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101 年度第二次副首長會議 

 

 

 

 

 

 

 

 

 

 

 

 
 

 

北臺觀點 



宜蘭縣副縣長 吳澤成

促成區域組織 落實區域合作

台灣面對全球化衝擊及跨域治理課題下，

為因應國際間區域競爭問題，如何超越現

行機制和行政區域的界限，跨界資源整合

運用與分工合作，正是北部八縣市成立「北

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的目的。然

而，北臺合作近十年來，區域平台發展上

目前正處於組織轉型期，現行機制已無法

因應目前面臨許多瓶頸，組織法制化已經

是刻不容緩，以往 8 縣市以聯誼性方式協

商合作議題，但重要合作議題仍需要中央

政府主導整合與協助，配合地方政府橫向

聯繫，才能具體發揮區域整合功能。

因此，為謀區域合作與治理達成實質目標

與效益，我們冀望中央政府依據現有區域

計畫法，成立「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

促成區域合作組織實體化與法制化，共同

解決跨縣市問題，提升區域競爭力。

改善交通與財政 均衡區域發展

改善地方財政是縣市政府共通的目標，尤

其因應五都市改制，地方政府財政窘困日

趨嚴重，如何增闢地方財源，已是各縣市

嚴峻的挑戰，各縣市財政問題的解決，將

是未來 8 縣市合作，均衡發展的主題及目



標，因此，我們期望透過北臺共同發聲，

促請中央儘速通過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公共

債務法，健全地方財政結構，降低城鄉差

距，均衡區域發展。

此外，為因應時勢變化，跨域合作務實提

升區域競爭力，北臺區域已形成一個共同

生活圈，依北臺區域平台目前規劃國土空

間發展朝向一心（台北都會區核心）雙翼

（竹苗生活圈、蘭陽生活圈）發展，交通

的改善對於區域競爭力提升，有不可取代

的關鍵性。對於蘭陽地區而言，便是儘早

實現闢建北宜直線鐵路並捷運化，發展大

眾運輸，讓蘭陽更能發揮擔任區域應有的

角色。

尤其，蘭陽地區因為雪山隧道的開通，與

台北距離一小時車程，已成為大台北都會

區的一環，然而宜蘭過去雖因交通不便，

卻保有宜居的鄉村特色與適度的居住人口，

相對而言，可以紓解大臺北都會區人口居

住壓力，提供一個特有舒適的環境空間，

讓北台灣人口均勻分佈，創造北臺更優質

的生活環境。

Yilan 
北臺觀點 宜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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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合作．共創新局 More than a City



基隆市副市長 柯水源

全球化都市的概念於 21 世紀因知識經濟與

全球經濟體的形成而興起，其經濟網絡組

織及相關社會活動的發展，跨越行政區域

發展成無國界的型態，造就區域空間不可

分割的結構體。因此，區域發展已是許多

先進國家提昇國家競爭力與促進國家發展

進步的核心課題之一。

隨著科技的大幅進展、交通網絡的發達，

促進觀光事業的蓬勃發展，身為地球村一

員的台灣更不能置身國際市場之外。尤其

在全球化的區域競爭趨勢下，如何進行跨

越行政區的區域合作、有效進行資源整合

與運用以提昇整體競爭力，形塑區域間的

策略性夥伴關係，已有迫切的需要。

    為促進北臺灣觀光產業的發展、強化地

方政府間的區域合作，形塑美麗、特色、

友善、品質的觀光特色，基隆市政府配合

交通部觀光局的「多元開放」、「佈局全

球」為核心理念，在既有觀光發展基礎上，

運用「暢通國際大門，吸引全球旅客來台

觀光」、「佈局全球市場，運用創意多元

行銷手法」、「優化旅遊環境，打造國際

接軌服務品質」等策略與北臺區域發展各

縣市政府合作，期藉由觀光策略的整合以



提升區域整體的競爭力，共同打造北臺區

域發展的新榮景。

惟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的運作已近 10
年，儘管與會的各縣市政府對於共同推動

發展已有相當共識，但在欠缺法源依據下，

委員會目前仍屬志願性的合作機制，尚未

法制化及實體化。為求北臺區域合作的長

期發展，如何將委員會實體化，藉以統合

與協助北臺各縣市議題運作相關事務、強

化區域運作機制，並使其具備法制化的運

作基礎，期使有效將區域平臺的功能發揮

極致，形成八縣市單一彙整窗口，以降低

行政資源往返的浪費與整合，誠屬眼前亟

待克服之困境。

另除了加強北臺各縣市水平橫向的合作機

制外，如何建立與中央部會間的夥伴關

係，建立合作對話窗口並參與制度設計與

相關法規的修改，以整合更多資源，期盼

在地方與地方水平橫向的合作及地方與中

央垂直縱向的溝通，達成區域合作整體的

永續發展，更提昇北臺區域發展推動的 
目標。

Keelung 
北臺觀點 基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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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副市長 許志堅

