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臺跨域合作機制規劃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探討全球化年代下的北臺跨域合作機制。台北市與鄰近七縣市為了強化競

爭優勢，帶動地方發展，自 1987 年起便致力於北臺區域合作機制，並於 2005 年設置

北臺區域發展合作委員會。 

在各縣市首長的積極推動下，該委員會已成為地方政府跨域溝通的平台，會議共

識已提出多項合作計畫。但囿於預算與人員編制問題，其功能受到相當程度的侷限，

使得委員會所制定的決策無法執行。經由北臺區域合作以回應全球競爭的效益，仍有

待落實。 

考量北臺區域的社會經濟現況，以回顧文獻與全球區域治理的相關案例為基礎，

本研究提出正式化程度及行政部門參與水準兩大構面，建構概念性的分析架構。研究

內容安排如下。首先回顧全球化時代區域治理議題的理論基礎，其次，藉由實務標竿

案例探討，萃取跨域合作的成功要素。接著我們將以批判觀點探討北臺區域發展合作

委員會的運作進展。之後，則由北台區域此刻面對的特定議題著眼，設計對應之可行

機制。最後本研究將指出：回應現實環境變遷，北臺跨域合作機制之調適演化的路徑。

預期本研究成果將可促使北臺跨域合作更為具體有效。 

 

關鍵詞：區域發展、區域、合作、機制、北臺 



The Study of Mechanism Planning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t Northern Taiwan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feasible mechanism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rn Taiwa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o facilitate local development with bette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n the global scale,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ogether with 7 neighboring county 
governments, has been working on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Northern Taiwan 
since 1987, and launched the Cooperation Committe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Taiwan in 2005.   
 
The committee has successfully become an intergovernmental communication platform 
thanks to the government leaders’ active participation, leading to various cooperative project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rising from the consensus conclusion of the committee. However, 
it has been constrained, to some extent, by the lack of official budgets and supporting staff, as 
a result, decisions made by the committee have had limited progress in terms of the 
implementation plans needed.  Thus, the anticipated effect of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line 
with the rising global competition is yet to realiz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ocio-economic reality of Northern Taiwan, and drawing o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practices of regional governance renaissance around the globe, this 
study takes the level of formalization and the degree of governance of local government as 
two analytical dimensions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The structure of the study is 
arranged as follows.  Firstly, we start with theoretical review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 era. This is followed by best-practice benchmark case study to extract the essence of 
succes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Thirdly, we will critically examine the progress of the 
Cooperation Committe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Taiwan. Taking all above 
together, the design of feasible mechanisms for some specific issues will be proposed. Finally,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way the mechanisms should be adopted and evolve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changing reality. Th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study hopefully can pave a 
way to a more substantial and effective regional cooperation. 

 
Keywords: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Northerne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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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 25 年間，「資訊革命」與「全球經濟整合」

改寫了地景。城市不再孤立地存在，而表現為跨界都會網絡的

串連；例如北加州灣區、臺北新竹科技走廊、以上海為中心的

長三角，三大連綿都會帶之間的電子業越界連結。於是在新的

經濟規模與空間組織邏輯下，「城市區域（city-region）」因而

成為競逐全球網絡節點時的空間單元，藉由整合超越單一城市

的資源與功能，都會區域扮演越來越重要的角色，並且在不同

競爭軸線上，都會區域結合了跨尺度的資源與功能，在全球層

次上競爭。都會區域的競爭力，不在於僵化的尺度內所掌握、

所固鎖的資源與功能；而在於適應競爭軸線的特性，有效地搜

尋與集結所需的資源與功能。 

一、 亞太地區興起：機會與挑戰 

亞洲在歷經 1997 年的金融風暴後，首爾、新加坡的經濟景況

已重新揚升；香港亦走出回歸陰影再次復甦，而東京更是收拾

了泡沫經濟以來的殘破，逐漸回歸全球經濟核心。2005 年上

海洋山深水港完工，配合過去一核六帶的布局策略，泛長三角

儼然成型。上述城市近年發展的共通點，正在於它們的競爭策

略均著眼於地緣特性，積極整合週邊區域以強化自身既有優

勢，以在經濟動能朝向亞洲移轉的全球化過程裡，攫取戰略地

位，帶動城市—區域的發展。 

二、 「北臺都會區域」：作為臺灣連接全球網絡的節點 

持續進展且越形複雜的全球化，對於臺灣的經濟、社會、政治

的各個層面，都發生了非常根本性的影響。在經濟和產業發展

的層面上，回應全球化的進展，臺灣繳出非常漂亮的成績單，

以新竹科學園區和北臺科技走廊，高科技產業為發展動力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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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臺灣經濟奇蹟。在全球生產分工網絡中，北臺區域與美國加

州矽谷、中國上海長三角，這相互不連續的三個區段，彼此之

間藉由越界生產網絡的連結，構築出一個具有顯要性意義的互

惠區域發展模式，而將北臺都會區域納入全球都會網絡之中，

成為一個不容忽略的關鍵節點。 

也就是說，做為都會區域的特定功能核心城市（core city，如

北台的新竹，之於科技研發功能），或全面性地首要城市

（primary city，如北台的台北市），所具備地搜尋與集結能力

（capability of sourcing and linking），決定了都會區域在這個功

能上（或全面性地）之整合合作的區域尺度。 

同時，隨著全球化影響範圍的快速擴張、衝擊層面的一再深

化，從空間規劃和區域治理的角度，全球在資源和分工角色上

的競爭，我們也看到一種新的空間形式，在漸漸的發酵。「城

市區域」這樣的空間尺度，越來越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如

今，單一城市的資源與能力，已不足以回應這波全球化浪潮所

帶來的機會與挑戰。區域功能整合，以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

效回應其他向度的議題，包括社會、環境、文化與政治等，成

為當前空間治理的一項重要課題。 

臺北市亦深知以其 272 平方公里與 263 萬人口，斷難登上全球

經濟之競技場；故亟思核心城市與周邊區域之合作機制，積極

集結北臺都會區域各縣市的力量，包括 9,173 平方公里的土地

與 1,051 萬的人口資源，尋求合作結盟。為了競逐全球網絡節

點的地位，須以城市區域尺度的北臺都會區域之跨域合作，取

得制度性支持與調控能力，以適當的規模與資源為治理範疇，

來因應全球化不斷變遷且複雜發展過程中，各種尺度的空間分

工挑戰與領域治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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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域合作」勢在必行，「治理機制」亟需深化 

但須承認的是，領域治理被放入具體的社會脈絡下時，其政治

過程實為關鍵。北臺都會區域的領域治理與合作機制，也必須

在臺灣整體的制度框架之下，務實地尋求可執行落實的行動契

機。在外向的經濟動力與內向的認同政治操弄下，臺灣正苦於

結構性的矛盾中；票箱政治的運作邏輯，決定國家資源分派與

制度調節的趨向。 

為了強化內向政治認同之中央地方權力集團（central-local 
power bloc）的結盟關係，中央政府可說是反而更集權化了；

且在制度結構面上，顯現出一個依據規章行事的剛性國家

（rigid state）特性。對於如何促成制度之間的接合彈性、部門

或組織機構間的合作方案，以有效回應全球化對領域治理的挑

戰，並非臺灣當前制度調節所考慮的重大議案（agenda）。 

以臺北市為首要核心的北臺都會區域，清楚體認跨域治理的迫

切需求，也深知無法坐等一個理想中的政府行政部門組織調整

與制度改革之降臨，因為北臺都會區域的各地方政府，與中央

政府之間，存有難以彌平的、非友善的政黨屬性差異。北臺都

會區域的整合在這背景下，由北臺各縣市政府發起，自 2004
年開始表達合作意願；隨後於 2006 年組成「北臺區域發展推

動委員會」。 

然而該委員會為一非正式之合作組織，對成員約束力較為薄

弱，決議事項亦不一定必然執行，因之仍無法有效的保證設立

宗旨之達成。到今天，在非正式的合作架構下八縣市已就八大

議題個別推動，在各縣市之配合參與下，各種合作議題在此討

論與協調，形成一個溝通平台與管道。其中，遊憩議題與交通

議題更由基隆市與桃園縣引入專業團隊，提出更明確的操作方

針以及執行內容，卻也發現無論在政策層次、法令層次、執行

層次，現有框架下的合作機制逐漸無法承擔。畢竟，委員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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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非正式的合作組織，對成員約束力較為薄弱，決議事項不

一定必然執行，無法有效的保證設立宗旨之達成。長久而言，

合作恐怕有逐漸鬆動或弱化、甚至淪為形式之虞。而將因缺乏

有效的空間治理，無能回應全球化的挑戰，使北臺區域無法持

續接合在全球都會區域的網絡之中。 

基於上述處境，本研究希望透過學術上的探討與對話，提供北

臺都會區域合作機制之建議與策略，以促進北臺都會區域資源

的有效整合，提升北臺區域之國際競爭力。同時，本研究成果，

並可作為臺灣其他都會區域建構合作機制之參考，以及後續深

化探討區域整合制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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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針對既有北臺都會區域合作機制及其相關背景

進行探討，並透過國內外案例深入的比較分析，期望有助於建

立可落實之跨域合作機制，強化合作機能，並降低政黨代議政

治下民選首長更迭之影響，促進落實跨域資源的整合，以創造

北臺都會區域之競爭力，使人民共享福祉。藉由研究成果之指

導，確保未來之跨域合作機制，能促成有效的領域治理順利運

作，提升決議效能並加速決議事項之決行，同時排除政黨輪替

可能之困擾。 

 

 

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研究範圍 

一、 研究內容 

本案研究內容為探討跨越北臺區域內各縣市政府行政疆界之發

展合作，未來合作機制的研究。 

本研究認為，應以更寬廣的觀點界定跨域合作之「機制」，其包

括「各種議題、事件與觀點，經過各種正式的法制與行政流程，

或透過非正式討論、協商，最後付諸行動以及產生影響與結果」

的整體過程。其中所涵蓋的元素包括：參與組成的結構、資源

（人員與財源）的來源與運用、協商互動運作架構，以及探討

影響的議題或事件；並納入時間軸的思考，探索機制轉進的可

能趨向。 

目前的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為行政部門所推動的組織，（參

與組成結構）其「推動過程」（協商互動運作架構、資源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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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運用）、「推動成果」（影響的議題或事件）、過程中產生的各

項「困難與問題」以及其所處的「社會政治脈絡」，均為本研究

進行經驗分析（empirical analysis）時的重要觀察對象之一。 

二、 研究範圍 

本研究所稱之「北臺（都會）區域」，在空間範圍上包括：宜蘭

縣、基隆市、臺北市、臺北縣、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

栗縣等 8 縣市，土地總面積達 9173 平方公里（占臺灣全部土地

25%），2007 年 5 月總人口 1,051 萬人（占臺灣全部人口 46.2%），

於 2003 年營利事業銷售額達 18.23 兆元新台幣，占全臺灣總額

比例之高達 66%。 

本案研究範圍則根據當前全球經濟帶來的競爭現實出發，探索

各種跨領域合作的經驗，以及回顧過去北臺區域發展合作的歷

程，並加以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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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一、 研究方法 

可行的政策，需要兼具政治可行性（political feasibility）與行政

可行性（administrative or organizational feasibility）；實則利害關

係人分析（stakeholder analysis），可以進一步向社會學、政治經

濟學汲取分析視角與洞見，例如可採用社會群體的角度來分

析，某一政策對於各社會群體的利害得失，作為評估政治可行

性的依據。政治可行性評估的制度基礎，是對程序的理解。因

此，理解政府部門跨域合作的通常程序及其障礙（第二章）、理

解現行的北臺合作委員會的運作程序（第三章）、理解現行議題

的推動程序（第四章），有助於我們研提具有政治可行性的跨域

合作機制（第六章）。具體的研究方法羅列如下： 

(一) 文獻蒐集 
蒐集過去對北臺區域合作之各種文獻、論述與會議研討內

容，作為進一步分析探討的基礎。 

(二) 知名案例比較與分析 
整理各國知名案例，依照其組織特性、正式化程度、合作

議題、民間參與程度多寡作一分析比較。  

(三) 舉辦專家訪查座談會 
邀請在都會治理、區域發展、行政法制等相關領域之專家

學者一同進行專題座談。 

(四) 資料分析 
根據研究架構提出未來北臺區域合作可以發展的模式，並

且逐一分析其優勢、劣勢、機會與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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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擬發展策略 
提出本市未來具體之短、中、長期的北臺區域發展在合作

