念為動力，透過幕僚、副首長、首
長等層級，堆疊起「地方與地方」的對話和合作空間。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是一個自發性的團體組織，它是由各縣

環
境
資
源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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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推動組本年度主要工作內容可羅列如下：
1. 執行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幕僚作業及總顧問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成果專刊

計畫內容，提出及配合中央有關區域合作機制及

市幕僚同仁投入的原因，只是一個理念：「合作是臺
灣唯一能走的路」。
本年度由經建會及各縣市預算支持，由發展推動組構
思出《總顧問輔導計畫》，就是藉由專業者以專業、

區域建設推行會推動之窗口。

公正、客觀的立場，協助北臺以整體性、前瞻性為構
中央

中央相關

經建會、內政部

聯絡人

部會代表

研考會、營建署

想，作為北臺八縣市合作執行的基礎。總顧問團隊在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扮演角色如左圖。有了總顧

議題組

原住民客家

顧問

與新移民組

議題組
顧問

宜蘭縣民政處

問團隊協助各縣市同仁將可專扮執行者角色將計畫確
實落實。

基隆市交旅處

休閑遊憩組

觀光行銷科

跨域計畫申請與執行
議題組
顧問

總

議題組

顧

顧問

產業發展組

健康社福組

臺北縣經濟發展局
工商企劃科

臺北市社會局綜企科

98 年《國家建設整合計畫》
而98年度經各縣市提出70項計畫，經多次會議協商、

臺北市衛生局企劃處

辯論、整合，共提出17項跨域合作計畫的申請，經由

問
議題組
顧問

議題組
顧問

議題組
顧問
議題組
顧問

交通運輸組

桃園縣交通處
運輸規劃管理科

防災治安組

文化教育組

環境資源組

新竹縣消防局
新竹縣警察局

新竹市文化局
藝文推廣科

苗栗縣農業處

經建會的審核評估後，獲得8項計畫申請提案的補助
（詳如圖1，有關桃園航空城（空港）與臺北港（雙
港）空間發展策略規劃乙案，因故將延至99年度執
行），相關計畫由主政縣市完成相關招標作業、後續
由個別縣市或於議題組中討論確認各階段工作，於
2010年7月26日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協助檢視各案規
劃成果，並提供後續旗艦型計畫提案彙整作業，7項
子計畫已陸續完成相關規劃作業。

2. 執行協助北臺八縣市跨域計畫申請與執行（《98
年度國家建設整合計畫》、「99年度國家建設總合
評估作業」及未來旗鑑計畫提出）
3. 每年兩次副首長會議籌辦、委員會及成果展相關
運作事項、工作會議及研討會辦理。

北臺公共區域運輸工具整合組織及機制
桃園航空城（空港）與
臺北港（雙港）空間發展策略
規劃（99年度未執行）

桃竹苗地區景觀、休閒
及生態之海岸再生規劃

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設施規劃
基隆河沿岸土地再利用計畫

大漢溪流域觀光
整合發展計畫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幕僚作業
及總顧問計畫
北臺區域合作從本位到磨合，再進一步合作至今，將

北臺觀光藍海計畫

屆8年（2003-2010），所有工作均由同仁在既有工作
項目外，額外挪出時間進行幕僚工作。而讓北臺八縣

圖1：行政院經建會核定「98年度國家建設整合計畫」
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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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作業」
行政院經建會為強化區域整合之功能，除了在98年提
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出國家建設整合計畫之外，更於今（2010）年度3月
29日召開「99年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研商
會議，經建會提出因應「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的
目標，透過引導的方式，協助各縣市政府申請辦理符
合國土空間規劃精神的計畫（詳如圖2）。2010計畫
補助的審查重點項目，須經由各區域平臺進行初步的
計畫審核評分後，彙整出優先順序（詳如圖3），送
交行政院經建會進行複審作業，完成整個計畫審查流
程。其目的要各縣市達成合作共識，共同執行，此項