國際區域整合趨勢

台灣主要的貿易夥伴均積極參與經濟合作

協議的情形下，對於以貿易為導向的台灣

經濟而言，未來的排擠效果將會持續增加，

因此，加速參與國際經濟整合，與其他國

家洽簽經濟合作協議以排除出口障礙，將

是台灣未來經濟穩定發展的關鍵，用以持

續全球布局，確保在國際供應鏈的關鍵角

色。其實區域發展也呈現同樣的趨勢。

國內的區域整合

談區域合作就要談到縣市間的分工與合作，

分工是合作的開始，透過合作，如果大家

都努力作好分工的項目，收穫成果透過交

流分享，其事半功倍的加乘效益對大家都

有幫助，這樣合作互利的模式對臺灣整體

競爭力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況空間規劃

原本就有範圍連續的地域層次。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自民國 94 年

成立迄今已第 9 個年頭，現在這個機制已

逐漸成為北臺灣各縣市成熟的溝通合作平

台，除了是縣市間整合與分工的專業整合

組織，也是共同向中央爭取經費最為有利

的整合平台。

合作發展，自身做起

本市目前持續推動的三環三線空間佈局，

就是要讓包含周邊縣市民眾也能享受便捷

可靠的捷運系統。僅期待中央支持推動那

是不夠的，地方自身也要有一套務實成熟



New Taipei
北臺觀點 新北市
的財務計畫讓中央看到可行性。中央、地

方間合作努力，一旦捷運路網建設完成，

民眾們透過捷運系統來往各地，經濟收益

互相流通，就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

進行跨區域的合作分工，就會有效益加乘

的成果。

積極而有效的鼓勵政策

透過區域合作可以促使各市、縣摒棄成見，

減少本位主義，共同推動互助互惠的合作，

發揮區域建設發展的綜合效果，減輕因地

方自治而造成國家資源使用上的割裂與不

經濟；如此，一方面藉以促進國家、區域

和地方的同時發展，另一方面則可以透過

區域合作，由直轄市都會區扮演區域發展

火車頭的角色，各自帶動區域內相鄰縣市

的共同成長和繁榮。區域合作不僅能夠促

進區域建設發展，強化各區域競爭之優勢，

並將有助於促進區域整合與均衡發展，縮

短城鄉和區域發展落差，使都會區背負起

鄰區之「共生發展責任」。

現在所有面臨的課題，經過全球化跟區域

化過程的發酵後，都不是單一縣市可獨立

解決的。未來中央在統籌分配款支援各縣

市上，應優先給予有合作的項目及有合作

的區域，「越多縣市合作案越應優先」，

以促成區域合作。

生存之道，趨勢抗衡

區域治理與合作是臺灣在全球經濟競爭中

的生存之道、發展之道，也是謀求長久發

展的重要契機。區域治理必須能夠促進區

域內各縣市的共同發展，有助地方建設之

推動，並能促進全臺灣各區域均衡發展之

目的，促成台灣各區域發展成為具有國際

競爭力的大都會區，以期可以因應經濟全

球化與世界性城市競爭的趨勢，願我規劃

專業同仁共同努力，大家加油。

完成尺寸40x40cm  
圓形

攜手合作．共創新局 More than a City



臺北市副市長 陳威仁

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國與國之間界線越來

越模糊，城市競爭已經逐漸取代了國與國

的競爭。傳統上對於國家的認知概念，已

經被各大城市所取代，紐約、巴黎、倫敦、

東京、上海等城市已搶得了先機，站上了

全球城市的舞台，取得未來在全球城市競

爭上的優勢。

順應這股全球化的競爭趨勢，臺灣自然也

不能缺席，臺北市作為臺灣的首善之都，

在過去建立的良好基礎上，亟欲在全球舞

台上發光發熱，然而臺北市受限於面積僅

有 272 平方公里、人口也僅有 266 萬，與

其他全球城市相較規模過小，必定要與區

域內各縣市合作發展，整合區域內的資源，

才有可能在全球城市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

有鑑於此，馬英九總統於 93 年擔任臺北市

長時，邀集北臺八縣市共同成立臺灣第一

個跨域合作平臺「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

會」，也是啟動臺灣邁向全球城市區域之

里程碑，在各縣市平等的基礎上，由八縣

市輪流主辦委員會，經過磨合階段到凝聚

共識推動區域合作，走過八年，今年又輪

回到臺北市，也象徵北臺區域發展即將要

邁向下一個嶄新階段。



過去幾年來，北臺區域各縣市已有共識，

必須在現有基礎及合作機制上，加強北臺

區域合作組織的實體化運作及推動法制化。

由於目前委員會沒有實體及常設性的區域

平台，而是以每年由主政縣市輪值的方式

辦理，為了有效發揮區域平台推動業務、

監督及輔導功能，在本（101）年 6 月 22
日副首長會議中，已有短期先於臺北市設

立常設性北臺辦公室處理相關事務的決議。

雖然目前北臺辦公室實際上的功能及角色

定位還需要再討論才能更明確，不過我認

為這已經在臺灣區域合作組織的發展上跨

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展望未來，不論北臺區域合作組織的名稱

或功能架構為何，在實質功能上仍然期待

朝向深化合作、實質整合、制度建立的方

向前進，最重要的是強化北臺區域與中央

部會間的夥伴關係，期待能夠整合區域各

縣市力量，積極向中央爭取相關實質建設

資源，並且進一步邀請中央參與跨域合

作事務，才能讓各項北臺區域議題有效 
推動。

Taipei 
北臺觀點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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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副縣長 黃宏斌

北臺合作發展共享繁榮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區域合作為現今不可

擋的趨勢，並需以務實的觀點面對日益繁

複及變動的各層面議題。而在國際及亞洲

經濟體區域整合的威脅下，台灣除以國家

整體力量面對挑戰，更需要提升都市及區

域體的競爭力，以分工合作的方式，共同

迎接新世紀的挑戰。今天桃園的發展，例

如航空城、捷運的規劃建設，都牽動了周

邊縣市的發展，也深深體認到一個區域是

無法完全獨立發展及成長，更需要周邊的

客觀因素支持。

「桃園航空城計畫」以北臺作後盾

行政院於 101 年 9 月 18 日宣布啟動「桃園

航空城計畫」!「桃園航空城」為國家旗艦

計畫，要能成功發展，需傾舉國之力，大

家共同來努力 ! 更需以北臺作為發展後盾。

桃園航空城開發，最重要的是應「眼光遠

一點，膽子大一點，速度快一點」，本府

歷經多次與中央政府協商，終取得擴大開

發規模共識，將以桃園國際機場及機場捷

運線各車站為核心，共同訂定一個特定區

計畫，分二區辦理區段徵收方式開發，開

發面積將達 3,200 公頃，其中交通部負責機

場園區開發，面積約 1,400 公頃餘；本府



負責機場周邊及機場捷運 A11 坑口站、A15
大園站及 A16 橫山站附近地區開發，面積約

1,700 餘公頃。

「桃園航空城計畫」開發後，將可達成五大

目標：

1. 建設桃園國際機場：新增第三跑道、第三

航廈及擴大自由貿易港區，發展桃園國際

機場為「東亞樞紐機場」。

2. 發展機場捷運線：機場捷運線預定 102
年 10 月通車，可支撐捷運運量，並解決

A11、A15 及 A16 站有站無路及無都市計

畫問題。

3. 產業群聚發展：將取得大規模產業發展區，

引入航空相產業，發展為國家級產業。

4. 紓解大臺北發展壓力：大臺北發展已飽和，

可提供作為大臺北地區發展腹地，擴大發

展效益。

5. 雙港整合發展：桃園航空城（空港）及臺

北港（海港）跨域整合發展，提升整體海

空貨運能力，強化國際競爭力。

行政院將組跨部會專案小組全力推動本案，

並由行政院江副院長宜樺擔任召集人，本府

亦將持續全力配合推動，並積極參與本案規

劃，以符合本縣發展需求。後續縣府將配合

交通部辦理地方公聽會、座談會，對外說明

相關計畫內容，並充分聽取地方意見，以納

入計畫整合修正。北臺各縣市伙伴，如有相

關發展建議，亦歡迎參與規劃與討論，以符

合北臺整體發展需求。

Taoyuan
北臺觀點 桃園縣

完成尺寸40x40cm  
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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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副縣長 章仁香

區域整合展現國家競爭力

全球化的浪潮下，國家、城市發展面臨嚴

峻的競爭與挑戰，全球競爭的主角從「國

家」到「城市」，「區域」已成為當前最

受關注的主角，臺灣撮爾小島，站穩國際

舞台並不容易，透過「城市」提升和「區域」

整合競爭實力，對內資源能更有效的利用

與配置，對外突破政治現實展現國家競 
爭力。

北臺合作穩定推動

2004 年「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成立，

從簽署結盟開始形式上的合作、互訪、定

期會議、議題討論，到穩定推動八大議題

組、進行策略聯盟、召開年度固定的副首

長會議、首長年會，已成為北臺縣市首長

對談的重要平台之一。在城市合作的過程

中，看到了大城市的謙卑與城市間的互相

包容、相互尊重與信賴，這也是維繫八縣

市攜手前行的重要基礎。北臺模式也透過

討論優先推動具共識之議題，對於各自獨

特性的發展也相互尊重，這也是北臺區域

發展平台的合作與分工默契。

透過發展推動組及八大議題組推動相關議

題的合作與資源分享。在分組議題中新竹

縣負責防災治安議題組召集，定期召開會

議進行討論，在八縣市的合作下，已進行

『北臺八縣市災害防救資源資料庫』平臺



整合，啟動北臺八縣市區域聯防機制；簽

署北台八縣市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山

難救援協定及辦理山難救援聯合訓練等，

強化區域聯防及災害調適整合及應變能力，

並持續討論強化跨區域防災治安機能共識

及策略。北臺合作一步一步推進，透過「北

臺旗艦計畫－綠業方舟行動計畫」，共同

向中央提案，包括「北臺觀光藍海休閒觀

光帶」中，本縣坡頭漁港串連各港口共同

發展遊憩觀光；「北臺區域文化暢遊計畫」

泰雅山徑連結新竹縣尖石、五峰地區部落

山徑規劃；另外「從產業發展出發的超級

矽谷塑造計畫」中，以本縣科技與生醫產

業實力，串連北臺產業聚落，形成黃金科

技軸帶，成為超級矽谷核心。透過北臺合

作機制，新竹縣展現產業優勢與環境資源、

人文等特色，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力，同時

在互利合作的基礎上，協助各項重大計畫

及跨域建設的推動，共同營造共榮的北臺

發展藍海願景。

希望．亮麗．科技城

新竹縣以「希望．亮麗．科技城」為城市

願景並且穩定邁進，透過積極向外招商，

以產業活絡地方經濟並創造就業機會，在

99 年、100 年、101 年度上半年失業率都是

全國最低；新竹生物醫學園區去（100）年

５月已啟動，廠商陸續進駐，加上 106 年

即將營運的生醫園區醫院輔助臨床研究，

將帶動國內生技、醫療產業的整體發展，

不僅為北台南端（竹竹苗）提供更好醫療

品質外，也已預見北台灣將產生生技、醫

療產業群聚效應。

區域整合創造共贏

區域合作相互提升城市競爭力，區域整合

發展更能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效益相乘，

也讓消費與地方經濟得以流通及活絡，成

功的區域治理更是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提升

的強力後盾。我們對北臺的期許是對內讓

資源更有效利用，對外必要時可以分進合

擊，達到北臺共識議題效益極大化，創造

區域發展共贏。

Hsinchu
北臺觀點 新竹縣

完成尺寸40x40cm  
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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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副市長 游建華

北臺區域發展可說是台灣區域發展史上深

具意義的一個里程碑；轉眼間北臺區域合

作已屆滿八年邁入第九年，從一開始的跨

縣市觀摩、學習與經驗交流，到區域發展

推動委員會的成立，以及八大合作議題的

推動，自地方與地方的合作，正式開啟北

臺與中央的接軌，在在呈現區域合作的發

展及成效，由下而上結合八縣市、並尋求

中央部會支持，得以永續經營的模式，更

提升了國家整體競爭力。

為迎接新時代的都市發展政策，重點任務

在於從區域治理的角度，創造地方發展特

色，提供市民更好的居住環境。本市經北

臺區域平台提案申請獲經建會補助之北臺

食品生技產業研發園區、北臺綠能光電產

業南新竹示範園區規劃計畫刻正執行中，

期以「創新研發導向」及「利基導向」雙

軌並進的策略，積極發展帶動區域內食品

生技技術發展，營造優質產業環境，提昇

競爭力與健全經濟發展，普及綠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中，並積極創造內需市場，形塑