機制方面的策略。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取務實的態度，充分考量可能的限制，以探討合作機

制之建立。以使北臺跨域合作機制，能夠促進區域內有關之重

大發展計畫與各區開發建設，彼此能相互協調規劃、分工合作，

發揮整合加乘效果，並快速完成，以提升整體競爭力。 

在實務限制上，考量因素可能包括：政黨輪替、經濟發展、地

方財政與民意反映等；若涉及組織設立，還必須兼顧法制與執

行層面（人員、經費），或納入非政府組織（NGOs）、社區組織

等共同體的考量。 

就方法論層次，「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如何界定，

將影響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以及其意涵。本研究案將界定為「觀

察者」與「分析者」的角色，而非直接涉入機制之「作用者」

甚至「主導者」，以期提供更全面、客觀的建議。 

本研究案之客觀限制主要包括研究時程（共 8 個月）、研究經費

的限制。考量上述限制，將對本案文獻整理的詳盡程度、訪談

的人數與時間安排、座談會研討的課題涵蓋層面及研究成果的

詳盡程度有所影響。本研究將在此限制下勉力完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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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回顧 

一、 從全球城市到城市區域（city-region） 

—資訊時代的空間形式與國家角色 

全球城市之興起，是本研究案非常關注的理論概念與現象。基

於特定的歷史與社會情境，加以技術創新所提供的可能性，網

絡的邏輯重構了全球化年代下的經濟運作與其空間型構。 

Saskia Sassen（2001）指出，在跨國公司布局全球分工體系之時，

高度分殊化的專業服務以驚人的集中程度匯聚於大都會的核心

區域。而對於都會區的政府而言，最頭痛的難題則是該如何提

供、調節這些支持龐大生產力所需的各種基礎設施以及附屬的

相關生產與服務活動，以及更重要的，維持大量的公共設施以

營造宜居的、吸引人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網絡化的程度不

但滲入生產活動，更關乎能否納入民眾意見，接上恐被排除的

地方空間，修補治理體制的危機。 

專研全球經濟趨勢的英國學者 Peter Dicken（2005）也認為在新

的全球競爭當中，跨國公司反而可能「與投資所在地區的經濟、

文化、社會條件的互動更為深刻」。但快速的都市化使城市人口

劇增、生活環境惡化、公共設施大量不足；反觀外圍的鄉鎮地

區，面臨的卻是教育水平難以提昇、可支配收入偏低、勞動力

大量外移等截然不同的課題。這是同一股力量在區域內部的竄

流拉扯。「單一城市」被「城市-區域（city-region）」取而代之，

成為當前全球經濟運作的空間單元。 

在這個脈絡之下，國家（state）的角色已由傳統的管制規範性

質，轉向引導、管理性質的「治理」（governance）角色。政府

的職能，由資本管制者（regulator）的控制資本發展，轉而成為

資本發展的中界促進者（facilitator），提供市場動力的基礎設

施、激發資本的發展。（Harvey, 1989; Moreau, 2004）在這套治

理的架構之下，國家角色的發揮，不是透過一整套規則、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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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活動，而是經由一個過程；不以控制為基礎，而是以協

調為手段；不僅涉及政府之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或任何

中介的第三部門；不仰賴任何一種正式的制度，而是持續的互

動。（Peters, 1996; Judge and Stoker, 1995） 

因此，本研究看待北臺跨域合作機制的整體過程，參與其中的

成員，可不僅限於政府部門；資源的來源與運用，也不僅限於

法令規則或行政控制之下；關注形塑跨域合作之協商互動的運

作架構，以及持續互動所影響的議題或事件。 

二、 區域競爭—以實際議題創造有利環境 

產業經濟學指出生產力的來源在於資本投入、生產工具、原料

以及勞動力共同組成的函數。為因應資訊年代的新形勢，我們

的理論假設中將強調「資本投入」與「高素質的勞動力」這兩

個生產要素的地位。 

提出競爭優勢與國家競爭優勢的大師 Michael Porter 在其著名

的「競爭力鑽石模型」中早已指出國家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

創造可吸引人才與資金的「支援環境（supported environment）」，
讓在地的產官學連結能夠發揮力量。北臺都會區域之所以非整

合不可，正是因為單一縣市政府的權限與資源皆不足以創造支

援環境，包括法規制度面、產業發展與投資設址、生活圈與公

共服務的提供，和環境經營管理面等議題皆屬其範疇。 

在區域競爭的勢態下，回應全球化之跨域空間治理，可能會涉

及以下幾種類型的政府行動，以提升政府的行政效率、回應多

元參與的期望、解決都市發展的問題、構築支持資本發展所需

的基礎（infrastructure），以及達成所需要的溝通協調功能。 

(一) 政府提供服務方式的調整，採取行政契約、行政協定或協

議等方式，將特定事權給讓渡出來。例如：美國地方政府

自發性整合的地方政府議會（Council Of Government）、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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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半 獨 立 性 非 政 府 組 織 （ 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半官方機構）、歐盟區域委

員會（超國家機構）、湄公河流域整治與開發（the Mekong 
Basin，非政府組織之 NGO）、乃至於德國 IBA 有限責任公

司（民間部門）。 
(二) 政府行政組織或功能的調整，或成立新的政府機構，以使

特定議題或全面性的行政運作，能夠涵蓋所需的區域範

圍，例如日本廣域行政以共同處理防災、觀光或產業發展

等事務性協調，或國內學者倡導成立區域政府的取向。 
(三) 政府組織間合力處理，採取政策網絡關係或區域性聯盟形

式，透過相互規範及義務，並分享價值與信任。如美國許

多地方政府之間，針對在特定議題上，合作原則處理彼此

間的共通問題。 
在這些政府行動中，經常是以特定議題或事件為起點，以受議

題或事件影響範圍內的政府公共部門為主要參與者，納入必要

的私人部門或第三部門，透過各種形式的協商互動運作架構，

經由一定期間的持續互動，來達成其提升區域競爭力的目標。 

三、 跨域合作機制的類型與性質 

其中，協商互動的運作架構，可以有非常多種的形式。美國學

者 Christensen（1999）指認出八種的夥伴類型，來描述政府之

間的跨域合作型態1。納入時間軸的思考時，這些合作型態可能

呈現出線性進展的階段性歷程，如下圖。由獨立運作出發，以

這樣的順序轉進：（1）交換資訊、（2）共同學習、（3）評估與

檢討、（4）共同計畫、（5）共同負擔財務支出、（6）聯合行動、

（7）聯合開發、（8）機關合併。 

                                                 
1 有學者亦將之再作細分，將美國跨域合作模式區分為 25 種合作與管理模式，可參見陳立剛（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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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政府間形成夥伴關係光譜圖 
註：紅字表示目前北臺跨域合作的現況。 
資料來源：溫蓓章等（2007）：3-45。 

 

然而，這樣的觀點未免失之線性且單向。畢竟協商互動運作架

構的轉進，並不必然（或必然不是）機械式地遵循著固定的線

性進展模式。極有可能因為參與其中的成員結構變化、資源來

源與運用成效、核心議題或事件的轉化（或解決消失），而使得

協商互動運作架構跳躍進展，甚或轉向另一方向逆轉。 

對於政府內部府際或部際的合作，公共行政學者 Edwards（1980）
指出：合作的關鍵，需要思考幾項要素：（1）討論溝通技巧、（2）
資源運用、（3）執行人員態度、（4）官僚體制結構等因素。這

個看法，實則混雜了有關於「制度面」和「人員能力面」、及「動

機面」的因素。這是因為，任何涉及官僚體系的合作問題，都

必需同時處理制度面和人員面（誘因體系與能力培訓交流）其

中必然有協調（coordination）和協商（bargaining）的兩種過程，

才能兼顧組織利益和個人動機；藉由協調 coordination 的過程，

釐清真正共享的意念，藉由協商過程，影響參與者彼此的偏好

結構（preference structure），經由溝通找出偏好結構的可調整空

間，創造出合作的可能。 

在協商互動的運作架構中，除了創造出彼此溝通的平台，同時

也要重視搭配的評估系統，提供合作機制成效的回饋。Moe
（1984）認為：評估系統所依據的資訊來源，經常是管理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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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的問題；他建議的解決之道，則將成效的監控權，交給受

此影響最大的人民。因此，我們也要思考，在協商互動的運作

架構中，適度納入人民監控合作成效的機制。 

從賽局理論的角度，則認為個體間互動的情境只有兩種：（1）
衝突：涉及各行動者考量自身利益分配與成本；（2）協調：提

供資訊、溝通與協調，促成協同行動。相當多的思辯案例，如

雙人模式的囚犯困境或獵鹿遊戲（源自盧梭，人類平等的起源

與基礎），均說明在溝通不良的狀況下，無法獲得最大利益。中

國古書當中的預言，一對兄弟打雁、爭辯烹煮食用方式的過程

中野雁已經不知去向，更說明了：溝通不良且堅持己見的狀況

下，可能錯失時機，而一無所獲。 

事實上，真實世界裡，特別是涉及政治與公共管理的領域，經

常出現的狀況便是類似的情境：堅持小差異、忽略更大的共同

利益，特別是在各種（水平與垂直合作）問題的解決方案上，

可能多到無從選擇，各方案差異微小或難以釐清敘明比較。這

個選擇的過程如果處理不當，會成為一種社會困境（social 
dilemma），成為跨域合作管理上的壓力。Calvert（1992）認為，

此時領導權（leadership）扮演了關鍵的角色，藉由領導權提供

選擇的方向或焦點（focal point），而能幫助這個機制在眾多可

能性中，辨認出少數的，甚至是唯一的執行方案，減少許多不

必要的協調溝通。對於平行單位間的合作問題，賽局理論經常

建議應該要建立長期的互動，以建立互信與相互控制協商的組

織文化（Axelrod, 1984、Kreps, 1990、Miller, 1992） 

務實地省思，一個跨域合作機制，並非是純粹的「研究議題」，

更包括了「政治議題」，深刻地仰賴參與其中的成員認知、和互

動的過程。這種互動經常是一種策略運用的歷程，有時候可能

遵循著多方賽局理論的利益計算與競逐法則，有時候則是衝突

與化解的過程。在互動過程常見的合作機制陷阱課題，有關於

經費分擔、共同服務工作的利益與管理爭議等權利義務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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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合作期限相關之生效程序與後續處理；以及非充分信任互

動網絡所需要的監督和糾紛協調機制與程序等。故而難以逆料

合作機制能否達成預設的目標。 

因此，研提北臺跨域合作機制，不能基於理想性、規範性期待，

描繪出一套短、中、長期的進展藍圖。亦即，本研究將不主張，

由學理分析或國際比對案例的學習方式，研擬一套抽離議題的

剛性規範，如財政、法制、行政等體制面的措施構想。因為，

這些措施構想，即使在思辯層次上充分兼顧了法制與執行層面

（人員、經費）之限制，但卻因逕自抽空了在地的議題與成員

協商互動，以及其中獨特的權力競逐過程，而有務實落實層次

上的疑慮。類似的例子可以國內外之區域計畫、組構區域政府

等策略之無法落實，作為為前車之鑑；這些策略通常都經由專

家深入研討，規劃完善、思慮周密，但仍然無法落實。因為涉

入其中的成員（政府部門）之間各自獨立，彼此之間既合作又

競爭，針對議題計算各自得失，以作為採取行動的基礎。這些

跨域合作的互動過程，往往逾越了計畫理性所可估量的範疇，

使得縝密規劃的策略顯得失焦，而無法朝向預期的方向推進。 

本研究認為，必須要以特定議題或事件作為思考起點，從參與

者、協商互動運作架構、資源的來源與運用等層面，探索議題

發展之動態過程中的重要轉折與可能趨向。 

四、 領域性治理（territorial governance）呼之欲出? 