後續由8縣市提案部份依計畫性質提案至8議題主政局

作法為我國在跨域合作上，樹立了新里程碑。

處，並依其進行彙整及研商作業，於2010年5月7日由
各縣市發展推動組各局處副首長及8大議題組主政局

縣（市）

區域平臺

經建會

縣（市）政府

提案

初審

計畫核定

辦理發包

處副首長及專家學者等，共同辦理平臺初（會）審作
業。2010年北臺共獲得13項計畫並刻正執行中。以上
計畫均須落實執行，因此，未來將由總顧問團隊整合
成北臺旗鑑計畫，向中央提出。

縣（市）府檢附各

經建會辦理

經建會

期領據函報本會

分期撥款作業

督導考核

圖2：2010年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提案流程

旗鑑計畫
有關北臺整合2009、2010兩年度之20項子計畫，將
以「低碳觀光、接軌國際」為主題，以「節能、減
碳、友善、便利」為原則提出呼應「全球氣候變遷」

主政小組

之實際執行計畫，作為推動重點，本年度更以「躍
召集
初步審議

協調

議題小組

昇」作為我們的自我期許。
爭取中央
其他預算

副首長會議、委員會成果展相關事項、工作會議及
研討會辦理

縣（市）
提案

區域平臺初審

經建會
計畫核定

縣（市）
政府辦理
發包
服務八縣市

排序審議

1. 2010年1月29日由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召開「北
臺區域發展推動組99年第1次幕僚會議」，本次會
議除為98年及99年工作小組交接外，亦研商去年
及本年度重要計畫內容。

縣（市）府
檢附各期領據函
報經建會

經建會辦理
分期撥款作業

經建會督
導考核

2. 2010年2月26日召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發
展推動組第二次暨各主政議題組工作會議」。
3. 2010年3月23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發展推
動組99年第三次暨各主政議題組工作會議（副首

圖3：國家建設整合計畫與北臺初審平臺作業流程

長會議會前會）」。

發
展
推
動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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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0年3月26日召開「2010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

12. 2010年9月1日召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會第一次副首長會議」，重要結論摘述如下：原

8次幕僚工作會議」及研商「2010北臺區域發展

則上同意成立「北臺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但

推動委員會首長年會暨成果展事宜」，研商年底

請幕僚單位將簽署同意書內之引用法條刪除及部

成果展作業方向。

分文字修正，並將修正後之簽署同意書，正式行

13. 2010年9月24日召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文至北臺8縣市確認後，共同正式行文向中央主管

第9次發展推動組工作會議暨各議題組主政窗口

機關爭取成立「北臺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請

工作會議」及研商「99年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

幕僚單位提案，爭取中央旗艦型計畫，並請積極

作業核定補助計畫事宜」，研商內容為99年國家

向中央爭取經費。該項決議並已獲內政部正式回

建設總合評估規劃核定案各項進度，及99年11月

應，並已研擬草案討論當中，草案中最重要兩大

5日成果展辦理形式等。

重點包括1.成立中央級區建會；2.區域建設預算經
費來源等。
5. 2010年3月26日辦理「躍昇北臺2010北臺區域合作
系列研討會」

14. 2010年10月1日召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
會2010年第2次副首長會議」，重要結論摘述如
下：為使北臺區域的發展能夠繼續的推行下去，
未來北臺會議一年兩次希望中央長官都能撥冗參

6. 2010年4月9日召開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加；有關宜蘭縣吳副縣長所提東部直線鐵路的建

發展推動組99年第四次暨各主政議題組工作會議

設部份由北臺的幕僚單位、顧問團隊適時引導，

（平臺會審機制研商會議）」會議。

並加以評估其它替代方案，盡量向中央爭取協助

7. 2010年4月26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發展推
動組99年第五次工作會議，討論內容為：「建立
北臺區域合作平臺及運作機制」委辦案第三階段
審查會議；及因應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99年
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提案研商。
8. 2010年5月27日「99年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
業」平臺初（會）審會議，由各縣市發展推動組
各局處副首長及8大議題組主政局處副首長及專家
學者等，共同辦理平臺初（會）審作業。
9. 2010年5月14日苗栗縣政府檢送「99年國家建設總
合計畫」提案計畫書
10. 2010年6月22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發
展推動組99年第6次工作會議（因應經建會99年
國家建設總合計畫複審結論暨內政部成立區建會
機制研商會議）
11. 2010年7月12日召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
會」發展推動組99年第7次工作會議暨研商年
底成果展籌備事宜，研商年底成果展初步作業
方向。