北臺成為綠能光電產業一條龍，提高國際

能見度，耀眼全球。

新竹市展望未來邁向民國 102 年，積極朝

向「低碳健康、智慧樂活」目標邁進，落

實節能減碳免費電動公車、LED 路燈示範

城市、建置無線網路等，經過一年多來的

努力，已於 101 年 2 月正式加入世界衛生

組織「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會員；不

但如此，新竹市政府推動智慧城市計畫，

將節能減碳、都市治理、智慧生活科技與

生態社區等主題結合，建構成一個創新整



Hsinchu
北臺觀點 新竹市
合的機制，經半年時間展現卓越成效，甫

入選國際組織「智慧城市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公佈的 2013 全

球「國際智慧城市 Smart 21」名單，與加

拿大多倫多、美國費城等城市共列其中，

後續更將戮力爭取獲選 TOP 7 最高榮譽，

期許積極作為與付出推動，為市民打造人

性化優質宜居生活環境。同時在兩岸交流

對於城市的行銷，新竹漁港為台灣與大陸

距離最近之港口，相信成為兩岸直航港口，

可減少客貨運送的時間與成本，再加上本

市與周邊縣市產業活絡之條件，將創造更

多經濟繁榮與無限利益；此外都市更新計

畫、觀光景點、產業文化發展等等，目前

皆陸續規劃執行中，建置輕軌示範城市，

將可為市民帶來更便捷之交通網絡，帶動

新竹市經濟成長，擴大商機促進經濟發展。

隨著不久的將來，新竹市世博台灣館產創

園區即將開幕，此將成為國際級觀光亮點，

並結合本市景點遊程規劃與特色商圈營造，

吸引更多觀光客造訪新竹市深入探訪瞭解，

品味在地風土人情，體驗前人開墾竹塹城

之艱辛，瞭解新竹市自傳統跨向科技產業

的路程，與在這裡努力生活的人民，繼往

開來，更能往前展開新竹市在北臺區域發

展史嶄新的一頁。

透過區域性的合作，不僅可以讓地方縣市

的定位與發展找到明確方向，還可以有效

整合地方資源以發揮整體最大效益，同時

還可以刺激地方經濟發展活絡當地的觀光

休閒、農村產業等。還可以讓地方透過合

作、對話、商議等方式，共創多贏。最終

更能因區域間的合作互利，使中央對於國

土資源的整體規劃和國家發展的競爭實力，

而獲得更多的益處，這不單是中央與地方

的雙贏，還可以為人民謀取更多的福祉。

希望藉區域合作促進城市發展與行銷，期

望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能成功打造區

域發展的火車頭，為地方繁榮努力，展望

下一個八年的發展願景藍圖。

完成尺寸40x40cm  
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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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副縣長 林久翔

在面對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加上東

亞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以及大陸經濟的

崛起，其所帶來的空間競爭，已不再是國

與國之間的競爭舞台，而是轉變為城市與

城市間的競爭。

臺灣面對詭譎多變的大環境，必須加強內

部的資源整合、結合成有效的競爭優勢，

來面對快速變化，才能讓臺灣繼續保有高

度的競爭力，共同開創新的願景。爰此，

區域整合是當前及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重

要趨勢及課題。

北臺八縣市分別擁有觀光、科技園區、海

港、空港等資源，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

會也已成立九年，建立了合作運作機制及

培養良好默契，以現有之合作平台相互交

流截長補短，讓財經資源較為豐沛的縣市，

能帶動鄰近區域繁榮，使政府資源發揮最

大效益，並充分發揮北臺各縣市既有之資

源優勢，共同以「讓人民生活更好、讓企

業獲利更佳、讓環境永續發展」之區域整

合為目標，致力於國際招商投資、創造就

業、輔助產業策略行銷、提供深度而精緻



Miaoli
北臺觀點 苗栗縣

的觀光服務、建立完善優質交通運輸網路、

維護環境永續資源、提供社會福利與保障

生活安全、深耕文化教育與尊重少數族群，

形塑北臺區域發展特色與未來願景。

當前區域整合問題，已成為中央與地方須

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惟有中央與地方、

地方與地方之合作，各盡所能，共同推動，

突破行政界限、整合共同資源，方能有跨

域治理之綜效。本縣為農業大縣，希藉由

北臺區域合作，促進苗栗地區產業與其他

縣市整體發展連結，與北臺七縣市形成良

性互補之夥伴關係，規劃以吸引潛力產業

進駐，形成高科技產業生產鏈，並吸引具

轉型升級潛力或可以和科學園區構成產業

群聚之產業進駐，促使本縣傳統產業轉型

與升級。

未來，期許北臺區域合作能擴及與中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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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尺寸40x40cm  
圓形

攜手合作．共創新局 More than 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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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度第二次副首長會議｜議程 

時間 活動主題 活動內容 主講人 

13:30~14:00 報到 報到及領取資料  

14:00~14:05 主席致詞 臺北市陳威仁副市長

14:05~14:10 貴賓致詞 中央部會長官 

1.101 年度第一次副首長會議
結論辦理情形 

2.100 年度「國家建設總合評

估規劃作業」核定補助計畫
成果 

3.101 年度各議題組合作成果

4.101 年度爭取「國家建設總
合評估規劃作業」補助情形

14:10~15:00 
平臺工作 
進度報告 

5.首長年會辦理情形說明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15:00~15:10 專題報告 主題： 
北臺自行車旅遊系統整合 

張馨文教授｜ 
中華大學休閒遊憩規
劃與管理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15:10~15:30 聯合宣示 
「北臺自行車旅遊系統整合」

宣示推動 
*第一合影點 

15:30~16:00 
北臺「騎」心協力

共創綠色悠活 

臺北市自行車道暨跨堤平台
導覽 
*第二合影點 

 

16:00~ 賦歸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101 年度第二次副首長會議 

 

目錄 
 

一、平臺工作進度報告  

（一）101 年度第一次副首長會議結論辦理情形．． 01

（二）100 年度「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 

   核定補助計畫成果．．．．．．．．．．．．

 

05

（三）101 年度各議題組合作成果．．．．．．．． 13

（四）101 年度爭取「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

   補助情形．．．．．．．．．．．．．．．．

 

29

（五）首長年會辦理情形說明．．．．．．．．．． 35

二、專題報告  

    北臺自行車旅遊系統整合．．．．．．．．．． 41

三、聯合宣示  

    北臺「騎」心協力共創綠色悠活參考資料．．． 57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101 年度第二次副首長會議 

 

 

 

 

 

 

 

 

 

 

 

 
 

平臺工作進度報告（一） 

101 年度第一次副首長會議結論辦理情形 
 

報告單位：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1



2



「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101 年第 1次副首長會議」 

決議事項辦理情形 
 
會議

年度 

項

次 
決議事項與意見內容 辦理情形回覆 

權責

單位 

備

註

  

1 

有關100年度各縣市增

闢地方財源意見交流

結論及建議事項，建議

透過北臺平台函請中

央辦理以下事項： 

1.建議行政院協調立

法院儘速通過財政收

支劃分法修正案，並針

對公共債務法進行修

正。 

2.建議行政院在財政

收支劃分法未修正通

過前，先依行政院版本

撥款給地方政府，並針

對公共債務法不合理

之處進行修正，在公共

債務法未修正前，對於

現狀能夠彈性處理。 

因北臺區域各縣市政府對於

公共債務法及財政收支劃分

法修正案意見未能一致，建

議暫不以北臺平台立場發

函。 

發
展
推
動
組 

 

1
01

年
度
第1

次
副
首
長
會
議
決
議 

2 

有關觀光藍海計畫加

強與對岸港口聯繫關

係 

1.海西地區議題與本

案主題似不相同，海西

為開發計畫，而本案主

題為港口聯繫。 

2.交通部目前規劃以

基隆港作為兩岸觀光

之對口港，請交通部協

助提供有關兩岸觀光

港口聯繫之相關資料

及建議，並請交通運輸

組討論後提出港口配

合之策略。 

業於 101 年 11 月 06 日召開

交通議題組第一次工作會

議，會中討論兩岸觀光港口

策略，建議可透過基隆港西

岸客貨專區工程基本設計中

將北台八縣市構想納入，並

決議以另案召開會議邀請基

隆港務分公司說明現階段規

劃設計成果，俾利北臺 8 縣

市提供建議納入參考，經洽

詢結果，該公司已完成招商

作業，恐無空間再提供本項

計畫使用，另人員倉儲等費

用亦無相關經費支用，故歉

難配合辦理。 

交
通
運
輸
組 

 