這裡所談的「治理」（governance）是一種基於鬆散的個別網絡

所建構的彈性公共決策制定模式。與管制（regulation）或管理

（management）相較下，治理所意味的正是更為公開、複雜的

協商網絡互動過程，特別是強調政府與非政府行動者間的網絡

關係。 

領域治理概念最核心的部份是政府角色的轉變。它主張政府角

色的協調性與組織性作用，與過去發展掛帥國家、社會福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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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等，在性質上有相當大的不同。這個概念既拒絕過度簡化地

要求政府無作用，放任市場機制，也不單純以大有為國家干預

一切，坐大了官僚政治。 

它包括不同層級的官僚系統在一個特定領域中的治理方式，其

中有垂直關係也有水平跨行政區關係。這種「垂直整合」中央

與地方、「水平連結」不同地方政府所形成的以城市-區域

（city-region）範圍的領域治理，其目的就是要突破中央集權與

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的困境，共同合作解決城市-區域的各項都市

與社會問題，以及，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讓地方的活力取得必須

的「制度性支持與調控能力」（夏鑄九、成露茜，1998）。 

換言之，這是一種新的「領域權力分工」（new territorial division 
of power）。用領域治理這個概念考察全球經濟中國家與社會間

之特殊關係，暗示了全球與地方間國家之新形式，以及，地方

政府超越過去強大的國族國家體制的新可能性。 

然而，國內學者研究在探討臺灣推動領域治理機制時，經常指

出以下三種類型的制度障礙或挑戰（黃錦堂，2001、周志龍，

2002、趙永茂，2002、李長晏，2004、紀俊臣，2004、劉坤億，

2006）。 

(一) 國家權力結構傾向於中央集權，地方自治權力與責任相當

有限。一旦課題跨越行政區域界線，所屬法制規範均將事

權或財政權劃歸中央，地方政府缺乏合作的實質權限或資

源。例如地方制度法第 21 條規定：涉及跨縣市之自治事務

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自治團

體共同辦理；條文內容優先強調上級政府的統籌指揮，並

未能促進地方政府共同合作。 
(二) 政治利益掛帥，黨同伐異，形成不同政黨的分治政府

（divided government）現象。基於政黨屬性或意識歧異，

無法協商趨向共同利益，難以形成有效合作，以協力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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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問題。 
(三) 實際可運用的資源方面（人員與財源），則受制於行政轄區

劃分切割與地方政府層級差異，導致政府行政措施的本位

主義（受制於議會限制），以及政府機構的能力差異，包括

人員能力、預算能力與可運用之政策工具之能力，均有相

當落差的情形下，難以形成能夠有效溝通、合作落實的跨

域合作機制。這也呼應了國外政治學及公共行政管理學的

推論（如 Wilson, 1989、Bardach, 1977、O’Toole, 1988），主

張政府「分工但不合作」是一種常態，因此，若無刻意推

動，則只存有跨域管理的分工，不會出現「跨域合作」。同

時，即使推動「跨域合作」，仍須面對政府分工不合作的現

實（制度、人員心態與能力）。 
因此，在探討北臺跨域合作機制時，必須（1）正視政治過程的

現實限制，關注參與成員的協商互動運作架構，如何超脫政黨

意識基本教義限制，和啟動與中央協商權力的動能；（2）並應

務實面對政府機構之資源能力落差，導入橋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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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分析架構— 正式化程度 vs. 行政參與程度 

一、 基本假說 

前述由理論層面探討分析，可以得到幾個重要線索，以作為研

提分析架構的理論假說。 

(一) 當前能夠有效回應全球化挑戰的跨域合作機制，指涉的是

一個以協商調節為手段的治理過程；而不是一套規則法

令、一組組織制度或一種活動。因此本研究關注的跨域合

作機制，焦點不在於財政、法制、行政體制上的措施，而

是在國家-資本-社會的現實土壤上，推動一個具有創新意涵

的治理過程，其中能夠含括相關作用者，以協調為手段，

持續的互動，以趨向跨域共同利益的目標。 
(二) 參與跨域合作機制的行動者，可包括政府部門的代理人，

以及政府部門以外的成員，如非政府組織 NGOs、準官方

機構、民間部門等，在持續互動的過程中，各自朝向區域

治理的共同目標邁進。由政府部門公共主導之行政管制規

範，朝向一個能夠包容多方形動者參與、協調、互動的治

理結構，二者差異關鍵議題之一，即在於「公部門主導參

與的程度」（authority of governance），換言之，也是開放非

官方成員參與的程度。 
(三) 跨域合作機制經常以特定議題或事件取得動能，合作的目

標或形式會涉及到相關政府組織之既有事權的移轉，以及

隨之而來的資源運用。因此，議題是影響跨域合作機制的

主要起源，同時，也會因議題不同、互動過程影響，而涉

及不同尺度的合作參與。亦即，議題導向和尺度彈性，是

思考跨域合作機制的兩個出發點。 
(四) 跨域合作機制之協商互動運作架構，需能超脫政黨意識基

本教義限制，啟動協商新的中央-地方權力結構的動能，並

能橋接政府機構之資源能力（人員、財源）落差，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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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落實的可能性。陳敦源（1998）認為，在有限資源的

前提下，政府將資源運用在兩方面（1）創造公眾利益，（2）
部際與府際的溝通協調和衝突疏導（即為「行政成本」或

「交易成本」）；因此，減少部際與府際的溝通協調和衝突

疏導成本，將可有助於保留更多的資源，可供應用至公共

利益的創造上，成立一個部門或組織的成本，若是超越其

所能改善新增的公眾利益，則不應當設置。亦即，北臺跨

域合作後續的機制，可由成本考量，思索較少交易成本的

方案；或者能夠充分證明該機構/組織的成效，才考量大規

模的組織與人事制度設計。「法制化」（legislation）固然是

跨域合作機制能夠持續運作的基礎，卻不必然應訴諸調整

政府組織架構或法制規範；因為政府內部的調節，雖有益

於彌平資源能力落差，卻無助於克服現實的政治認識論障

礙。相對而言，「正式化」（formalized）的民間組織，也可

是一種持續運作的跨域合作機制的可能選項。 
基於以上理解，並考量本案的核心精神，在於尋求一可操作並

能產生效果的整合性方案，包括但並不侷限於現有的法制框

架。以下擬以「組織或機制正式化之程度」，以及「公部門執政

與行政人員投入比重的多寡」，作為比較的參照。以這個架構檢

視現行「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運作的性質，並且據此提

出幾種可供後續發展的模式。 

二、 現有委員會制度：「非正式」、「行政首長高度參與」 

現有的委員會制度，最重要的兩大特色如下。第一，由於無一

般行政命令與法令的直接依據，故權宜性地組織了北臺委員會

作為最高決策機構；第二，相較於正式法律所賦予的行政、預

算與人事職權，由委員會組織的形式作為推動機制自然需要加

強其正當性以及推動誘因。因此，過去數年中委員會的成員均

直接為北臺各縣市的民選執政首長，以賦予各合作推動時的動

力與責任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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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案所要處理的議題不僅是理念上的架構，更負有如

何突破現行法律框架與行政體制，提出一套務實而可操作的思

考方向，故不循既有行政學的研究取徑，期以從更大的格局、

更能符合臺灣社會處境的觀點著眼提出我們的看法。我們將上

述兩點概念暫時簡化為一組軸線，以下圖表示： 

 

 
圖 2-2  分析架構圖示：正式化程度、行政部門參與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圖以組織或機制正式化之程度，以及公部門執政與行政人員

投入比重的多寡作為座標軸；對照下圖，則可看出現行的委員

會體制所處的定位。如同前述，民選首長的政治責任與充分的

行政授權乃是現行架構運作的主要動能，事前與後續幕僚的溝

通、定期會面與專人負責則是各項事務得以推展的充分條件。 

Formalization 

Authorities of 
Governance  

行政部門參與程度 
政府經費挹注 
政務、事務官參與 
 

正式化程度 
法源、預算、 
人事組織 

低度行政部門參與 
高度正式化 

 
 
 
低度行政部門參與 
低度正式化 

高度行政部門參與

低度正式化

高度行政部門參與

高度正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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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北臺合作現行運作機制圖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了解現行北臺合作委員會制之定位後，提出兩大研究議題。 

(一) 組織正式化（或法制化）之必要性 
首先，是否需要更正式化？也就是處理上位法源的問題，

以及行政區重劃等課題。隨之而來的，牽涉到後續北臺合

作的機制是否有剛性的行政與人事權？而編列預算等財政

事項，在當前的財政收支區劃以及代議式政黨政治的運作

模式下，該如何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分配問題？ 

(二) 各政府投入之程度、角色與方式 
其次，政府投入新的跨域治理模式時，應投入多大的資源？

以何種形式介入？跨域治理作為一個權力過程，不但關乎

國家內部權力的水平與垂直的分配調控，也涉及國家與社

會之間的關係。 

 

 

 
 
 

 

   
 

Formalization 

Authorities of 
Governance  

行政部門參與程度 
政府經費挹注 
政務、事務官參與 

正式化程度 
法源、預算、 
人事組織 

高度行政部門參與高度正式化

高度行政部門參與低度正式化

低度行政部門參與高度正式化

低度行政部門參與低度正式化

北臺合作現

行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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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國區域合作「正式化」、「行政投入」程度比較 

本研究將以上述研究架構為骨架，選擇各國推展跨域合作的案

例研討，針對「正式化」與「行政投入程度」進行分析。茲以

圖 2-4 及後文表 2-1，加以比較本研究選擇借鏡之國外案例，並

簡略說明各案例之意涵；同時，將於第四章針對個案進行完整

說明。 

 
圖 2-4  美國、德國、義大利、中國長三角案例定位之圖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美國 ABAG：以「區域規劃專業」主導政策議題 
美國舊金山灣區地方政府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Bay 
Areas Governments, ABAG），包括了 9 個縣（county，詳見

第四章第一節附註）及 101 個城市（其中 99 個為會員），

區域內人口約為 700 萬人，面積 7,400 平方英里，主要處理

綜合性的政策議題，包括各種都會區域形成後，由於人口

密集所帶來的交通、環境保護、都市更新、地方產業發展

和住宅等政策問題。ABAG 是一個正式法制化的地方政府

 

 
 
 

 

 

Formalization 

Authorities of 
Governance  

行政部門參與程度 

正式化程度 

美國 ABAG
德國  IBA 

義大利  TPs 

區域    協定 

中國長三角

經濟協調會

歐盟 

高度行政部門參與高度正式化 

高度行政部門參與低度正式化 

低度行政部門參與高度正式化

低度行政部門參與低度正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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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議會，擔負多功能、多議題的跨區域合作體制；各合

作議題下，視其影響尺度範圍，參與的地方政府單位數不

一。ABAG 經費由各地方政府分攤，但也尋求聯邦政府的

補助。除此之外，地方執政的首長亦為 ABAG 主要成員，

高度投入此一治理模式。 

而在法律與體制的差異外，ABAG 的一大特色是民眾與專

業團體引入的機制，特別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其中，更

應考量在哪些政治與社會條件下，使該機制得以順利運

作，並能有效地廣納市民意見參與？ 

(二) 德國 IBA：以「股份公司化」制度復甦區域經濟 
德國魯爾工業區案例的特色是目標明確，即產業轉型與復

甦當地經濟。具體作法為成立一名為 IBA 的股份有限公

司，以民間部門的正式機構來推動跨域合作工作，且在合

作目標完成後，此一民間公司即行消滅，再將區域治理的

主導職權交還給相關的政府組織。但該公司之監督會議與

董事會之主席皆為中央政府與州政府之首長，行政部門高

度參與，底下則由邦政府、相關城市、企業團體、工會及

環保團體等代表組成規劃委員會。 

此案例雖仍呈現相當程度的正式化，但可理解準公法人股

份有限公司的特性，如何扮演有助於緩和與觸媒的角色。 

(三) 義大利 TPs：從非正式到正式化的「區域協定」 
義大利中央政府在 1996 年通過第 662 號法案，推動「夥伴

關係計畫」（Planning in Partnership）。其中對於區域合作有

特別制定「區域協定」（territorial pacts, TPs）作為地方發展

機制。義大利早已承受區域不均發展所帶來的片段化與脫

落，嚴重影響地區經濟與社會繁榮安定。於是，以法案鼓

勵地方自行提案推動跨域合作計畫，專門對相對落後地區

提供公共建設，以及對私人創業提供貸款之協助，以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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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均衡。同時強調與銀行體系合作，導入民間資本體系