區域間交通運輸規劃之事宜，並將此議題納入交
通議題組。
15. 2010年10月 8日辦理「2010北臺區域合作青年
論壇」。
16. 2010年10月15日辦理「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2010首長年會暨成果展會前會」，確認相關場地
細節及各議題組工作成果展現。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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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議題。同地共生

非關成果 只是本分
「一根筷子容易彎，一把筷子折不斷」是我們從小就耳熟能詳的故事。團結力量大
的道理如此簡單，連小朋友都能朗朗上口。然而要大家團結，尤其是行政版圖上的
團結，必須有共同的目標、合宜的運作機制，否則人心築起的藩籬，有時更勝銅牆
鐵壁。
「北臺區域發展委員會」成立以來最大的成就，就是我們鬆綁了各縣市的本位主
義。在八大議題上，八個縣市跨越了行政界線的疆域、跨越了政治成績的算計、跨
越了政黨理念的衝突，不但因為合作而分享了彼此的資源和經驗，也因為透過不斷
的對話，形塑出八縣市共同的目標，讓區域合作的概念被更多人認同，也讓「合作
是臺灣唯一能走的路」不再只是口號，而有了具體落實的成果。
從2004年以來，北臺八縣市的合作即將走進第八年。回首來時路，作為臺灣第一個
區域合作的案例，現在端出北臺的一些成績，我們在驕傲之餘，也有一種「只是把
本分做好」的謙虛。在沒有額外的人力、預算和其他行政資源的情況下，北臺的夥
伴們因為深刻瞭解區域合作對臺灣的重要性，因而在既有的繁忙工作間擠出空檔，
用跨越的思考邏輯和行動準則，落實了「愛臺灣」的本分。
區域合作的重要性已經在臺灣慢慢發酵。不止中央政府開始研究各種區域整合的政
策，中臺、雲嘉南和高高屏的區域發展平台，也都開始暖身，準備大展身手，擘畫
出臺灣各區域的新格局。我們期待臺灣的其他區域發展平台能夠交出更好的成績，
也相信其他平台能夠將「沒有分別心」的合作精神，發揮得更淋漓盡致。因為我們
都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各司其政的政治模式已經無法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唯有
團結合作、相互提攜、凝聚區域的能量，臺灣才能走出更寬廣的路。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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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輪值 共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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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重要工作時程
1. 每年2月召開推動小組會議。
（於每年委員會會議前1個月召開）
2. 委員會會議原則於每年3月召開，並決定下一屆輪值
縣市。
3. 每年3至9月由次年度輪值的主辦單位（縣市）規劃
翌年工作計畫，並編列會議等相關預算。
4. 每年3至12月，各議題小組每季至少召開1次議題小
組會議。
5. 每年12月，次年度主辦單位的行政幕僚工作人員應
於12月1日前，將次年度委員會會議及各議題推動工
作計畫構想書彙整完成，提交年度輪值主辦單位編
製年度工作計畫書據以施行。