  

3



  

會議

年度 

項

次 
決議事項與意見內容 辦理情形回覆 

權責

單位 

備

註

3 

北臺組織法制化及實

體化轉型方向，長期發

展方向可再研究，短期

因涉及爭取中央補

助，建議先成立辦公

室，以代表北臺申請補

助，補助計畫內容仍由

委員會決定，另考量地

方配合款比例，先請苗

栗縣政府代表向中央

申請補助經費，辦公室

則先設於臺北市。 

考量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

會各縣市均曾主政輪值，累

積運作整合推動之經驗，另

明年度起由各縣市編列 40

萬元供主政縣市辦理平台輔

導計畫，經驗及經費均到

位，故建議宣示明年「北臺

辦公室」成立，另「北臺行

動聯絡處」交由當年之主政

縣市執行，明年於主政縣市

桃園縣成立，先行運作一年

後再視推動成效進行檢討。 

發
展
推
動
組 

 

4 

北臺自行車旅遊系統

整合可行性研究 

1.本計畫依初步規劃

構想與方案持續推動。

2.設立「北臺自行車旅

遊推動聯盟」做為溝通

平台，持續爭取中央經

費支持。 

為賡續推動區域性自行車網

絡連結，臺北市政府都市發

展局提出「北臺自行車友善

環境規劃」業獲經建會 101

年度「國家建設總合評估作

業」核定補助，並配合體委

會、營建署等相關單位推動

自行車路網串聯政策，以實

踐跨域合作、低碳永續之效

益。 

 

交
通
運
輸
組 

臺
北
市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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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101 年度第二次副首長會議 

 

 

 

 

 

 

 

 

 

 

 

 

平臺工作進度報告（二） 

100 年度「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 

核定補助計畫成果 

報告單位：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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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核定補助計畫成果

計畫名稱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規劃研究案

主辦單位 宜蘭縣政府

計畫目的

1.國科會放棄竹科中興基地之開發，開發中興
基地轉型為文化創意園區，以避免空間長期
閒置、衍生問題。

2.創造以「紙」為主題，兼具文化資產保存及
創意產業發展的複合式文化創意園區。

3.發展具在地特色的微型文化產業，吸引人才
回鄉深耕、培育創意人才。

計畫成果

1.完成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功能定位、引入文創
產業類型分析及可行性評估。

2.自償性開發營運之機制模式與整體財務計畫
分析規劃。

3.全區空間規劃構想與配置既有建築物的再利
用條件調查分析及適法性研究分析。

4.完成本基地辦理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之法定書

圖草稿 。

基地景觀

噴墨室—日治時期建物

P-2

100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核定補助計畫成果

計畫
名稱

北宜直線鐵路對北台灣、東台灣之土地發展
與社會影響研究計畫

主辦
單位

宜蘭縣政府

計畫
目的

1. 以空間發展與財務效益的角度，探討北宜直線
鐵路對於區域空間發展上的影響，以及東西部之
間的平衡發展。
2. 就路線方案一、二與三所產生的效益，評估未
來對北臺灣與東臺灣之土地使用、交通運輸與社
會人文所帶來的影響，並將探討受到北宜直線鐵
路直接影響的宜蘭縣，以因應空間結構之變遷。

計畫
成果

1. 北宜直線鐵路車站旅次受到商業使用面積、公
車站班次、居住人口、從業員工人數及場所土地
面積以上的變數有關，商業使用面積、公車站班
次、從業員工人數及場所土地面積與車站旅次成
正比。
2. 針對不同路線方案所投入之成本效益評估，綜
合效益分析結果：方案一之益本比(2.94)與淨現
值(335.74億元)最優。
3. 建議以方案一作為北宜直線鐵路最佳執行方
案；未來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辦理「北宜直線
鐵路綜合規劃」時，可參考本計畫內容與結果。

方案別 益本比
內部報
酬率

淨現值
(億元)

方案一：南港頭城
直線鐵路

2.94 7.61% 335.74

方案二：南港大溪
直線鐵路

2.91 7.81% 291.36

方案三：南港雙溪
路線改善及雙溪大
溪直線鐵路

2.75 7.15% 1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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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核定補助計畫成果

計畫名稱 亞太當代藝術園區規劃設計

主辦單位 基隆市政府

計畫目的

1.都市計畫變更未完成前，第9 號倉庫先行規
劃為「文化性資產建材銀行」，以此建材銀
行做為亞太藝術園區計畫之推動起點。俟都
市計畫變更完成後，變更為產業專用區，作
為本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示範地區，屆時
將納入展覽產業及藝術家進駐創作使用。

2.引進當代藝術工作室，成為華人當代藝術創
作及交易中心。

3.實驗性（音樂、劇團、展覽）之育成場所。

計畫成果

1.前導期1.提供市民休閒的場所。2.發展微型
創業聚落的雛型。3.凝聚廠商、產業界的共
識。

2.學習期1.發展產業創新發表平台。2.擴大產
業聚落的規模。3.跨界、跨領域的微創聚落
成形。

3.啟蒙期1.全園區的產業聚落開發。2.落實園
區財務自主。

4.拓展期:將園區的成功經驗複製，並且擴大
規模，形塑北北基新生產業鏈結。

P-4

100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核定補助計畫成果

計畫

名稱
北臺創意設計聯合發展計畫

主辦

單位
臺北市政府

計畫

目的

1. 掌握「北臺創意設計」相關產業之發展優勢、

能量與特色資源。

2. 規劃「北臺創意設計」聯合發展及國內外商機
拓展行動方案。

3. 研定「北臺創意設計聯合發展機制」。

計畫

成果

1. 深度訪談8縣市創意設計相關政府單位人員21人

次、業者11家，完成問卷調查52份，並輔以次
級資料蒐集，進行北臺八縣市「創意設計」相
關產業之發展優勢、能量與特色資源調查。

2. 舉辦7場研討會，計北臺8縣市政府代表、中央
相關部會、文創業者及專家學者共113人次參與
，共同規劃聯合發展機制，並制定國內外商機

拓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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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核定補助計畫成果

計畫名稱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主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

計畫目的

1.綜整特色資源與多元產業型態，實踐
跨區域、跨領域資源介面整合與同步
流通，強化多元資源之策略性應用。

2.促進北臺區域以節能環保、文化創意
等綠色扎根形象躍升國際化綠都。

3.促進政府與民間合作之契機，強化北
臺區域自行車相關產業鏈結，擴大投
資效益，提升產業競爭力。

計畫成果

1.自行車道路網縫補－26處斷裂點（約
180餘公里）。

2.自行車服務園區建置之可行性。

3.遊程規劃等後續實質改善。

P-6

100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核定補助計畫成果

計畫名稱 新竹縣文創產業專用區計畫

主辦單位 新竹縣政府

計畫目的

1.配合「產業有家、家有產業」計畫，
辦理產業配套基礎建設，協助區域主
軸產業發展，強化區域競爭力。

2.跨產業領域結合之目標，提供跨縣市
文化創意產業平臺交流

計畫成果

1.論壇一:新竹縣市文創產業的機會與挑
戰/新竹文創產業專用區發展機會
/101.04.06(五)

2.論壇二:文化藝術的創新再造-未來生活
創意園區發展/101.06.26(二)

3.論壇三:北臺文創交流與對話101.07.18(
三)

4.國內文創產業成功案例觀摩:華山1914
文創園區參訪交流會議/101.05.11(五)

5.市場訪談調查迄今已進行10場
(101.2.10-101.7.10)

文創研發育成館 文創主題生活館

論壇一會議情形 論壇二會議情形

論壇三會議情形 華山文化園區成功案例觀摩

建築地景連結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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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核定補助計畫成果

計畫名稱
北臺綠能光電產業南新竹示範園

區規劃計畫

主辦單位 新竹市政府

計畫目的

1.綠能光電產業政策與區域產
業分工

2.支援新竹科學園區，並提昇
產業競爭力與健全產業經濟
發展

3.產業園區開發可行性評估

計畫成果

1.經評估產業園區開發不可行

2.建立本案作為觀光旅遊產業
之空間指導，以及與周邊景
點之串聯

101年6月6日招商說明會

空港物流
運輸機能

竹南科
學園區

太陽光電太陽光電
銅鑼科
學園區

海港貿易
特區機能

本基地本基地

龍潭
工業
園區

大桃科
工業區

新竹科
學園區

新竹新竹
台北台北

苗栗苗栗

台中台中

南投南投

宜蘭宜蘭

桃園桃園

P-8

100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核定補助計畫成果

計畫名稱 北臺食品生技產業研發園區規劃計畫

主辦單位 新竹市政府

計畫目的

1.食品生技產業政策與區域產業分工

2.提升區域內食品生技能量

3.輔導區域內食品廠商進行技術研發創新
，吸引國外生技大廠來北臺設廠

計畫成果
1.獲取居民、廠商及地主（國防部）支持

2.規劃示範園區實質配置與財務計畫

101年7月3日地方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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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核定補助計畫成果