的能力，務實評估產業發展的潛力與風險。初期的非正式

性質與強烈的民間色彩為其特色；同時後期漸趨正式化的

動態演變經驗，值得作為北臺合作機制調整的參考。 

(四) 中國長三角：以城市為單位組成「經濟協調會」 
中國大陸長三角地區，2003 年由上海領頭，江蘇的蘇州、

無錫、常州、南通和浙江的杭州、寧波、嘉興、湖州、紹

興等等共 16 個城市組成了「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

起初由協調性質，到 2004 年成為工作執行的常設機構，可

見其城市發展的速度，以及長三角各城市對於區域合作之

必要性與急迫性的重視。中國長三角的跨域合作機制，是

典型的政府部門「由上而下」所發動，並在參與成員互動

建立共識的過程中，逐步將合作內容作出「由虛而實」的

轉換。 

(五) 歐盟案例：「跨尺度」的領域合作機制 
歐盟是目前世界三大經濟體之一；然而其特殊性還包括其

為世界上現存最大的多國聯盟。由於層級上歐盟甚至高於

擁有實質主權的各會員國，其性質為高度正式化且需各國

元首級、部長級官員大量投入，但以財政輔助為手段，誘

導地方自主投入，推動有利於平衡區域發展的各種尺度之

跨域合作。 

由於歷史條件使然，歐洲各國無論在社會經濟甚至文化上

均存在相當歧異之處，因此維持區域平衡發展幾乎可說是

歐盟成立的主因之一。事實上，歐盟也確實以有系統、計

畫的方式挹注大量資金，致力於區域合作、區域再生等空

間議題，故研究其合作機制，將可提供北臺區域合作機制

豐富的啟示。 

上述本研究選擇借鏡之國外案例案例特性，茲以下表作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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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外案例比較表 

參與成員及角色 
國家 

地區別 
政策議題 

創新領航機

制 
角色功能 經費來源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其他參與成員

美國 區域規劃 

高度專業化

的議題與組

織，如空氣污

染、步道規劃 

專業服務 
各級政府補助 

服務項目收入 

經費補助、

最終監督 

決 策 各 計

畫、參與各委

員會之業務

籌劃、執行 

專業團體、 

環保團體、 

非政府組織 

特定機構代表

德國 

產業活化 

地景復育 

永續發展 

股份化公司 

提 出 總 體 構

想、引導子計

畫的發展、監

督個別計畫 

各級政府補助 

歐盟經費申請 

部長級官員

監督 

州長擔任董

事會主席直

接負責、各城

市代表於董

事會作決策 

專業團體、 

環保團體 

非政府組織 

義大利 

促進區域均衡

發展、促進就

業 

法案： 

領域協定 

創造多元協商

空間、界定投

資責任 

中央政府補助 

私人投入 

（銀行融資） 

提供經費補

助 

議會審查協

定內容、銀行

負責投資成

敗 

商會組織、 

技術工人組織

工會組織 

中國 區域發展 
城市經濟協

調會 
行政部門協調 政府經費挹注 

基礎建設與

公共設施經

費支援 

擬定計畫、行

政部門協調 
無 

歐盟 

促進區域均衡

發展、協助發

展遲緩地區或

轉型困難地區

之發展 

競爭型計畫

提案，給予財

政輔助 

審核計畫提案

排 定 優 先 順

序；提供財政

輔助；建立評

估制度 

歐盟預算、該國

家之中央與地方

政府一般行政預

算、社團組織協

會或民間企業 

協助審查計

畫內容、決

定 補 助 與

否、提供對

等預算 

擬訂計畫內

容、提供對等

預算、推動執

行計畫內容 

社團組織或協

會、民間企業

資料來源：部分內容取材於劉坤億（2006），其他來自本研究 

 
 

四、 非政府組織（NGOs）可能扮演的角色 

非政府組織（NGO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不屬於政

府、不由國家建立的組織，通常獨立於政府。成熟且旺盛的非

政府組織發展部份反應了市民的活力、教育水平與對生活環境

的態度，經常也被視為城市或區域之生命力以及發展程度的重

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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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非政府組織的力量，可否視為北臺區域合作中，能夠補足

法源不足、提昇民眾參與程度、進一步成為監督各縣市下屬機

構執行任務的推動力量？ 作為一進步的城市區域政府的合作

組織，這個極具潛力與創意的方向值得深入探討。 

最近國際間探討談 NGOs 在區域治理上的角色，多集中在三類

案例：（1）議題本身超越國家範疇，故由涉身國家共同組織跨

國機構，行使治理權2；（2）組織 NGOs 推動國際協定商議共通

的規約，但不交付治理權，仍須回到各國家去落實所議訂的規

約3；（3）為國家缺乏治理能力，NGOs 基於人道立場提供援助，

協助保健衛生醫療之治理課題4。 

基本上，以 NGOs 為主體推動的區域治理，都不是針對「國內」

「跨行政區域」的治理課題。因為，「國家內部的跨區域治理課

題」，涉及「公權力」，不應當交由 NGOs 去執行，NGOs 最多

扮演監督的角色（例如環保團體、勞工團體），督促政府機構落

實或修訂相關政策。 

從下圖可知，非政府組織之涵蓋面十分廣泛，但總體而言呈現

低行政部門參與的狀況。這是由於其經常作為壓力團體的特

性，普遍存在「監督政府」之特性。就北臺合作而言，現行北

臺合作組織的功能在於協助政府處理跨行政單位的行政任務，

與 NGOs 往往是相對的，因此北臺合作組織以「NGOs」的型態

                                                 
2 包括（1）湄公河流域整治與開發（the Mekong Basin），成立 NGO 主導流域整治、能源開發、土地資源

利用與管制。國家讓渡部分公權力（以及區域經濟利益）給該組織，其成員來自跨國參與，包括：流

域所經國家（如中國雲南省、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寮國等）以及經濟利益所係國家之參與（日

本、韓國政府）。這些成員參與的動機為：維繫區域安全（避免武裝暴力）、攫取經濟利益（水力發電、

區域開發權）。財源上則仰賴日本政府的對外開發援助（ODA）和亞洲開發銀行（ADB）融資，並爭取

國際機構補助計畫。（2）海域保育與經濟秩序的維護；（3）中亞地區安全，如巴爾幹半島、兩伊維和

等。 
3 以跨國自由貿易區域協定為主，例如 AFTA、ASEAN 等。是以國際貿易事務為主題，目的在降低區域

內貿易壁壘與障礙。所簽訂的協定本身沒有公權力，仍要回歸各國法令規範去落實協定內容。因此國

家沒有讓渡權力給 NGO，而是透過國際協商，達到一致性的決議後，以協議之名簡化與其他國家間的

辨認成本。 
4 經常以國際醫療援助型計畫出現，如非洲地區衛生保健、抗 HIV 等。由於主權國家缺乏治理能力，缺

乏「公權力」，使國際 NGOs 基於人道立場介入，以醫療服務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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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定位，易遭外界質疑，甚至該組織能否稱為「NGOs」均待討

論。 

 

 
圖 2-5  非政府組織參與區域治理機制之定位圖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因此，本研究將透過理論回顧與案例分析，注意下列問題：  

(一) 現有的架構中，非政府組織與相關團體可扮演什麼角色？ 
(二) 如何融入現有的架構？ 或是設計參與層面更廣的機制？ 
(三) 非政府組織的參與是否能擴大北臺地區市民的意見融入？ 
(四) 如何界定參與的層次，參與的議題，參與的正式化程度？ 

Form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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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部門參與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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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多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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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組織 

高度行政部門參與低度正式化 

高度行政部門參與低度正式化 

低度行政部門參與高度正式化

低度行政部門參與低度正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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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臺區域合作歷程 

第一節 推動緣起 

一、 行政區劃議題的歷史脈絡 

國內目前對區域治理與跨域合作的相關研究中，最常見的議

題，同時也往往被視為最終解決方案之一即為「行政區劃」。在

目前的北臺八縣市中，包括了現為直轄市的臺北市以及省轄市

的基隆及新竹市。 

就臺北市而言，早在 1967 年前後，為因應當時臺北市區的擴張

需行政重劃，廢臺北縣整入臺北市的合併曾一度排入省府施政

的議程中 ；但受制於地方政治力量的強力干預，最終以士林、

北投、內湖、南港、木柵、景美劃入北市，臺北縣市以淡水河

為界的格局定案，從此便再無合併契機。 

基隆市則因港口要津，在日本統治期間即設有市，港區週邊則

另設臺北州基隆郡；1945 年基隆市雖改制為省轄市，但往後數

十年間，為因應人口擴張趨勢，歷經數次大小面積與轄區調整，

始維持今日 7 區 157 里的格局1。 

相較之下，新竹則因發展相對遲滯，早期國民政府僅根據日本

統治時期的桃園廳與新竹支廳，劃設桃園、新竹、苗栗三縣；

八０年代起臺灣電子製造產業起飛，工研院與新竹科學園區成

為帶動的火車頭，科技人才的聚集也使政府在 1982 年將新竹市

與香山鄉合併，獨立升格為省轄市。 

 

 

 

                                                 
1 包括仁愛區、中正區、信義區、中山區、安樂區、七堵區、暖暖區等 7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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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會區擴張 

過去行政區劃基本上是以人口為主要考量，以城鄉劃分為基本

原則，以新竹縣市、臺中縣市、嘉義縣市與臺南縣市等省轄市

的劃設最為鮮明易見。在時間軸上，也隨著各區域都市化及都

市問題釀生的程度與先後順序，形成各縣市升格的需求。 

隨著經濟成長與大量城鄉移民移入，縣市政府不得不面對包括

基礎建設、公共設施、淡水河流域整治、防災措施等種種「跨

域」治理議題，於是個別縣市政府在個別都市治理危機的威脅

下，為解決問題不得不開始交流對話。初期多半以協調會報或

定期聯合會報的方式進行。 

無須諱言地，府際關係深受政治生態的變化所影響，即便是 1990
年代臺北縣市政府在陳水扁—尤清同黨執政時期，所謂的「清

水合作」也可說是口號大於實質意義，更別說是晚近分別由馬

英九與蘇貞昌執政八年下的臺北縣市。可想而知，臺北「縣市

合併」在政治結構的限制下，可說是完全無法排上議程。 

簡而言之，戰後至今的幾十年來，北臺都會區域內不但人口增

加與城市發展的趨勢更加劇烈，其發展的強度更使得人民的日

常生活路徑突破了既有縣市分界，連帶使政府治理範域擴張的

需求日漸高漲；而最近十年間全臺各地也確實產生各種重劃選

區的呼聲。因其高度政治性質，國內各政黨也先後提出各項主

張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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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國內政黨於 2004 年總統大選期間提出之行政區劃主張 