2005年11月21日，桃園縣長朱立倫主持第三屆主任委員交接儀式

2006年12月14日，新竹縣長鄭永金主持第四屆主任委員交接儀式

2007年12月27日，臺北縣長周錫瑋主持第五屆主任委員交接儀式

2009年3月27日，榮譽主委馬英九總統主持第六屆主任委員交接儀式

2009年10月13日，副總統蕭萬長先生主持第七屆主任委員交接儀式

北臺大事紀
2005.8.5

首次北臺縣市首長共同活動，於臺北市政府舉辦「北

正式向中央主管機關「營建署」提出「北臺區域休閒

臺區域縣市發展願景展」，縣市首長共同簽署「北臺

遊憩城鎮地貌改造整合計畫」，並獲經費補助，由七

區域合作備忘錄」，宣示攜手合作迎向世界，並定期

縣市代表共同出席，為具體合作跨出歷史性的一步。

召開會議討論。

2005.11.21
2004

桃園縣主政辦理「北臺一家親」活動，由北臺七縣市

臺北市政府委託辦理「北臺區域分工合作之空間發展

共同簽定「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章程」，成

定位與策略規劃」，將跨域基礎建立在信任、共識、

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並舉辦兩場「北臺

互利、分工、合作。

區域合作發展論壇」，廣邀專家學者與關心區域整合
的人士，共同討論未來如何共啟新局。

2005.3.25
針對北臺七縣市休閒遊憩部門交流，於桃園縣政府正

2005.12.20

式簽署「共同提案意願書」，表達共同合作與推動之

宜蘭縣正式加入北臺區域合作。

立場，並向中央爭取相關預算支持。

2005.6.23
辦理「北臺區域整合高峰論壇」，邀請七縣市首長，
針對產業發展、休閒遊憩與交通運輸等議題，進行首
長對談。

2005.7.6
臺北市政府與桃園縣政府共同簽署「北桃一家親」
合作備忘錄，訂定防救災支援合作、捷運系統路網
整合、觀光資源整合與農產品產銷合作等四大合作
議題。

附錄一。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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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3
臺北市政府舉辦「鼓動北臺新未來」活動，苗栗縣正
式加入，原先的七縣市變成北臺八縣市，由最新到任
的縣市首長共同簽定「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
章程」，並發表「北臺區域合作宣言」，確立北臺共
同合作架構，宣示未來將朝八大議題共同合作推動。

2006.6.26
新竹縣政府辦理95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八縣市第一次副首長會議，提出70項短、中、長期合
作行動方案。

2006.7.22
舉辦「北臺觀光遊程規劃專家座談會」，與國內旅遊
業者代表，針對相關計劃進行交流。

2006.12.14
新竹縣政府於竹東鎮舉辦「2006年北臺區域發展成果
展」，檢視當年各項合作議題的執行成果，藉此向民

2006.11.13

眾展示合作的成果與願景。

新竹縣辦理95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二
次副首長會議，邀請各界專家學者共同與會，針對八
大議題合作成果進行研議與討論。

2007.4.26
於桃園縣舉辦「共創《行動北臺》新紀元─八縣市首
長高峰論壇」，簽署「北臺八縣市行動政府合作聯盟

2006.11.28

意願書」。

首次跨越兩岸與國際對話，辦理「北臺全球觀 都會
●

區域對話」國際論壇，邀請大陸長三角都會區域、
美國舊金山灣區及高高屏都會區域代表與會，藉此
瞭解各都會區域跨界合作的方式，進行意見交流與
經驗分享。

2007.6.26
於臺北縣辦理96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一次副首長會議，確立短中長期合作行動方案，檢視
合作成果，並籌劃成果展事宜。

2007.11.30
於臺北縣辦理96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二次副首長會議，確立短中長期合作行動方案，檢視
合作成果，並籌劃成果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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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辦縣市基隆市文化中心舉行《北臺揚帆 攜手遠
●

航》2009年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年會暨成果展，會中邀
請蕭萬長副總統、行政院副院長朱立倫及北臺8縣市
首長簽署「邁向建國百年」的《北臺領航宣言》，並
邀請媒體人、專家學者參與「北臺區域發展推動研討
會」進行意見交流。

2009.11.25

2007.12.27
於臺北縣辦理「飛躍2008─北臺區域發展96年度成果
展」，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團結合作力量。

於臺北市自來水園區舉辦「國家建設及區域合作平臺
連結機制研討會」，針對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發
展現況與前瞻為主題，提出說明，並邀請經建會黃副
主委說明「跨域整合之現況與推動策略」，並與北臺

2008.8.26

8縣市副首長及其他區域聯盟人員進行意見交流。

於新竹市政府辦理97年「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第一次副首長會議，會中確立37項短、中、長期合作
行動方案。

2010.3.26
上午於臺北市市政府召開「99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
委員會第一次副首長會議」，會中針對北臺區域各縣