計畫名稱
100年苗栗、桃園、宜蘭永續農業有機村產業

提升規劃案

主辦單位 苗栗縣政府

計畫目的

1.確立各有機村之短中長期各階段發展目標
2.規劃各有機村核心農產業、特色產品

3.拓展有機行銷通路

4.規劃結合休閒農業發展方案
5.規劃結合農村再生教育資源之終身學習機制

計畫成果

1.輔導各有機村遴選具有發展潛力之核心農產
品3項。

2.依各項有機核心作物建立田間標準作業手
冊，並協助申請有機農產品驗證。

3.輔導研發有機農產加工品，並協助申請有機
農產加工品驗證計24項。

4.設計八處有機村logo24項幸福伴手禮及撰寫
在地故事文宣24則。

5.籌設2處有機農夫市集，推展地產地消，並
媒合31家企業認養有機農產品以共同保護生
態環境。

生鮮有機農產品

有機農場體驗

有機村六級產業意象圖

有機農產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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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101 年度第二次副首長會議 

 

 

 

 

 

 

 

 

 

 

 

 

 
 

平臺工作進度報告（三） 

101 年度各議題組合作成果 
 

報告單位：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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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客家與新移民組
（宜蘭縣）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101年度各議題組合作成果

P-2

原住民、客家與新移民組(1/2)

計畫內容

101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第二期)

一、評估現行政策與法令

二、第一期資料庫建置規劃

三、部落說明會與參與能量評估

四、泰雅山徑修復之部落參與規劃

五、生態旅遊機制與產業連結之部落參與規劃

六、影像記錄

101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第二期)

一、評估現行政策與法令

二、第一期資料庫建置規劃

三、部落說明會與參與能量評估

四、泰雅山徑修復之部落參與規劃

五、生態旅遊機制與產業連結之部落參與規劃

六、影像記錄

●東岳村蛇山狩獵山徑

●霞喀羅國家步道 ● 加里山古道 ●哈盆越嶺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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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客家與新移民組(2/2)

合作成果

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計畫

已完成部分初步調查與規劃工作，在計畫範圍經調查分析後彙整10條山徑 ：

1.哈盆越嶺古道 6.排骨溪狩獵溫泉山徑

2.巴陵到松羅 7.東岳蛇山狩獵山徑

3.司馬庫斯至四季古道 8.霞喀羅國家步道

4.南澳古道 9.加里山古道

5.南山檜木林道 10.福巴越嶺古道

●福巴越嶺古道 ●巴陵道松羅古道 ●司馬庫斯到四季古道

P-4

休閒遊憩組
（基隆市）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101年度各議題組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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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北臺海洋休閒遊憩行銷推廣計畫

一、以「海洋科技博物館」結合鄰近縣市
觀光資源，包括動態水域遊憩活動、
靜態景點參觀，以及周邊旅宿設施，
進行套裝行程規劃，帶動北臺區域觀
光休閒的發展。

二、整合北海岸及東北角海域觀光資源，
創造優質海洋體驗並吸引國內外旅客
人潮匯集，提供整體性、跨區域性之
休閒旅遊行程，促進地區整體經濟發
展。

三、結合教育文化與觀光遊憩活動，形塑
區域性活動區塊共同合作發展，並作
為相關單位交通運輸旅遊路線的建置
參考。

休閒遊憩組(1/2)

P-6

休閒遊憩組(2/2)

合作成果

• 北臺海洋休閒遊憩行銷推廣計畫

一、邀集各縣市旅遊業者共同出席參加
旅遊行程推介活動，與業界代表討
論未來發展方向、進行互動交流，
達成互惠互利、雙贏合作之長遠穩
定發展目標。

二、配合交通部觀光局辦理相關活動，
結合國際郵輪旅遊市場，有效提升
國際及兩岸郵輪航線的蓬勃發展。

三、未來將跨縣市結合北海岸、東北
角、雙北市等觀光資源，以共同行
銷方式，利用現有資源擴大推廣效
果，增加遊客滿意度並提升再遊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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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與行銷組
（新北市）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101年各議題組合作成果

P-8

產業發展與行銷組(1/1)

編號 行動方案 計畫範圍 期程 經 費

1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計畫 宜蘭縣 短期 284萬元

2 亞太當代藝術園區計畫 基隆市 短期 120萬元

3 北臺創意設計聯合發展計畫 臺北市 短期 243萬元

4 新竹縣文創產業專用區計畫 新竹縣 短期 270萬元

5 北臺綠能光電產業南新竹示範園區規劃計畫 新竹市 短期 300萬元

6 北臺食品生技產業研發園區規劃計畫 新竹市 短期 250萬元

依101年2月7日產業發展與行銷組第1次工作小組會議決議，本年度執行內容為100年
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核定補助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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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社福組
（臺北市）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101年度各議題組合作成果

P-10

建立長期照護服務網絡合作機制

建構北臺區域居家廢棄藥物檢收管道

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計畫跨域轉介計畫

建立長期照護服務網絡合作機制

建構北臺區域居家廢棄藥物檢收管道

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計畫跨域轉介計畫

健康社福組(1/5)

計畫內容（健康組）

101年3月27日假臺北市政府劉銘傳廳
辦理內政部社福績效考核成績特優獻獎

101年5月29日假臺北市市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辦理性侵害被害人驗傷採證教育訓練， 以完
善被害證據之搜集，提高加害人起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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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社福組(2/5)

合作成果（健康組）

建立長期照護服務網絡合作機制

已建置完成跨縣市長期照顧申請及跨縣市人籍不一合作模式

建構北臺區域居家廢棄藥物檢收管道

一、101年2月29日下午於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進行「建構北臺區域居家廢棄藥物檢
收管道分組會議」，會中進行本市檢收經驗分享

二、各縣市衛生局「居家廢棄藥物檢收」聯繫窗口已建置

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計畫跨域轉介計畫

101年1至10月協助辦理6名設籍於他轄，居住或工作於本市之性侵害犯罪加害
人之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並定期回報戶籍地主管機關個案之身心治療及輔
導教育之情形

P-12

健康社福組(3/5)

計畫內容（社福組）

方案一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之需求評估新制
資訊及經驗交流

計畫目標
透過各縣市實務服務經驗分享與交流，研擬符合在地化、可行性之相關
策略，並規劃跨縣市合作機制，以有效因應民國101年7月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全面施行。

計畫內容

透過召開焦點團體會議，邀請北臺8縣市參與列席，建立資源整合平
臺，討論議題如下：
1.針對人籍不一之身心障礙者，其需求評估、福利評定及服務提供等配
套作業規劃。
2.分享各縣市實驗經驗及初擬相關因應策略。

方案二 脫貧自立服務方案經驗交流計畫

計畫目標
透過各縣市服務經驗分享與交流，研議符合在地化之方案，以協助降
低貧窮循環脫貧自立，提升弱勢家庭福祉。

計畫內容
1. 建立各縣市之聯絡窗口，建立交流平台，分享學習。
2. 透過建制之交流平台，分享實務經驗、方案計畫、執行成果及活動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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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社福組(4/5)

合作成果(社福組)

已於101年3月20日、6月26日及10月3日召開3次
工作會議，成果如下：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
建立互惠原則並將北臺8縣市之執行困境及
建議陳報中央參酌，以規範合理案量、及早
建構完善配套措施、保障評估人員人身安
全。

脫貧方案：分享辦理經驗並將北臺8縣市脫
貧方案之執行困境及建議陳報中央，建議中
央穩定的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脫貧方案之各項
經費，同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限制支用於
現金給付之規定應予以轉型，以增進地方政
府經費運用之彈性，有效推行脫貧方案。

向內政部建議放寬非保護性社工陞任「高級
社會工作師」及「社會工作督導」及一般性
社工調薪限制。

臺北市社會局分享脫貧方案成功辦理經驗，
圖為江綺雯局長、王月蘭慈善基金會王文洋
董事長及參與方案者於101年8月24日共同啟
動「Youngyoung精彩專案」活動一週年成果
發表會。

基隆市社會處101年3月20日召開第1次工作會
議，由涂彬海處長主持。

P-14

健康社福組(5/5)

合作成果(社福組)