政黨 民進黨 國親聯盟 

主張 「中央-縣市」兩級政府 推動行政區域重劃：八大區域政府 

目標 「組織扁平化」，以提升政府效能 建構機能完整的大型都會城市，是全球競

爭發展的趨勢 

直轄市規

模 

直轄市縣市同級化： 

直轄市之名稱亦可考慮取消而改為「臺北

都」、「高雄都」、「臺中都」或類似之稱謂 

經由公民投票： 

1.臺中縣、市合併升格； 

2.臺北縣市、基隆市合併； 

3.高雄縣市合併； 

形成臺北、臺中、高雄三大直轄市。建立

北中南「三都」區域政府 

縣（市） 1.第一等級縣市（例如臺北縣、桃園縣、彰

化縣、臺南縣、高雄縣、屏東縣等）應等

同或逼近直轄縣市 

2.現今之省轄市（新竹市、嘉義市）原則上

應併入縣分 

3.第二級之縣市則可視情形而比例性降

低，但總體之地位仍應優於現今之狀況 

鼓勵其他縣市（例如新竹縣市、嘉義縣市、

臺南縣市）經由公投合併，擴大自治規模

鄉鎮市 1.鄉鎮市之自治選舉應以八年為期暫時取

消，並視政治生態之改善情形而決定是否

恢復 

2.未來即使鄉鎮市之自治選舉取消而鄉鎮

市長改由縣長派任，鄉鎮市之組織與人事

之決定仍應受到適度尊重，以坐收因地制

宜之效果 

3.現今鄉鎮市有適度合併的必要 

1.三大都會區經公投合併為直轄市，其所轄

之鄉鎮市區，一律改制為區，並為自治單

位，設民選之區長及區議會，形成「直轄

市一區」之都會二級政府 

2.其他縣市所轄之鄉鎮市區一律改制為

區，並為自治單位，設民選之區長及區議

會，形成「市一區」二級政府 

3.鼓勵原鄉鎮市區進行公投合併，以擴大基

層自治單位之規模 

跨域治理 經由縣市聯盟或縣市合作會議 由中央政府建置「非自治」區域政府之跨

議會治理機制，處理跨縣市的區域共同事

務，並作為自治政府之前身。 

資料來源：區域合作—以臺北縣市為例，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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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北臺區域—八縣市合作架構 

然而，行政區重劃的議題雖呼聲不斷，但中央政府層級的推動

上仍然停滯不前。而為回應現實壓力，跨區域的合作或夥伴關

係，則在「水平」的地方政府層次逐漸建立。 

就行政面而言，北臺區域較為明確的合作則是在 2000 年後。先

是 2004 年起，臺北市政府舉辦了「北臺區域縣市都市發展願景

展暨交流論壇」，簽署「北臺灣區域縣市跨區發展合作備忘錄」，

宣示將定期召開會議討論。其後也陸續摸索具體的合作機制。 

2005 年 3 月 25 日，簽署「北臺區域合作共同提案計畫」，表達

共同合作與推動之立場；同年 8 月正式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北

臺區域發展整合計畫」獲得經費補助，並於 11 月正式成立「北

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機制，針對重大議題進行決策。 

2006 年 1 月，北臺八縣市共同合作的架構底定，由八縣市首長

共同發表「北臺區域合作宣言」，並於同年 6 月於新竹縣召開「第

1 次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確立合作行動方案內容；同年

11 月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舉辦「北臺全球觀－都會區域對

話」，邀請長三角都會區域、舊金山灣區及高高屏都會區域代

表，藉以瞭解各都會區域之跨界合作經驗，以達到與各界意見

交流之目的，並於年底舉辦「北臺區域合作發展成果展」，由北

臺八縣市首長共同將合作成果具體呈現給縣市民共享。 

值得注意的是，2007 年 4 月，為產業發展資源的共享，桃園市

政府也發起「共創『行動北臺』新紀元-八縣市首長高峰論壇」。 

針對北臺都會區域的合作，本研究整理後可藉由下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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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北臺八縣市區域合作大事紀 

時程 事件 紀要 

2003/07 推動「北基垃圾處理合作案」 由臺北市政府與基隆市政府共同推動 

2004/01/12 舉辦「北臺區域縣市都市發展願景展暨交

流論壇」 

簽署「北臺灣區域縣市跨區發展合作備忘錄」，

宣示攜手合作 

2005/03/25 北臺七縣市休閒遊憩部門交流 於桃園縣政府正式簽署「共同提案意願書」，向

中央爭取相關預算支持 

2005/06/23 舉辦「北臺灣區域整合高峰論壇」 臺北市政府與「天下遠見」合辦，邀請七縣市

首長，針對產業發展、休閒遊憩與交通運輸等

議題進行對談 

2005/07/06 臺北市與桃園縣共同簽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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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8/11 正式提案「北臺七縣市跨域休閒主題地區

城鎮地貌改造整合計畫」 

向中央主管機關（營建署）提案申請經費，七

縣市代表共同出席，為具體合作跨出歷史性的

一步 

2005/11/21 共同成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北臺各縣市首長於桃園縣共同簽署成立「北臺

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並舉辦兩場「北臺區域

合作發展論壇」 

2005/12/20  宜蘭縣成為北臺合作的一員。 

2006/01/13 共同發表「北臺區域合作宣言」訂定「北

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章程」 

苗栗縣成為北臺合作的一員，確立北臺共同合

作之架構，並宣示未來朝向八大議題共同合作

推動 

2006/06/26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於新竹縣政府召開第一次「北臺區域發展推動

委員會」八縣市副首長會議，會中針對八大合

作議題，提出短中長期共 70 項發展計畫 

2006/07/22 辦理「北臺觀光遊程規劃專家座談會」 與國內旅遊業界代表針對相關計畫進行交流 

2006/11/28 舉辦「北臺全球觀|都會區域對話」國際會

議 

與長三角都會區域、舊金山灣區及高高屏都會

區域代表交流，瞭解各都會區域之跨界合作經

驗 

2007/04/26 共創「行動北臺」新紀元-八縣市首長高峰

論壇 

八縣市首長於桃園縣元智大學舉舉辦論壇 

2007/06/20 區域整合高峰會議 桃桃竹苗與天下雜誌合辦，簽署合作意向書 

2007/06/22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於臺北縣政府召開，彙整各項短、中、長期方

案：同時會中論及北臺區域發展組織常設化議

題與期望 

資料來源：北臺合作網站、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會議資料（2007），本研究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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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結構與決策模式 

整體北臺區域合作模式如下圖所示，主要可分為「區域合作」、

「都會區合作」與「縣市合作」三種性質，其各類組織之功能

性質、架構與發展議題亦有所不同。 

 

圖 3-1  北臺區域合作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 區域合作 

區域性合作組織主要由北臺八縣市首長、學者與企業代表所組

成之「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幕僚小組、推動小組及工作

小組共同討論推動各項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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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北臺區域合作組織架構與決策程序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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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所示，目前區域合作之決策模式首先由各議題之「工作

小組」充分研議討論後向「推動小組」提出區域合作之課題及

需求，而「推動小組」必須彙整議題並召開小組會議研商，經

會議討論確認合作計畫後，陳報予「幕僚小組」，交由「幕僚小

組」綜整合作計畫內容並提交「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議

決；委員會做成決議後，後續與各縣市之間之協調工作與計畫

進度管制及相關時程安排亦由「幕僚小組」負責，並定期向委

員會回報各議題推動辦理情形。 

例如以圖中 A 類「休閒遊憩」議題為例，由推動小組中的基隆

市交通旅遊局負責整合八縣市在休閒遊憩方面的相關業務。其

下依其性質，可包括若干項短中長期的執行項目，例如「整合

規劃北臺區域休閒遊憩系統網絡」、「建立旅遊資訊平台」、「整

合腳踏車道與登山步道系統」等，由各縣市之旅遊相關局處分

工執行，最後再由基隆市交通旅遊局彙整。 

 
圖 3-3  八大議題之「休閒遊憩」議題下各行動方案之縣市分工 
資料來源：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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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會區合作 

(一) 臺北都會區合作 
都會區合作部份以「臺北市、臺北縣與基隆市」三縣市架

構推動，採功能導向，現階段以空間整合為主要合作重點；

目前則藉由每月幕僚小組召開之工作會議，確立北北基各

項整合計畫，再由每季召開之都會發展座談會中檢視整體

空間整合成果。其組織架構與決策模式如下圖所示。 

 
圖 3- 4  北臺都會區合作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由於鎖定空間議題的整合，三縣市可建立常態性的對話窗

口，透過工作會議主要提出了 13 項行動方案。 

其中除了縣市交界處的景觀資源與設計準則業務外，北北

基都會區合作有相當部份的業務是處理人力資源與經驗交

流、資訊資料整合等項目（參見下表）。這類方案雖然沒有

立竿見影的有形績效，但可說是為都會區進一步的整合，

進行組織內的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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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北北基三縣市合作推動 13 項行動方案 

都會發展議題 相關權責科（課）室 

編號 分類 行動方案 臺北縣 臺北市 

1 綜合發展願景
擬定臺北都會區總體發展計畫（含產業、

土地使用及交通運輸三部門） 
規劃課 綜合企劃科 

2 都市規劃 共同建構臺北都會區科技走廊帶 規劃課 都市規劃科 

3 研擬淡水河兩側都市設計原則 

4 建立市縣運輸走廊軸線景觀規範 

5 

都市設計 

臺北都會區共同景觀資源維護發展計畫 

都設課 都市設計科 

6 都市審議 
都市計畫、都市更新、都市設計等三個委

員會的人力資源交流與經驗分享 
規劃課 都市設計科 

7 都市更新發展政策及更新經驗交流 

8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規劃及推動整合平臺 
更新課 

臺北市 

更新處 

9 整合市縣都計地形圖資 

10 
都市測量 

建構土地使用分區查詢系統平台 
測量課 都市測量科 

11 共同推動大臺北城鄉風貌環境改造 企建課 任務小組 

12 
環境改造 

社區規劃師培訓及交流 企建課 任務小組 

13 住宅政策 
住宅市場資訊及國宅住宅資源整合協助 

企建課 
住宅政策服務

管理科 

資料來源：臺北都會區縣市合作都會區發展議題之歷次工作會議 

 

除此之外，合作構想與實質規劃建設之推動上，也遇到相

當落差。首先是推動制定臺北都會區域總體發展計畫的構

想，原預計先行提出產業、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部門的計

畫，但在行政程序的執行面歷經近半年仍無法順利委託（詳

見本文第五章專節說明）。另一方面，雖有「共同建構臺北

都會區科技走廊」之都市規劃類行動方案，但卻沒有落實

執行，使臺北縣市與基隆市相鄰地帶的南港、汐止等地，

因都市計畫以及園區規劃、公共建設的落差，導致同一地

區雖僅有數百米之隔，道路、路燈等公共設施服務水平及

地價均產生巨大落差的現象；也沒有評估將科技走廊向北

延伸至基隆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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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北北基都會區域功能整合的發展願景和都市規劃類型

的合作，雖然陳意甚高且咸認具有回應全球化挑戰之重要

意涵，但無法具體落實。因此，北北基之都會區合作停留

在資訊交流、共同學習的階段，目前為止，未能進一步深

化合作關係。 

(二) 桃竹竹苗（次）區域合作 
另一值得觀察的現象，在都會區合作的層次，除了臺北都

會區外，桃園縣、新竹縣市與苗栗縣近幾年也嘗試著進行

交流、合作，發揮分工的優勢。2007 年 6 月 20 日，由桃園

縣、新竹市、新竹縣與苗栗縣政府與天下雜誌合辦的高峰

會議當中，四縣市也簽署的合作意向書，希望從交通運輸、

休閒遊憩等特定的議題進行合作。 

從上述現況發展中可發現，各縣市進行都會區尺度跨域合作的

動力，主要與其面臨城市發展的壓力大小高度相關。臺北都會

區作為臺灣的核心城市所在地，1960 年代起即陸續面臨必須跨

域合作的需求；而晚近桃園、新竹都會區因電子業發展帶來的

擴張，則在最近幾年間也面臨跨域合作的迫切需求。 

然而都會區尺度的跨域「合作成效」，相較其強烈的「合作需求」

而言，可說是十分有限；因為在整體的法制結構下，無論是行

政區劃或是相關法規，近十年來幾乎沒有任何改變，無法配合

都會區實質的發展。 

三、 縣市合作 

以下在現有的縣市合作經驗中，選擇數案例進行說明。 

(一) 臺北市、臺北縣跨域合作 
從臺北市的角度出發，現行「北臺八縣市」、「北北基都會

區合作」以及「臺北市與臺北縣合作」的三級架構中，縣

市合作的層次雖然最低，但其反而是最早開始推動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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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1970 年代起，為解決嚴重的交通問題，便設有交通