2009.2.27

市議題推動成果報告、98年度向經建會申請之各項跨

於臺北市政府舉辦97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

域補助計畫進度報告及99年度國家總合計畫提案報告

會」第二次副首長會議。

提出說明。下午舉辦「躍昇北臺2010北臺區域合作
系列研討會」會中邀集產官學界等專家學者進行意見

2009.3.27

交流。

於臺北市舉辦《驅動北臺 領航未來》2009年國土及
●

區域發展推動研討會暨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2008
年成果展，正式與中央政府連結對談，並邀請歐洲、
美洲國家重量級的國際貴賓來臺，針對「區域發展與
區域行銷」、「都市再生」、「國際大型活動與城市
發展」三大主題，分享寶貴的區域合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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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26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一次舉辦區域合作「平台
初審會議」，由主政縣市苗栗縣政府於明湖水漾會館
召開，邀集國內熟悉區域合作之專家學者與中央相關
部會代表共同出席，會中針對將向經建會爭取《99年
度國家建設總合計畫》之提案內容進行審議，並提出
計畫修正方向。

2010.9.27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舉辦第一次總顧問會議，由
總顧問夏鑄九教授親自主持，針對北臺區域發展推動
現況與總顧問團隊未來規劃方向進行溝通，會中提出
總體計畫基本策略架構，同時讓各議題組計畫主持人
進行意見交流，為日後總顧問團隊的運作定下基礎。

2010.10.1
於主政縣市苗栗縣政府國際會議廳舉辦「99年度第二

2010.10.8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首次舉辦區域合作「青年
論壇」，從青年學子的角度，提出北臺區域合作的
前瞻願景與發展議題探討，同時邀請國內知名學者
出席與談評論，讓國人看見青年世代的北臺視野。

次副首長會議」，會中針對《98年國家建設整合計
畫》各項子計畫提出工作成果報告，並就99年度8大
議題組的行動方案進行介紹與討論。

2010.11.5
主政縣市「苗栗縣政府」負責2010年會活動，首創
跨域形式辦理，於臺北市青年活動中心國際會議廳
舉辦「首長年會」與「首長論壇」，並於1樓大廳舉
辦年度成果展。

北臺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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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計畫處
科長：林順全

電話：03-925-1000＃1810
iamlin@mail.e-land.gov.tw

傳真：03-925-4632

宜蘭縣政府計畫處
承辦：蔡瀚群

電話：03-925-1000＃1814
albert@mail.e-land.gov.tw

傳真：03-925-4632

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科長：凌家斌

電話：02-2420-1122＃1805
k1033@mail.klcg.gov.tw

傳真：02-2421-5067

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承辦：孫小于

電話：02-2420-1122＃1805
SunSu@mail.klcg.gov.tw

傳真：02-2428-2925

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科長：許仁成

電話：02-2960-3456＃7109
aa6953@ms.tpc.gov.tw

傳真：o2-2969-2036

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股長：江衍緯

電話：02-2960-3456＃7112
ah4167@ms.tpc.gov.tw

傳真：o2-2969-2036

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承辦：朱文佩

電話：02-2960-3456＃7117
ad7226@ms.tpc.gov.tw

傳真：02-2960-1983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專門委員：邱敬斌

電話：02-2725-8248
rabbit@udd.taipei.gov.tw

傳真：02-2759-3316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幫工程司：吳名秋

電話：02-2725-8259
vance0313@udd.taipei.gov.tw

傳真：02-2759-3316

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科長：黃穗鵬

電話：03-332-2101＃5223
162046@mail.tycg.gov.tw

傳真：03-339-3767

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承辦：姜芝妍

電話：03-332-2101＃5225
077114@mail.tycg.gov.tw

傳真：03-339-3767

新竹縣政府計畫處
科長：范娟華

電話：03-554-1464＃3730
hua@hchg.gov.tw

傳真：03-551-9054

新竹縣政府計畫處
承辦：邱如妍

電話：03-551-8101＃3731
ruyan@hchg.gov.tw

傳真：03-551-9054

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科長：魏春玉

電話：03-524-9324
01481@ems.hccg.gov.tw

傳真：03-524-9398

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承辦：鄭金梅

電話：03-526-7397
02369@ems.hccg.gov.tw

傳真：03-524-9398

苗栗縣政府計畫處
副處長：江和妹

電話：037-559-834
betsy@ems.miaoli.gov.tw

傳真：037-334-653

苗栗縣政府計畫處
科長：莊素玲

電話：037-320-504
mlh333@ems.miaoli.gov.tw

傳真：037-559-738

苗栗縣政府計畫處
承辦：陳芬貞

電話：037-559-736
ml1202@ems.miaoli.gov.tw

傳真：037-559-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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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
客家族群
原住民客家族群與新移民
及新移民