建請內政部定期召開社政主管會議，邀請各縣
市社會局(處)首長參加，針對社福政策規劃、
執行策略與城鄉差異等共同討論，以利社會福
利政策之推動。

建請中央召開會議，就社工人身安全的制度
面、教育訓練、相關軟硬體的提供及保險制度
必要性等為主題進行討論，以實務經驗為主
體，並修正相關規定。

建請司法院增加司法社工人力，若依家事事件
法須提供社工陪庭，司法院應負擔全部費用；
並請司法院編列相關預算設置服務處。

建請中央寬列或提供福利服務相關經費並訂定
相關作業規定，以落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等相關規定。

桃園縣社會局101年6月26日召開第2次工作會議，
由張淑慧局長主持，並邀請蔡培元博士就「歐洲
國家近年的家庭政策發展」進行專題演講。

新竹市社會局101年10月3日召開第3次工作會
議，由武麗芳處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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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組
（桃園縣）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101年度各議題組合作成果

P-16

編號 行動方案 主政單位 時程

B3 跨縣市交控中心資源整合共享計畫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中期

B4 交通管理經驗方享與技術交流合作計畫 苗栗縣政府工務處 中期

B5 桃園環北轉運站新建工程 桃園縣政府交通局 長期

B7 臺北都會區捷運工程及後續路網規劃 捷運工程局 長期

B7-2 基隆市山線及海線捷運系統建設計畫 基隆市政府交通旅遊處 長期

B7-3 桃園航空城捷運建設計畫 桃園縣政府交通局 長期

B7-4 推動北宜直線鐵路計畫 宜蘭縣政府建設處 長期

B8 舒緩汽機車成長管理合作計畫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長期

B8-1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車道整合計畫 桃園縣政府交通局 長期

B8-6 台北都會區公車路網規劃重整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 長期

B11 基隆市調和街轉運站計畫 基隆市政府交通旅遊處 長期

交通運輸組(1/1)

101年度推動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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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治安組
（新竹縣）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101年度各議題組合作成果

P-18

強化北臺八縣市山難搜救能力，提升搜救效能

充實『應變中心運作能量』，持續強化北臺資通訊設
備作為

北臺防災聯防機制與網絡計劃

防制危險駕車區域聯防成效

強化北臺八縣市山難搜救能力，提升搜救效能

充實『應變中心運作能量』，持續強化北臺資通訊設
備作為

北臺防災聯防機制與網絡計劃

防制危險駕車區域聯防成效

防災治安組(1/2)

計畫內容

特搜人員直升機吊掛演練 例假日加強防制大型重型機車危險駕車
（地點：台3線關西段）

臺北市災害防救演習
(項目：多點式火場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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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治安組(2/2)

合作成果

強化北臺八縣市山難搜救能力實施情形

一、辦理山難搜救訓練，共計辦理(35)場次；共計(1183)人次

二、鄰近縣市山難搜救相互支援，101年度共跨縣市出動11人次。

北臺防災聯防機制與網絡計劃

一、辦理大規模災害防救演習

二、完成北台八縣(市)縣市政府相互支援機制

充實應變中心運作能量及強化北臺資通訊設備實施成果

一、101年充實軟、硬體設備總計充實預算共14,388,902元

二、建置偏遠山區衛星電話共計139支、無線電共計158台 ，並辦理定期通訊設備
教育訓練

防制危險駕車區域聯防成效

101年執行防制危險駕車勤務，經內政部警政署評核（全國共19個單位）新北
市政府警察局第5名、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第6名、新竹市警察局第7名。

P-20

文化教育組
（新竹市）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101年度各議題組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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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傑出演藝團隊藝文交流計畫

北臺大型文化節慶活動聯合行銷暨資訊互通計畫

北臺八縣市藝術家聯展

北臺八縣市社區總體營造聯合論壇

北臺八縣市國小學童遊學計畫

北臺傑出演藝團隊藝文交流計畫

北臺大型文化節慶活動聯合行銷暨資訊互通計畫

北臺八縣市藝術家聯展

北臺八縣市社區總體營造聯合論壇

北臺八縣市國小學童遊學計畫

文化教育組(1/3)

計畫內容

P-22

文化教育組(2/3)

合作成果

北臺傑出演藝團隊藝文交流計畫

101年傑出團隊巡迴以「藝群絕倫」為活動名稱，自101年10月5日起至11月18
日止，共計8縣市、12個藝文團隊參與12場之演出。

北臺大型文化節慶活動聯合行銷暨資訊互通計畫

藝文宣傳刊物聯合刊載及網頁連結點互載

北臺八縣市藝術家聯展

本年度由苗栗縣政府國際觀光文化局主辦，共邀請油畫類等9種創作媒材、80
件作品。展出時間為101年11月8日至102年6月24日，以「城鄉．山海．記
憶」為主題，各藝術家演繹心中的「城鄉風貌、山海之美、記憶感受」。

北臺八縣市社區總體營造聯合論壇

一、第一次交流會由新北市主辦，於11月10日結合社區營造博覽會辦理。交流議
題：社區營造博覽會之辦理方式討論與觀摩。

二、第二次交流會由基隆市文化局於12月11日辦理。交流議題：社區營造與文化
路徑觀光導覽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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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成果

北臺八縣市國小學童遊學計畫

文化教育組 (3/3)

參與縣市 宜蘭縣 基隆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縣 新竹縣 新竹市 苗栗縣

參與學校校數 7 5 4 11 8 5 5 4

英語課程 2 1 1

語文領域 2 2 1 1

自然與生活科技
(含環教、山林山林
冒險體驗課程)

4 3 5 7 1 4 3 1

藝術與人文 1 1 2 3

健康與體育 1

本土教育 2

海洋教育 1

校本課程 1

P-24

環境資源組
（苗栗縣）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101年各議題組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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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車輛排煙檢測

停車不惰轉四體合一聯合稽查取締作業

油品抽驗

運送事業廢棄物

加強水土保持教育與宣導

綠色植樹造林減碳計畫

非法油品稽查抽測

加強水域環境營造教育與高灘地自行車道

加強車輛排煙檢測

停車不惰轉四體合一聯合稽查取締作業

油品抽驗

運送事業廢棄物

加強水土保持教育與宣導

綠色植樹造林減碳計畫

非法油品稽查抽測

加強水域環境營造教育與高灘地自行車道

環境資源組(1/3)

計畫內容

P-26

環境資源組(2/3)

合作成果

加強車輛排煙檢測

17,701件、不合格384件、不合格率
2.1﹪

停車不惰轉四體合一聯合稽查
取締作業

執行停車怠速熄火聯合稽查作業宣導
22,116件，稽查8件。

油品抽驗

抽查油品10,869件，送驗64件，不合格0
件

運送事業廢棄物

完成186公頃生態公園4.8公里自行車道

27



P-27

環境資源組(3/3)

合作成果

加強水土保持教育與宣導

舉辦教育與宣導活動28場

綠色植樹造林減碳計畫

植樹活動34,685株，造林64.8公頃

非法油品稽查抽測

稽查146件，告發2件。

加強水域環境營造教育與
高灘地自行車道

完成186公頃生態公園 。

28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101 年度第二次副首長會議 

 

 

 

 

 

 

 

 

 

 

 

 
 

平臺工作進度報告（四） 

101 年度爭取「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 

補助情形 

報告單位：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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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爭取「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補助情形

於101.08.06「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發展推動組第7次
工作會議，北臺八縣市代表共同對於101年度「國家建設總
合評估規劃作業」進行提案，共提24項計畫，有13項計畫核
定通過。

提案計畫分類 核定經費 提案計畫 核定計畫

98、99、100年延續計畫 500 8 2

地區經濟振興計畫 300 8 3

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400 7 7

區域平臺補助計畫 530 1 1

總計 2,730 24 13

P-2

排序 計畫名稱
經費
(萬元)

提案縣市

1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 300 臺北市

2 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 200 宜蘭縣

小計 500

計畫分類 98、99、100年延續計畫

壯圍鄉 頭屋鄉

101年度爭取「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補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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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計畫名稱
經費
(萬元)

提案縣市

1 宜蘭縣壯圍鄉經濟振興計畫 100 宜蘭縣

2 新竹縣峨眉鄉經濟振興計畫 100 新竹縣

3 苗栗縣頭屋鄉產業發展藍圖規劃計畫 100 苗栗縣

小計 300

計畫分類 地區經濟振興計畫

宜蘭縣
壯圍鄉

新竹縣
峨眉鄉

苗栗縣
頭屋鄉

峨眉鄉

壯圍鄉 頭屋鄉

101年度爭取「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補助情形

P-4

項次 計畫名稱
經費
(萬元)

提案縣市

1 宜蘭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200 宜蘭縣

2 基隆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200 基隆市

3 新北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200 新北市

4 桃園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200 桃園縣

5 新竹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200 新竹縣

6 新竹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200 新竹市

7 苗栗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200 苗栗縣

小計 1400

計畫分類 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1年度爭取「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補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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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經費
(萬元)