聯席會報。當時的制度創新，在 1980 至 1990 年代期間捷

運規劃與興建期間，對於跨縣市協調發揮相當大的成效。 

就與臺北縣的合作方面，舉凡淡水河流域整治、公車路網

串連、捷運工程、自來水飲用等議題，臺北縣市都必須透

過例行會報方式，就業務執行面進行溝通。 

目前臺北市與臺北縣更進一步推動更全面性、常態性的局

處合作，由臺北市政府研究及發展考核委員會、臺北縣政

府住宅及城鄉發展局和研究發展考核室共同組成之「臺北

縣市合作推動委員會」，推動各類跨二縣市之常態性議題。

如下圖所示。 

 
圖 3-5  臺北縣市合作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通常，縣市合作的議題與民生需求最為相關，因此雖無明

確的法規詳加規範權利義務，卻不得不因民眾需求而生。

因此不單在臺北縣市之間必須建立常態性的行政合作機

制，其他縣市亦有相當多的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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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縣市之跨域合作 
在基隆市方面，臺北市也曾與其就垃圾問題進行跨縣市合

作，雙方簽訂短期行政契約，基隆市每運入 1 公噸的家戶

垃圾至北市三座焚化廠處理（每日不得超過 500 公噸），應

運回基隆市 1 公噸的焚化灰渣掩埋處理，在不涉金錢之收

取與支付的情形下進行垃圾處理的雙向合作。 

除此之外，新竹縣與新竹市也曾就交通運輸議題進行例行

性的行政業務合作。這些都是迫於發展過程中的都市問題

所苦，不得不攜手處理的課題。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委託研究計畫 
 
 

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中華經濟研究院˙城邦國際開發顧問 
3-14  

第三節 個案比較：高高屏縣市合作歷程 

除了下一章將以各國區域合作案例的分析作為北臺跨域合作機

制研擬之參考外，本研究認為政策與制度需考量在地的社會條

件；因此，本節特別針對另一國內跨縣市合作的重要案例—「高

高屏縣市合作」作探討，以作未來比較與借鏡之基礎。 

一、 背景沿革 

自 1998 年底三合一選舉後，代表民進黨參選的謝長廷贏得南部

中心城市的高雄市長選舉，高高屏三縣市首度由同一政黨執政

的局面。1999 年 1 月，首次高高屏首長暨主管會報中，發佈了

具重大指標之「高高屏區域聯盟共同聲明」，從此正式拉開「高

高屏三縣市跨域合作」的序幕，建立協調溝通的管道，三縣市

輪流舉辦高高屏首長暨主管會報。雖具有相當的實驗性質，但

由於三縣市與當時執政的中央政府分屬不同政黨，且在野的民

進黨才剛失去臺北市的執政地位，故此會報的區域政府架構的

政治象徵意味濃厚，頗有與中央分庭抗禮的意味。當時提出三

縣市共同的政策主要聚焦於以下幾點： 

(一) 水資源議題：主要包括高屏溪流域治理，以及地方政府集

體反對中央興建美濃水庫的立場。 
(二) 交通建設：將高雄市的捷運紅線及橘線延伸至其他二縣市

的提案，以及增設國際機場等提案。 
(三) 經濟發展：三縣市共同表態支持爭取第三科學園區落腳於

高雄縣路竹鄉。 
上述議題，如水庫興建、捷運工程、機場規劃與科學園區政策

等，均與中央政府重大建設相關；尤其由反對黨領導的三縣市

政府結盟，聯合向執政黨主政的中央政府施壓反對興建美濃水

庫的模式也確實起了相當程度的效果。 

截至 2006 年二月止，共舉辦了 21 次會報，其討論項目也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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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三點延伸至更全面的都會治理議題，詳後說明。 

二、 組織結構與決策模式 

由於「高高屏首長暨主管會報」並非常設性組織，並無制定章

程規範議題之決策模式，決策模式仍依循過去不成文的協商互

動經驗2，原則包括： 

(一) 事前深入研討議題：邀請學者專家及業務主管事先研討。 
(二) 內部共識之確立：各縣市政府先以內部研討達成共識。 
(三) 召開預備會議：先行界定事務性報告與討論案之內容。 
(四) 研議解決辦法：研討解決方案。 
(五) 會後執行列管：追蹤議決事項辦理情形並列入管考。 

三、 工作內容 

合作議題起初由傳統的都會區議題，如交通、治安、公害、水

資源管理和飲用水等；近年來因全球化時代的來臨，更著眼於

重大公共建設相互聲援爭取、共同舉辦行銷活動、共同舉辦 2009
世運會等；另輔以一般行政協商與共同行動宣示等活動。以下

為高高屏生活圈發展五大面向之合作議題： 

(一) 生活品質面：整治河川污染、區域性環保議題。 
(二) 文化交流面：新增高高屏大學及研究中心等。 
(三) 產業發展面：爭取第三座科學園區等。 
(四) 交通運輸面：推動區域捷運路網之興建、爭取國際機場。 
(五) 區域行銷面：打造海洋文化新風貌，建構海洋遊憩帶。 

 

四、 合作實例：水資源開發與河川整治 

「水資源議題」長期以來對高雄都會區生活品質影響甚鉅。1999
年，高高屏三縣市第一次首長暨主管會報，發佈共同聲明，並

                                                 
2 主要根據 2006 年 11 月，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所舉辦之「北臺全球觀－都會區域對話」國際專題討論

會議中，高雄市政府代表對「高高屏都會區域合作實踐經驗」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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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將「聯合整治河川污染，徹底改善飲用水品質」。同時，在

第一次的會報中，近三分之一提案皆與水資源保育及河川整治

相關；因此「水資源開發及河川整治」作為高高屏跨域合作的

指標性案例，檢視其運作流程與成果應有助於深入理解高高屏

合作的特性。 

(一) 跨域合作之過程 
奠基於既有對高高屏跨域治理的研究，本文將歷年高高屏

首長暨主管會報中有關「水資源開發及河川整治」議題項

目整理如下表。 

表 3-4  「水資源開發及河川整治」歷年合作相關提案 

年度 提案縣市 提案 

屏東縣 

高高屏三縣市通盤檢討維護水質對策 

請高雄縣市負擔屏東縣興建高屏溪及東港溪流域之污水下水道之配

合款 9.19 億元 

高雄縣 
以生態保育及永續經營方式開發水資源，建議反對興建美濃水庫 

高屏溪整治工作應成立專責機構推動 

1999 年 

第一次 

高雄市 

建請中央優先整治高屏溪 

請高雄縣政府配合高雄市前鎮河污染整治計畫，就管轄鳳山溪流域

積極辦理整治 

1999 年 

第二次 
高雄市 

建請高雄縣政府儘速配合省水利處辦理仁武鄉曹公圳拓建，以減少

縣市交界及高雄市低窪地區水患 

為保護大高雄地區自來水源，請推動高屏溪上游禁養豬隻之規定 

高雄縣 
建請經濟部水利處河川局配合公路局針對高屏溪流域之橋樑上下游

調查是否需辦理疏浚等問題，以確保橋樑安全 1999 年 

第三次 
高雄市 

請成立「高高屏自來水業務會報」，俾利推動籌辦成立自來水事業單

位之相關事宜 

2000 年 

第一次 
高雄市 

儘速辦理高屏溪流域污水下水道系統，以解決高屏溪溪水污染問題

2000 年 

第二次 
高雄縣 

茲擬定「高高屏三縣市實施工業用水總量管制作業要點」，請會商後

實施 

2001 年 

第三次 
高雄市 

建請高雄縣嚴加取締前鎮河上游沿岸沿岸民間偷倒廢油 

建議典寶溪土庫段未整治合段應加強清疏 

資料來源：王德興，2003，我國地方府際合作—「高高屏跨域合作」個案研究，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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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水資源開發及河川整治」合作行動方案取得共識正式

啟動後，三縣市開始密集作業，從議題規劃、研究、可行

性探討，到訂定提報首長暨主管會報預備會議，經研討後

作成初步決議，最後在高高屏三縣市首長暨主管會報中確

認可行，並訂出執行辦法，按決議由相關主辦人員積極執

行並嚴加管考，若已完成則解除管制，未完成者則繼續追

蹤直至任務完成。 

由上表可見，高高屏三縣市在「水資源開發及河川整治」

的跨域合作，在地方層次涉及各縣市「水利」、「建設」、「環

保」等各局處；在中央層次涉及經濟部水利處以及水資源

局等單位。「成立高屏溪流域管理局」、「成立高高屏自來水

公司」、「設立高級淨水處理廠」及「推動南化水庫與高屏

溪攔河堰水源聯合運用輸水管計畫」等實施步驟與進度。 

(二) 跨域合作之成果 
多年來，高高屏三縣市確就水資源問題，試圖展開上述合

作；高雄縣政府於 2001 年 12 月宣稱，高屏溪養猪戶已完

成拆除作業，高屏溪「氨氮含量」明顯改善（中國時報，

2001 年 12 月 13 日 18 版）。另一方面，因自來水水質已全

面性改善，故於高雄縣市政府、澄清湖等 12 處設置生飲台，

供民眾試飲，藉以消除民眾對於水質改善之疑慮，改變民

眾買飲用水之習慣。 

五、 高高屏三縣市跨域合作之啟示 

透過高高屏合作的經驗，可初步歸納幾點特性： 

(一) 水資源治理為三縣市共同議題 
由自然環境的角度觀之，三縣市同屬高屏溪流域，在水資

源的保育、管理、利用上確實具有唇齒相依的關係。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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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溪的畜牧、工業污染以及過度取用問題長期以來確實存

在，故就議題本身自然存在合作的空間。 

因此，如以具體議題為切入點，無論就政策面或行政執行

面均不致淪為空泛的政治宣示，或有助於區域合作的推動。 

(二) 議題的合作創造協調空間 
然而，即便有共同議題核心，協調的過程自然涉及高度的

政治協商與資源再分配。 

從高高屏合作的案例看來，其合作的核心放在水域治理；

而隨著尋求解決方案的合作進展推動，這個核心轉化為一

種手段，藉著共同的核心議題串連甚至創造其他議題中三

縣市整體的利益。 

因此單一議題的問題導向之操作往往不易獲致多贏，難以

形成具有行動能量的共識。如流域治理誠然可大幅改善下

游都會區域的水質，但以此為上游縣市的治理誘因顯然不

切實際。若能在綜合性的發展願景與策略下，就環境、產

業、交通等各面向提出政策的作法，應有助於地方政府間

的互惠。 

(三) 聯合向中央政府爭取資源 
觀察過去這幾年間高高屏的合作歷程，可以發現中央政府

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從高高屏三縣市合作的實質內容與

訴求看來，各項最重大的政策方針幾乎均為聯合具名要求

中央政府在財政資源以及政策法制上的同意或配合。 

(四) 時間軸演進的概念 
從三縣市合作歷程的時間軸看來，最早是以水域資源整治

作為議題核心，當時跨域合作的目的是為了「解決既有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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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合作模式逐漸成熟後，解決共同核心問題則轉化為一

種手段，成功地帶動了其他不同的議題，在晚近以地方永

續發展為主題，跨域合作的內涵則更趨近「建立願景」，以

創造各縣市的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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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檢討分析 