民政處
處長：林世奇

電話：03-925-1000#1201
to047@mail.e-land.gov.tw

傳真：03-925-1179

戶政科
科長：王海鵬

電話：03-925-1000#1251
hai3072@mail.e-land.gov.tw

傳真：03-925-4981

自治行政科
科長：曾魏傳

電話：03-925-1000#1230
hai3072@mail.e-land.gov.tw

傳真：03-925-3060

宜蘭縣政府原住民事務所
所長：石惠貞

電話：03-925-3995#201
t0156@mail.e-land.gov.tw

傳真：03-925-3650

基隆市政府交旅處觀光行銷科
科長：蔡慧婷

電話：02-2427-4830
kl315@mail.klcg.gov.tw

傳真：02-2428-0138

基隆市政府交旅處觀光行銷科
承辦：林靜嫻

電話：02-2427-4830
junior0521@mail.klcg.gov.tw

傳真：02-2428-0138

臺北縣政府經濟發展局工商企劃科
科長：楊青燕

電話：02-2960-3456＃5525
aI8086@ms.tpc.gov.tw

傳真：02-2967-3415

臺北縣政府經濟發展局工商企劃科
科員：洪淑芬

電話：02-2960-3456＃5503
af8224@ms.tpc.gov.tw

傳真：02-2967-3415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股長：吳玉玲

電話：02-2725-6976
ha_a600140@mail.taipei.gov.tw

傳真：02-2720-6516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科員：闕蓮

電話：02-2725-6975
ha-baby880915@mail.taipei.gov.tw

傳真：02-2720-6516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股長：陳欣蓉

電話：02-27208889＃7134
chan3869@health.gov.tw

傳真：02-2720-5382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承辦：劉俞青

電話：02-2720-8889＃7134
yuching@health.gov.tw

傳真：02-2720-5382

休閒遊憩

產業發展

健康社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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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政府交通處
科長：劉慶堂

電話：03-332-2101＃6863
098121@mail.tycg.gov.tw

傳真：03-332-5270

桃園縣政府交通處
承辦：張涵鈞

電話：03-332-2101＃6863
099105@mail.tycg.gov.tw

傳真：03-332-5270

新竹縣政府消防局
隊員：彭意崴

電話：03-551-3522＃307
pon0263@hchg.gov.tw

傳真：03-553-7685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局員：邱言宸

電話：03-551-3390
chion@hchpb.gov.tw

傳真：03-5550049

新竹市政府文化局
科長：吳金益

電話：03-5319756＃210
50039@ems.hccg.gov.tw

傳真：03-532-4834

新竹市政府文化局
科員：謝宏政

電話：03-5319756＃212
50055@ems.hccg.gov.tw

傳真：03-532-4834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承辦（老師）許莎白

電話：03-521-6121＃270、277
01270@ems.hccgl.gov.tw

傳真：03-523-7325

電話：037-351-618
f070308@ems.miaoli.gov.tw

傳真：037-358-401

防災治安

文化教育

環境資源
苗栗縣政府農業處
科長：張家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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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現職

聯絡方式

夏鑄九教授

總顧問

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

電話：(02)3366-5987
電話：(02)2781-0111 #201
秘書：程雅珍

邱俊榮教授

計畫主持人
兼產業發展
議題計畫
主持人

國立中央大學經濟系

電話：(03)422-7151 ＃66309
jrchiou@mgt.ncu.edu.tw

陳光雄總監

共同計畫
主持人

圓境生態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圓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陳光雄設計規劃研究室

電話：(02)2748-4588 #382
秘書：郭旭
adam@ats.com.tw

施聖亭總經理

共同計畫
主持人

左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左右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81-0111
秘書：程雅珍
alex@randl.com.tw

簡旭伸副教授

發展推動組
顧問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電話：(02)3366-5832
schien@ntu.edu.tw