提案縣市

1 102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總顧問
團隊及區域平臺輔導整合執行計畫」

530 桃園縣

小計 530

計畫分類 區域平臺補助計畫

101年度爭取「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補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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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101 年度第二次副首長會議 

 

 

 

 

 

 

 

 

 

 

 

 
 

平臺工作進度報告（五） 

首長年會辦理情形說明 
 

報告單位：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35



 

36



P-1

1.活動地點與日期

2.議程

3.邀請貴賓

4.北臺辦公室啟動儀式

5.成果展覽

首長年會辦理情形說明

5.成果展覽4.交接與啟動儀式3.邀請貴賓2.議程1.活動地點與日期

首長年會、成果展暨亞太區域發展論壇

P-2

5.成果展覽4.交接與啟動儀式3.邀請貴賓2.議程1.活動地點與日期

舉辦時間

101年12月21日(星期五)

舉辦地點

青少年育樂中心

地址

臺北市仁愛路一段17號

臺北市青少年
育樂中心

首長年會辦理情形說明

成果展：1樓廣場 會場：6樓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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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果展覽4.交接與啟動儀式3.邀請貴賓2.議程1.活動地點與日期

時間 議程 活動內容與說明

09:20-09:50 報到 暖場

09:50-10:00 開場表演 E1002打擊樂團

10:00-10:05 主政縣市首長致詞 臺北市郝市長龍斌致詞

10:05-10:10 總統致詞 馬總統英九(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榮譽主委)

10:10-10:15 交接儀式
榮譽主委馬總統英九

2012主政縣市臺北市郝市長龍斌、2013主政縣市桃園縣吳縣長志揚

10:15-10:20 輪值縣市首長致詞 桃園縣吳縣長志揚致詞

10:20-10:30
北臺辦公室

啟動儀式

榮譽主委總統馬英九、宜蘭縣林縣長聰賢、基隆市張市長通榮

臺北市郝市長龍斌、新北市朱市長立倫、桃園縣吳縣長志揚

新竹市許市長明財、新竹縣邱縣長鏡淳、苗栗縣劉縣長政鴻

一起為「北臺辦公室」進行啟動儀式

10:30-10:45 成果展覽與茶敘 主政縣市臺北市政府都發局丁局長育群導引貴賓參觀成果展

10:45~12:00
第一場次

專題論壇

主 題：直轄市在北臺區域發展的角色與未來

主持人：陳鳳馨小姐

與談人：中央部會首長代表、臺北市郝市長龍斌

新北市朱市長立倫、桃園縣吳縣長志揚

12:00~ 午餐

上
午
議
程

首長年會辦理情形說明

P-4

5.成果展覽4.交接與啟動儀式3.邀請貴賓2.議程1.活動地點與日期

下
午
議
程

時間 內容 活動內容與說明

13:10-13:30 報到、資料領取

13:30-14:00
第二場次
專題演講

主 題：跨域合作災害治理
主持人：張學孔 教授
主講人：彭光輝 教授

14:00-15:00 綜合討論
與談人：中央部會代表
宜蘭縣政府代表、基隆市政府代表
新北市政府代表、臺北市政府代表

15:00-15:20 茶敘

15:20-15:50
第三場次
專題討論

主 題：近年日本國土規劃中的廣域合作問題
主持人: 林建元 教授
主講人：沈振江 教授

15:50-16:50 綜合討論
與談人：郭瓊瑩 教授、中央部會代表
桃園縣政府代表、新竹縣政府代表
新竹市政府代表、苗栗縣政府代表

16:50- 賦歸

首長年會辦理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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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北臺八縣市首長中央部會

5.成果展覽4.交接與啟動儀式3.邀請貴賓2.議程1.活動地點與日期

總統 馬英九總統

內政部 李鴻源部長

經建會 尹啟銘主委

交通部 毛治國部長

體委會 戴遐齡主委

宜蘭縣 林聰賢縣長

基隆市 張通榮市長

新北市 朱立倫市長

臺北市 郝龍斌市長

桃園縣 吳志揚市長

新竹縣 邱鏡淳縣長

新竹市 許明財市長

苗栗縣 劉政鴻縣長

依101年11月28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發展推動組第10次工作會議決議，
是否邀請北臺各縣市正副議長與會，提請第二次副首長會議確認。

首長年會辦理情形說明

P-6

5.成果展覽4.交接與啟動儀式3.邀請貴賓2.議程1.活動地點與日期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標準字

門牌象徵著「主政縣市」的權利

與責任，此一門牌如同奧運聖火

一般，從2005年開始，讓區域合

作的工作持續推動。

交接儀式

活動時間:10:15~10:20

活動地點:6樓國際會議廳

首長年會辦理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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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果展覽4.交接與啟動儀式3.邀請貴賓2.議程1.活動地點與日期

用鑰匙開啟的方式來象徵北臺辦公室的正式啟動
同時也宣示辦公室願意服務北臺八縣市的決心。
希望未來成為北臺區域八縣市服務、諮詢、協調的服務型辦公室。

北台辦公室啟動儀式

活動時間:10:20~10:30

活動地點:6樓國際會議廳

首長年會辦理情形說明

P-8

5.成果展4.交接與啟動儀式3.邀請貴賓2.議程1.活動地點與日期

動線說明
成果展覽

活動時間:10:30~10:45

活動地點:1樓廣場

首長年會辦理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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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101 年度第二次副首長會議 

 

 

 

 

 

 

 

 

 

 

 

專題報告 

北臺自行車旅遊系統整合 
 

報告單位：張馨文教授 

中華大學休閒遊憩規劃與管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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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中華大學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學系

張馨文教授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

報告大綱

壹.現階段執行計畫之成果報告

貳.與全球自行車旅遊組織接軌

參.臺灣發展自行車旅遊的機會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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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階段計畫成果報告

• 透過北臺八縣市區域發展之平臺

• 推動北臺跨區域合作自行車旅遊

3

1.完成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主輔軸線
618km路線規劃

2.提出26處待改善點
3.推薦24處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
4.建議23項自行車旅遊推動策略

照片來源：林惠忠顧問facebook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media/albums

1. 南方澳遊客中心-礁溪民權橋-54.25k
2. 礁溪民權橋-冬山河自行車道入口-54.87k
3. 竹安橋之前岔路口-基隆火車站86.6k
4. 洲美橋-基隆火車站-三芝-淡水-洲美橋125k
5. 關渡碼頭-永安漁港/114公路起點63.4k
6. 永安漁港/114公路起點-西濱公路苗栗車道起點43.2k
7. 西濱公路苗栗車道起點-白沙屯拱天宮後門停車場

38.88k
8. 白沙屯拱天宮後門停車場-苗栗房裡橋21.3k
9. 洲美橋-舊港大橋109k

1-1北臺八縣市自行車主輔軸線完騎總體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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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航點編號 航點 累積里程 高度 航點說明

1 南方澳遊客中心/進安宮 0k 32m 增設北台八縣市環島國道起點-標示

2 內埤灣海濱公園路口 1.66 6 港濱海岸人行道有空間規畫自行車道

3 豆腐岬公園路口 2.58 11

4 南方澳大橋出口 3.64 5
台2公路-台9公路

馬路拓寬整修-有空間規畫自行車道

5 台9/2戊公路口 台9公路

6 蘇澳新站 9.51 31
7 台9/宜35大安路口 大安路

8 冬山橋 14.8 16 冬山路

9 冬山河自行車道入口 14.9 17 冬山河自行車道

10 往冬山車站車道岔路口 15.4 15
11 傳藝中心入口 22 14
12 五結防潮大匣門 24.23 5
13 上葛瑪蘭橋前岔路口 26.91 3

14 下橋紅綠燈路口-台2/宜20 29.5 2 兩段式左後轉-可改為右後轉逆向往東港-車友過馬路遵守習性不佳

15 東港濱海公園 30.91 0 濱海自行車道

16 永鎮濱海休憩亭

17 大福替代道路點 40.24 9 非假日大福軍管區，須繞替代道路

18 台2路口

19 接回濱海自行車道點 41.8 11 經由台2大福7-11右轉小路

20 打馬煙廢棄崗哨亭

21 竹安橋路口 得子口溪自行車道

22 礁溪防潮匣門

23 三抱竹橋

24 二龍河防潮匣門

25 民權橋 54.25 18 過橋右轉

5

北台自行車旅遊主輔軸線618

• GIS資料庫建置
• 北臺自行車主輔軸線 618.64 km
• 自行車專用道 320.76 km，占主軸線51.85%
• 共用道 252.82 km ，占主軸線40.87%
• 建議路線 45.06 km ，占主軸線7.2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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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忠顧問facebook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media/albums 7

1-2主輔軸線與26處待改善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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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待改善點縫合計畫