本章目的在於說明北臺區域合作機制現況，同時對高高屏縣市

合作亦一併介紹，以利我們對臺灣整體社會與政治環境的了

解。最後，我們歸納出幾項要點，涵蓋「法制環境」、「政治結

構」、「議題界定與執行」、「組織架構」及「財政資源」等面向： 

一、 現行法制對於北臺區域的侷限 

現行法制中雖然並未對縣市之間的合作有所限制，但對於有需

要推動跨域合作時的行政程序與權責劃分卻無可具體操作之規

範，對於有心推動之行政機關造成嚴重困擾。 

現行法制中關於府際合作，主要呈現在憲法與地方制度法中： 

 在憲法第 110 條第二項中指出：「…前款各項，有涉及二縣以

上者，除法律別有規定外，得由有關各縣共同辦理。」 
 地方制度法第 21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自治事項如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事務時，

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

同辦理，必要時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中一適當地

方自治團體限期辦理。」 
 地方制度法第 24 條則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合辦之事業，

經有關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

通過後，得設組織經營之。前項合辦事業涉及直轄市議會、

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職權事項者，得由有

關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約定

之議會或代表會決定之。」 

簡而言之，現行法制並未限制區域合作，但對區域合作的具體

機制並無任何具體規範；這也部份說明了為何北臺八縣市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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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委員會」形式進行合作、高高屏三縣市則以「首長會報」

的名義進行合作。 

此外，哪些層級的政府機關可以制定跨域性質的計畫？在現行

區域計畫法中規範如下： 

 區域計畫法第六條規定了區域計畫之擬定機關︰一、跨越兩

個省（市）行政區以上之區域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

二、跨越兩個縣（市）行政區以上之區域計畫，由中央主管

機關擬定。三、跨越兩個鄉、鎮（市）行政區以上之區域計

畫，由縣主管機關擬定。依前項第三款之規定，應擬定而未

能擬定時，上級主管機關得視實際情形，指定擬定機關或代

為擬定。 

因此，現實中，跨域合作所涉及的政治結構的處境，至關緊要。 

二、 政治結構難以突破 

本研究另一再三強調的重點是，在臺灣社會當前的特殊處境

下，任何法制上、學理上可行甚至理想的區域合作方案，在現

實上幾乎均不可行；「政治因素」是最關鍵的原因。 

(一) 中央／地方關係 
前述法制面的限制若思突破，從各國的經驗來說多半需賴

中央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但近年來臺灣的政黨惡性競

爭，使政治光譜逐漸傾向兩極化，尤其在各政黨有意地藉

由原初性認同（primary identity）進行政治動員、配置資源，

使得國家機器疏於思索如何為創造社會經濟發展層面的利

益，而為制度調節，對外回應全球化的能力急速弱化，對

內在意識形態上則呈現為一國家僵窒（rigid state）的狀態。 

很大程度上，目前北臺競爭力無法向上提升，受限於國家

整體政經體制的內向封閉，而非地方資源條件。例如，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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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無法三通（特別是人員無法互通），限制了北臺，在講究

人才與知識流動的科技研發、商業管理、法務稅會等重要

機能上，無法與中國接軌。結果，北臺的科技人、商管人、

法稅人，被迫需在兩岸間往返才能推動相關機能的運作。

因而這些攸關產業價值升級的重要功能，便不會以北臺為

其重要節點，而有使北臺脫落於（de-linked）這些產業新興

功能網絡之虞。然而，國家以其制度限縮了全國經濟活動

的機能的進展路徑；此一困境，並非寄情於北臺地方層次

的合作，便可回應或解決。 

集權化的性質落實在「財政」、「政策」及「行政執行」的

面向，均使得地方政府難以動彈；即便有意願聯合區域性

的資源與優勢，但多數重大的政策方向與建設仍需中央同

意甚至以實質資源投入配合。 

以近期的「縣市升格」議題為例，中央政府的作法體現了

票箱式政治的邏輯；人口眾多的臺北縣雖在名義上獲中央

支持而升格，但在升格後首要的「統籌分配款」戰役上，

北縣的位置不僅並未使臺北都會區共榮，甚至因比例分配

問題，與臺北市之間產生潛在的緊張關係。故，該政策並

未解決，甚至強化了都會區分治的危機。反觀與臺北都會

區休戚相關的基隆市與桃園縣，在這事件中則因選票的邏

輯而被邊緣化，區域整合的重要性完全被忽視。 

(二) 水平合作關係 
在中央與地方權力關係的結構限制下，各縣市政府之間實

際上也存有潛在的矛盾。 

首先是在個別合作議題上，各縣市不見得能獲得立即可見

的民意支持或實質利益，因而無法促進跨域合作的誘因。 

其次，區域合作甚至進一步的區域整合，包括行政區重劃

或升格，對於鄰近的其他縣市而言，往往具有使其更為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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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化的危機，因此在這種「賽局邏輯」的制約下，即便名

義上「合併」或「升格」看似有利，但實質上不見得能獲

得各鄰近縣市的支持。即使共同合作，集結了必要的都會

區域資源條件，而有能力爭取國際資本的在地落腳時，具

體的成效（國際投資）因有其空間性，故對各地方而言，

仍是相互競爭其落腳於自身轄區，而無法合作的。例如：

招商的結果在甲地，合作的乙地便是期望落空。 

三、 議題「界定」與「執行」 

—多為都市尺度的議題，難以回應全球化挑戰 

過去臺灣的城市問題與絕大多數的發展中國家雷同，除了快速

工業化帶來高度污染以及勞動條件惡化，因人口快速移入造成

的基礎設施與公共建設不足等等，大體而言是為了解決城市尺

度內，都市化過程造成的問題。也因此，初期為自發性成立的

「縣市合作」，在前述三層次的合作架構中層級雖較低，但卻是

起源最早，而互動頻率較高的合作機制。 

然而，從區域規劃的觀點而言，目前全球經濟中城市區域

（city-region）取代了單一城市成為新空間形式，各地方政府即

便接合了行政體系及例行業務，面對結構性轉型帶來的危機仍

「無法治理」；新的挑戰實為：如何鼓動與凝聚區域內部各種異

質性的資源，對外接上全球網絡，避免繞行與脫落。 

當前都會區域競爭的訴求對象，是全球移動遊走的國際資本（跨

國企業）。國際資本乃是基於其追逐利潤的角度，全球佈局地考

量其資源配置，而選擇區位。此時，都會區域是否具備所需的

資源功能條件（或能夠集結這些資源與功能），是否具有競爭

力，則是由國際資本的需求所出發。因此有波特的競爭力五力

分析；而其中，關鍵的國際競爭力來源，通常是中央公權力所

掌控，並非地方自治權限所及。例如：國際機場和港口之建設、

企業整體租稅和法治環境、勞動力教育品質等。當地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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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發現了這些條件之缺乏時，所能採取的行動是共同向中央

提案，要求改善。但當改善方案有其空間區位特徵時，則又落

入了地方之間的競爭情境（例如新建國際機場之選址，南部國

際機場的爭議）。 

北臺八縣市雖然目前均為同一政黨執政，是合作機制得以推行

至今的重要因素，但對於區域的總體願景及彼此的定位分工，

目前為止仍未見有全面性的討論。僅在北北基之都會區層次的

合作上，宣示性地呈現出綜合發展願景、都市規劃之合作行動

方案，表達形塑共同願景、調節分工的意願。 

在委員會制的「合議制」剛性齊頭式平等架構下，幕僚小組傾

向提出眼前可落實推動的、短期可見成效的、與八縣市均相關

的議題；然而，這類議題卻不見得、甚至往往並非北臺區域所

面臨的總體發展課題。實際上，對整體區域發展而言的關鍵問

題，可能並非八縣市全體一致等量面臨的迫切課題。雖然攸關

北臺區域回應全球化之區域發展整合，其利益成效未來將由八

縣市共享，但考量推動過程中的資源排擠效應或搭便車等，使

得此類議題未必能為部分縣市創造立即可見的效益，而無法列

入現階段的合作議程（agenda）。務實來看，地方自發性地北臺

合作的現況中，若是投入稀有的合作資源，關注於產業願景的

塑造，反而顯得不切實際或緣木求魚。因為，北臺八個地方政

府，既缺乏追求實現產業願景的政策工具與資源，又恐有落入

相互競爭、傷害合作善意的陷阱。 

因此在上述限制下，北臺委員會在議題上雖清晰明確，但觀察

其具體「行動方案」時，可著力之處多半仍為「都會治理」層

次的議題，例如交通系統整合、聯合稽查、標示系統統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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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組織方式—併入既有行政體系，不利整合性計畫 

(一) 仰賴地方政府各別局處之既有人力 
北臺委員會參與成員為八縣市首長，但針對前述「八大議

題」的推動，平日則交由個別負責該議題的縣市局處負責。 

相較於專設額外人力，仰賴個別局處既有人力的好處是確

實較能接合在地訊息與資源，但由於各單位仍有其例行業

務，於是，其推動績效多半視其直屬長官對「北臺合作」

的重視程度而有所影響，或者早在研議「行動方案」時即

將手邊進行中之其他業務依其性質歸入方案中。 

(二) 首長為核決角色，對於個別運作仍能推行，扮演相當重要

的力量，但對於實質議題成效有限 
北臺委員會目前得以持續運作，縣市首長為直接成員實為

主因。雖然具備類行政機構的特性，但縣市首長的代表性

與正當性目前仍來自單一縣市的選票基礎，負責對象為縣

市議會，因此就現行推動狀況而言，主要扮演各項計畫最

終核決的角色，而非更積極地主導政策方向，進而帶動底

下的行政機器。 

(三) 成員均為行政部門，缺乏議會與民間部門參與 
由於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成立的歷史脈絡使然，其成

員在各層級幾乎均屬於「既有行政部門」成員。 

此所造成的困境是，行政部門無論「人力」、「專業能力」

或「資源」十分有限，負擔甚重；雖然各縣市皆延攬專家

學者作為顧問，但諮詢的頻率與深度有限。同時，若需長

久推動，代表民意的議會部門，甚至更直接廣泛的民間部

門也應加以考量（含民間專業能量的動員）。否則，社會各

界對其執行成效的認可也恐因此造成不必要的疑慮，甚至

造成過於「本位主義」的形象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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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財政資源—無法源依據亦無外援，難為無米之炊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職能劃分，除了受到前述憲法與地方

制度法之分權限制外，各級政府「財政能力」也是一重要限制

因素，整體而言是由財政收支劃分法規範之。 

如下圖所示，自 1999 年「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後，將營業稅

改為國稅，使得國稅收入總額佔全國稅收比率由 60%遽增為

80%；然而在大幅調整後國庫赤字的嚴重程度並未因此而降

低，致使中央與地方政府在財政上均呈現緊縮狀態。 

 

圖 3-6  自 1992 年至 2006 年國稅與地方稅收入數額百分比 
資料來源：2005 年財政統計年報全國稅賦收入額3（表 67），圖中「95 年度」為預估值 

                                                 
3 轉引自臺北市 2007 年財政局政府統籌分配款說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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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結構上的弱勢，直接影響地方政府的施政能力，無法進行

大尺度的整體規劃與建設，僅足以透過行政性事務開支，勉力

處理都市治理議題。例如捷運興建的經費分配，受到大眾捷運

法的規範，以現行個別地方政府的財政能力幾乎無法展現其自

主性；類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廢棄物處理等具體議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財政資源本已短絀，財政支出也

成為北臺都會區域的八縣市，在進行各項合作議題時，大嘆難

為無米之炊的痛處。觀察目前北臺都會區域的合作模式中在財

政面落實的方式，均透過以下三類模式處理： 

(一) 結合各縣市，專案向中央爭取經費 
例如，北臺委員會在基隆市交通旅遊局負責整合的休閒遊

憩議題中，由臺北市擔綱辦理「整合規劃北臺區域休閒遊

憩系統網絡」行動方案，臺北市政府與基隆市政府聯合其

他縣市，共同向內政部營建署爭取「城鎮地貌改造」之專

案經費，再委託專業機構進行北臺休閒遊憩網絡的總體規

劃。 

就目前觀察而言，此模式高度仰賴中央單位的行政裁量與

配合。此外，休閒遊憩究其性質而言最無爭議且可對於民

間業者而言不啻為一大利多，各縣市政府容易配合；但對

其他議題而言不見得均可仿效推動。 

(二) 回歸各縣市局處之例行預算執行 
此為目前北臺委員會推動各項短中期計畫中性質較單純的

項目時，最常使用的模式。需注意的是，這部份的預算執

行亦須相容於各縣市局處年度例行性的業務項目中，同

時，可支用經費也受該局處權限、預算額度的侷限。 

同時，因此類預算仍需對縣市議會負責，因此各縣市傾向

於強力主張對其自身有利的意見或細節，遇縣市意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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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違背時，彼此相爭不讓之本位主義，使這類型計畫不