劉坤億副教授

發展推動組
顧問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電話：(02)8671-1006
傳真：(02)8671-9223
kuniliu@mail.ntpu.edu.tw

許晉誌總經理

休閒遊憩組
議題計畫
主持人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系講師
臺南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電話：(02)2341-6677
Eric@cnhwgroup.com

楊勝評教授

休閒遊憩組
議題顧問

開南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主任

電話：(03)341-2500 #3101
spyang@mail.knu.edu.tw

賴以軒教授

交通運輸組
議題計畫
主持人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學系
副教授

電話：(03)518-6586
franky@chu.edu.tw

張學孔教授

交通運輸組
議題顧問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學系教授

(02)2362-5920
skchang@ntu.edu.tw

徐之強教授

產業發展組
議題顧問

國立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
臺灣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電話：(03)422-7151 #66308

龔明鑫副院長

產業發展組
議題顧問

臺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臺北縣工商發展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經濟部
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副執行秘書

電話：(02)2586-5000
傳真：(02)2586-8855
秘書陳小姐
d3670@tier.org.tw

王秀娟教授

環境資源組
議題計畫
主持人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系教授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秘書長
臺東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電話：(02)2905-3350
傳真：(02)2836-5984
lilian6530@gmail.com

葉欣誠教授

環境資源組
議題顧問

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所長

電話：(02)7734-6551
傳真ㄢ：(02)2933-6947
scyeh@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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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社福組
議題計畫
主持人

開南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kimcopei@yahoo.com.tw

洪鴻智教授

治安防災組
議題計畫
主持人

臺北大學不動產及城鄉環境學系

hung@mail.ntpu.edu.tw

李元璋教授

文化教育組
議題計畫
主持人

玄奘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lyc.cosmos@msa.hinet.net

葉忠達教授

文化教育組
議題顧問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暨藝術與
設計學系藝術教育與創作碩士班專任教授

yehct@mail.nhcue.edu.tw

李汾陽教授

文化教育組
議題顧問

開南大學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副教授

(03)341-2500 #3901
lfy5462@mail.knu.edu.tw

官大偉教授

原住民客家
族群與新移
民組
議題計畫
主持人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助理教授

daya@nccu.edu.tw

左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顧問團隊工作人員組織分工
陳維廷

駐府研究員

行動：0922-924672
jerry@randl.com.tw

負責工作：
北臺八縣市平臺聯繫窗口
北臺之行政與議事支援

王揚名

駐府研究員

行動：0987-422538
ryan@randl.com.tw

負責工作：
北臺八縣市平臺聯繫窗口
北臺之行政與議事支援

謝銘元

計畫研究員

電話：2781-0111 #204
行動：0912-596715
vance@randl.com.tw

負責工作：
北臺相關計畫研究與彙整

許靜娟

計畫研究員

電話：2781-0111 #205
行動：0912-216348
alice@randl.com.tw

負責工作：
北臺組職相關運作
產學平臺聯繫、行政整合

楊語芸

企劃主編

電話：2781-0111 #203
行動：0935-099200
carol@randl.com.tw

負責工作：
刊物主編、企劃
文字品質控管

林筱婷

業務企劃

電話：2781-0111 #206
行動：0912-609631
tina@randl.com.tw

負責工作：
北臺網站管理、電子報發佈
網站資訊系統維護

附錄二。北區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通訊錄

裴晉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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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苗栗縣政府

發行人

劉政鴻

行政指導

葉志航、楊明諭、江和妹、莊素玲、陳芬貞

地址

36046 苗栗市府前路1號

電話

037-559736

傳真

037-559738

網址

http://www.miaoli.gov.tw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總顧問團隊及整體策略規劃執行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總顧問

夏鑄九

計畫主持人 邱俊榮
共同主持人 陳光雄 施聖亭
設計印製

左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濟南路三段17號2樓

電話

02-27810111

傳真

02-27810112

網址

www.randl.com.tw

專案主編

楊語芸

美術設計

簡雅婷 吳明黛

專案執行

程雅珍 許靜娟 謝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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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永續．邁向建國百年
北臺區域合作下一階段的躍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