A類: 加強指標系統

B類: 加強安全與標線

C類: 規劃銜接自行車道

1.完成全線安全標線與指標系統618.64公里，縫補15處待改善點

共需1.02億元工程經費

2.完成各縣市共計11處斷裂點規劃設計與施工經費(60.04km)
共需1.96億元

99

自行車遊客需要
連續、安全、有趣
的自行車路線

+好的指標系統

3億元

縣市 標誌標線工程 斷裂點縫補工程 總額(元)

新北市 5,051,200 12,092,000 17,143,200

臺北市 17,925,200 0 17,925,200

基隆市 11,398,000 36,110,000 47,508,000

宜蘭縣 11,840,800 41,390,000 53,230,800

桃園縣 4,870,800 36,490,000 41,360,800

新竹縣 40,048,800 58,406,388 98,455,188

新竹市 4,165,600 9,266,000 13,431,600

苗栗縣 6,740,400 2,660,000 9,400,400

合計 102,040,800 196,414,388 298,455,188

各縣市自行車旅遊待改善縫合預算

備註：以上預算為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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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3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與遊程規劃

主軸線+旅遊圈

北臺同心串起主軸線
各縣市發展旅遊圈

約2.34
億元

1-4 北臺自行車旅遊發展構想方案

• 根據4梯次32場拜訪會勘八縣市

• 3場次專家座談會建議

• 提出23項行動方案

• 包括15項跨縣市計畫與8項各縣市計畫

• 行動方案共分為三大類：

A.政策類計畫~3350萬元

B.整合及改善類計畫~1.77億元

C.行銷計畫~2330萬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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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安全&教育服務設施

推動聯盟
A2

觀光行銷類 自行車道&服務園區

國際魅力 雙北園區 APEC 套裝遊程 兩鐵旅遊MICE

入口網站
APP   

A4

C1

A3

自行車
電影

C5

A1 B5

B2

鐵馬驛站 支線旅遊

B1

C4
北臺LOGO Bike&Bed

C2

C3

B3

B4

Bike on air
A5

13
推動自行車旅遊行動方案經費需求2.34億元

北臺自行車旅遊
推動聯盟計畫
經費:350萬元

產
官
學
研.

中
央
與
地
方
的
共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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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賡續爭取101年「國家建設綜合評估規劃作業」提案

計畫名稱 申請經費 主政縣市 審查結果

1.北臺自行車策略聯盟推動計畫 4,500,000 臺北市政府

案屬平臺機制運作，建議由

區域平臺負責操作

2.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 4,500,000 臺北市政府 獲101年度補助計畫

3.北臺自
行車網絡

系統主輔

軸線縫補
計畫

濱海台2公路舊草嶺隧道（南
口公園）-宜蘭頭城烏石港

108,548,388 各縣市政府

案屬工程計畫，未符

經建會101年度補助

範疇，不予核列。

宜蘭頭城烏石港-竹安橋（得
子溪口）壯圍鄉東港濱海自行
車道
冬山車站－蘇澳新站－南方澳
漁港（中城橋）

羅東溪至安農溪

北臺自行車旅遊主輔軸線之新
北市轄內斷點改善計畫

新竹縣山線自行車道縫補計畫

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串接計畫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延
伸工程計畫

總經費 117,548,388

貳.與全球自行車旅遊組織接軌

• 2012 Velo City Global全球自行車城市大會
• 來自全球六大洲、超過40國家、近一千人
• 介紹北臺推動自行車旅遊的案例

擔任大會主講人keynote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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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ycle Tourism in Taiwan 
ASIA BEST CYCLING DESTINATION

17

歐美亞洲市長積極出席並爭辦Velo-City大會

丹麥(2010年主辦)歐丹斯市長Steen Moller溫哥華市長Gregor Robertson舉辦2012大會
完成400km自行車道規劃建設

2013主辦維也納副市長Maria Vassilakou 韓國昌原市市長补完洙(爭取20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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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EUROVELO路網

ECF負責歐盟自行車Euro-velo
秘書長Adam Bodor 

ECF秘書長Bernhard Ensink博士

ECF- European Cyclists 
Federation(歐洲自行車聯
盟)主席Manfred Neun 

國際鏈結

北臺

ECF
ADFC

Qubec

參.臺灣發展自行車旅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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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助向中央爭取北臺自
行車旅遊觀光行銷類計
畫經費

2. 整合推動北臺雙鐵旅遊
3. 整合協調各縣市系統建

置子計畫與旅遊圈
4. 進行自行車旅遊服務園

區招商作業示範計畫

跨產業跨部門資源整合機制

21

中央政府
交通部、體育署
教育部、環保署
營建署、公路總局

觀光局

地方政府
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縣、新竹縣
新竹市、苗栗縣
基隆市、宜蘭縣

學研機構
NGO、NPO

協會、外貿協會
顧問公司

國際組織
ECF .  ADFC

VELO QUBEC
CYCLING 
EMBASSY

交通事業
台鐵局
民航局

機場公司

旅遊業
旅行業
旅館業
餐飲業自行車產業

TBEA
CHC

北臺八縣市
自行車旅遊
推動聯盟

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成立計畫

北臺自行車旅遊行銷
映画「台湾自転車旅行紀行（仮）」

日中合作企画

22

• エグゼクティブプロデューサー：大和田廣樹
• 監督／脚本：杉山嘉一
• 撮影：長田勇市
• 本編９０分（HD撮影）
• ロケ地：台湾
• 予算：1300万円
• 撮影時期：2013年4月以降
• 公開劇場：Tjoy東京バルト９ほか日本七大都市及各地城市
• 公開予定時期：2013年9月以降
• マンガ化決定（掲載雑誌、出版社。講談社、角川書店、マックガーデン)
• 予定作家：森永あい （「山田太郎ものがたり」「キララの星」）
• ゼネラルプロデューサー：狩野善則
• プロデューサー：朱永菁

• 協賛：台湾交通部観光局ほか.捷安特.日本JTB

與好萊塢製作人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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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議題
• 交通議題組~雙鐵旅遊
• 產業議題組~自行車觀光
• 治安議題組~警消救援
• 教育文化組~6+2=8

Schweiz Mobil執行長Lucas整合瑞士國鐵與自行車

德國ADFC執行長Burkhard Strok成功推動
5000家Bett & Bike (since 1995年) 

以動感經濟超越有感經濟
繼續努力推動自行車旅遊

24

跨域
加值

區域
治理

自我
營運

2.34億觀光
行銷計畫

1.02億標誌
系統整合

1.96億改
善點計畫

5.3億元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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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遊行 YouBike Parade

刊登在歐盟ECF電子報

2012溫哥華自行車遊行

恭請裁示事項

一、有關本計畫規劃構想與方案後續推動，提請裁
示。

說明－北臺8縣市依本案主輔軸線、策略與構想方案，持續
推動本計畫，積極爭取體委會「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
連建設計畫」相關經費補助。

二、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推動由區域平臺賡續推動，
提請裁示。

說明－透過區域平臺機制列為未來優先合作項目，包
括：。

1.北臺自行車旅遊觀光行銷類計畫

2.整合推動北臺雙鐵旅遊

3.整合協調各縣市系統建置子計畫

4.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示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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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宣示 

北臺「騎」心協力共創綠色悠活 

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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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宣示：北臺「騎」心協力共創綠色悠活 

自行車道約有 150 公尺的緩坡上升路段，除騎乘外也可牽者著自行車漫

步至跨提平臺，另也有木棧步道可供選擇，感受有別於在城市的忙碌與

喧囂，盡情享受自在、低碳、綠能的綠色悠活。 

 

59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101 年度第二次副首長會議 

 

 

 

 

 

60


	北台觀點
	北台觀點插頁
	北台觀點內容
	8縣市副首長的話_瀏覽

	Doc1

	北台第二次副首長會議_手冊議程目錄_改
	北台第二次副首長會議_手冊內容
	組合 1
	北台第二次副首長會議_插頁_改

	報告案一_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101年副首長會議辦理情形_改
	組合 2
	北台第二次副首長會議_插頁_改

	報告案二_100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委辦計畫辦理成果_改
	2.4
	組合 3
	北台第二次副首長會議_插頁_改

	報告案三_101年議題組行動方案成果_改
	組合 4
	北台第二次副首長會議_插頁_改

	報告案四_101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提案計畫_改
	2.4
	組合 5
	北台第二次副首長會議_插頁_改

	報告案五_首長年會辦理情形_改
	組合 6
	北台第二次副首長會議_插頁_改

	專題報告
	組合 7
	北台第二次副首長會議_插頁_改

	北臺「騎」心協力共創綠色悠活參考資料
	北台第二次副首長會議_插頁空白
	北台第二次副首長會議_插頁_12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