易形成能夠針對目標、具有平衡性的結構性改變。 

(三) 以縣市額外經費支應（第二預備金） 
少數受到縣市首長特別支持的重要計畫，縣市政府可透過

其預算中之第二預備金支應，例如桃園縣曾以此模式執行

交通運輸議題；由於仍需於支用時送議會備查，而各縣市

政府多半已處於財政緊縮的狀態下，此模式僅能以專案運

行，相較之下並不具備可常態化操作的條件。 

綜合而言，以上三模式各有其不足之處，包括「無法全面施行」、

「經費額度不足推動整合性計畫」以及「權宜性質較高」等特

點。 

綜合本章所述之「北臺都會區域各層級的跨域合作」現況，甚

至包括國內高高屏合作的情況，都可以發現臺灣目前的跨域合

作之所以在「議題層次」停留在因應都市化（urbanization）問

題，而無法直接面對全球化（globalization），同時，「組織架構」

無法法制化（legalization）或正式化（formalization），主要是直

接受到了「法制環境」與「財政緊縮」的侷限。 

而在當前「政治結構」未有所變化，集權的剛性國家（rigid state）
亦無法重整領域治理的權力分工（territorial division of power）
的格局下，要突破前述困境與侷限的可能性與成效，恐將十分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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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國區域合作案例回顧 

上一章中，已就臺灣推展區域合作現況，包括「北臺都會區域」

以及「高高屏縣市合作」等機制進行探討；在法制面未成熟、

政治環境不穩定的情況下，「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的特徵

是「組織非正式化」、「縣市首長高度參與」作為正當性與代表

性來源的治理模式。 

本章將引介各國推動跨域合作的經驗。案例選擇主要考量其合

作機制的特性，例如，美國加州的灣區地方政府協會（ABAG）

特別強調將專業力量引入區域規劃；德國魯爾區的產業活化則

鎖定特定目標，以專案股份公司模式推動多項子計畫。義大利

區域協定機制的演化歷程，讓我們理解由非正式的多元團體動

員到正式化的動力。若將眼光轉到同屬亞太地區的中國長三

角，藉由城市經濟協調會的經驗可理解華人文化脈絡下的區域

合作實例。而歐盟兼容各種尺度的領域合作經驗，可給予北臺

合作機制未來的啟示。 

因研究期程與資源有限，且各國發展程度與學術資料的完備程

度不一，對以下各案例的資料完整性或有限制；本研究將以目

前可及且可信度高的資料為實證基礎，綜合比較其共同的特

徵，據此歸納出可供北臺跨域合作機制後續調整或修正的方向

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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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美國 ABAG 案例 

一、 推動緣起 

舊金山灣區地方政府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Bay Area 
Governments, ABAG）為一契約制組織，成立於 1961 年，為加

州第一個區域性地方政府協會。其治理領域包括灣區的九個縣1

及 101 個市，其中 99 個市為會員，區域內人口約 700 萬人2。

區域內之主要中心都市為舊金山、奧克蘭以及聖荷西三個大城

市，以及矽谷地區。ABAG 為正式的區域規劃機構，其主要任

務為強化地方政府間的合作與協調，亦從事部份跨域合作計畫

任務的執行（如灣區步道計畫）。由於經濟與人口不斷成長與蔓

延的結果，該協會服務的範圍有擴大的跡象。 

即便 ABAG 本身即是開啟區域合作模式的先驅，架構相當完

整，但其組織內容與運作方式也非一成不變。以 2007～2008 年

度為例，ABAG 欲以一項名為 Focusing Our Vision（FOCUS）
的方案，建構願景並整合資源，希望儘可能地鼓勵多元的權益

相關者（stakeholders）參與，包括民選首長、官員、環保人士、

非政府組織等等。同時，就在地層次（local level）而言，希望

能更清楚地界定哪些區域適合發展，尤其是住宅部門方面；以

及，哪些地方需設定為優先保存或保育的區域。同時在目標確

認後，規劃一完善的財務機制以符合「FOCUS」的原則。 

二、 組織結構與決策模式 

(一) 大會（General Assembly）與理事會（Executive Board） 
作為一顧問組織，ABAG 的法定權力有限，所執行的是由

大會每年開會決定的工作方案。大會的代表來自會員縣市

的遴選官員，每員擁有一票，一般大會負責決定年度預算

與工作方案，同時審核理事會的政策措施，一般採多數決。
                                                 
1 歐美國家次級行政區中的 county 一詞，並無統一譯名，在實務上一般可翻為郡或縣。加州州政府與次

級政府經常使用「縣」，如 http://voterguide.ss.ca.gov/pdf/Book-TCH.pdf 之州政府選舉手冊。 
2 根據官方網站（www.abag.org）說明。該協會也預測 2020 年整個灣區將達 800 萬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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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事會成員共 38 名，依人口數比例產生，每兩個月聚會一

次，主要作行動方案的決策，指派各委員會的委員，批准

支出並對政策提出建議。 

(二) 參與各相關區域委員會 
由理事會指派會內成員參與相關區域性事務的決策或指派

人員共同工作，參與的計畫，包括灣區保育與開發委員會、

大都會交通委員會、灣區經濟論壇、灣區貿易計畫、舊金

山河口計畫、海灣三角洲研究小組、灣區生物科學生中心、

區域港口諮詢委員會等八個單位。 

(三) 常設及跨政府委員會 
（Standing and Inter-agency Committees） 
理事會下委員會，負責相關計畫的決策事宜，分別為行政

委員會、財務與人事委員會、立法與政府組織委員會、區

域規劃委員會；另有跨局處的區域機構協調委員會、聯合

空氣品質政策委員會、區域機場規劃委員會、有害廢棄物

分配委員會等。 

(四) 相關執行及幕僚機構（Affiliates） 
理事會下設執行長及相關事務執行機構，負責各類政策計

畫及方案之研擬，計有八個機構，負責執行 8 項計畫，由

執行長領導之總部門則策畫綜合性區域發展策略，各機構

之成立目的、時間與經營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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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ABAG 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www.abag.org 

三、 工作內容 

由於 ABAG 任務的綜合性甚高，且定位為跨區域的整合，故工

作內容較為繁雜。根據其官方網站 2007～2008 年度預算與工作

計畫，以及國內相關研究的介紹3，茲將重點內容整理如下： 

(一) 都會區發展之預測、研究分析與規劃 
ABAG 係州政府指定，負責審核州與聯邦政府計畫的資訊

交換中心，協調地方提案以配合州、區域、地方的計畫，

並管理數個特定的規劃方案，最近並與蒙特利灣區政府協

                                                 
3 ABAG 可說是國內研究跨域合作時經常提及的國外標竿案例。臺北市都市發展局即曾經於 1998 年委託

ABAG 協助進行「北部區域政府合作架構規劃」任務；其他尚有若干參考資料，如彭光輝等（2000）
台北都會區重大都市發展課題--縣市合作之規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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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Association of Monterey Bay Area Governments, 
AMBAG）簽約提供相關技術研究的支援。 

詳細的研究議題與規劃業務如下： 

1. 聚焦願景（Focusing Our Vision, FOCUS） 

此專案是延續過去幾年發展出的概念，希望能以

Regional Smart Growth Strategy 出發，建構一可涵容多方

權益相關者的灣區願景（Bay Area Vision）。 

2. 區域住宅需求（RHNA） 

由於經濟發展與人口聚集的程度加深，故此為灣區近年

來的重點方案。 

3. 區域規劃委員會（RPC） 

此委員會主要由公部門與眾多非政府組織的代表所組

成。其重要性在於協調灣區內各層級與各行政區的規劃

機構、方案。 

4. 清算中心（Clearing House） 

提供各類資訊與數據，供灣區內的公私部門使用。如此

則可檢視政府與私人的投資計畫對環境的衝擊程度。 

5. 區域機場規劃委員會（RAPC） 

由 ABAG 協同都會區運輸委員會、灣區保育與發展委員

會所組成，商討有關各種機場及與機場相關之事務。 

6. 府際協調委員會 

在既有基礎上，拓展 ABAG 在協調灣區之區域規劃工作

的領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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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資源規劃 

包括：與聯邦、州、區域及地方機構來共同執行關鍵海

域試行計畫、與地方政府合作強化水岸規劃和管理能

量、致力於推進能夠預防潰堤或洪泛災害的法案與計

畫、促進水岸資源運用管理和流域管理、結合區域和州

的合作以建構能夠兼納多方利益的流域保護政策、協助

灣區堤防應變規劃技術工作小組。 

(二) 輔助與相關計畫 
同時，環繞著上述各項關乎「區域土地利用」的計畫，ABAG
另針對特定專題或目的提出特定計畫。 

1. 固態廢棄物管理 
（ The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Capacity 
Allocation Committee） 

以減少資源的使用為目標。包括廢棄物分類、定點回收、

廢棄物減量、回收、再使用的手段設定廢棄物減量 50%，

並成立有害廢棄物管理容受力分配委員會制訂有害廢棄

物管理計畫，同時鼓勵綠色企業，綠色生產發展灣區綠

色企業認證計畫，以減少廢棄物產生源，進而達到減量

75%的目標。此外，並擬訂營建與建築物拆除回收方案，

以有效減少營建廢棄物。 

2. 環舊金山灣區步道（San Francisco Bay Trail Project） 

於 1987 年依據州立法而創造，環灣區步道是一個沿著舊

金山與 San Pablo 的 400 英哩休閒步道系統。步道跨越高

度都市化地區，包括舊金山與奧克蘭港，以及偏遠的鄉

村地區。此步道一旦完成將連結九個縣和 42 個城市的海

岸線系統，與超過 130 個公園和公共開放空間保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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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灣區步道系統圖 
資料來源：www.abag.org，經本研究編輯 

 

3. 河口環境管理計畫（San Francisco Estuary Project） 

為保護舊金山河口因都市發展的結果，正承受嚴重的環

境壓力，水體污染、濕地流失、淡水改道等，美國環境

保護局在 1987 年發起舊金山河口方案，它結合不同的公

共利益團體、企業、官員及政府單位於 1993 年共同完成

河 口 的 綜 合 保 護 與 管 理 計 畫 （ Comprehensiv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Plan，CCMP）計畫中將污

染防治與水資源保護列為優先議題，針對海洋資源、野

生生物、濕地、水源使用、污染防治、水道改善、土地

使用管理、公共參與和教育、研究與監控進行行動建議，

由一個執行委員會和三個地域性的次委員會協助完成

100 多個行動方案。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委託研究計畫 
 
 

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中華經濟研究院˙城邦國際開發顧問 
4-8  

4. 地震預測及相關研究、服務 

地震是加州生活真實的一面，為了使都會區內生活的民

眾在災前能有充分的準備，以及災後復建所需的各項需

求，ABAG 的技術幕僚針對不同的地震假設發展出對震

動強度、住宅損害、庇護需求的預測。 

5. 能源購買共同基金（ABAG POWER） 

透過共同購買計畫，以協助灣區內的地方政府提供他們

較低成本的能源花費及穩定的購買價格。經過四年多的

經營之後，ABAG POWER 有效地為參加的政府機構平

均節省了 6%的財務支出。 

6. 共同責任擔保網路公司（PLAN Corporation） 

1980 年代保險費用飛漲，致使許多灣區的地方政府無力

負擔，灣區政府協會因此在 1985 年時成立了共同責任擔

保網路公司，它提供可負擔及可靠的責任與財物保險，

PLAN 謹慎的風險管理，並為避免行政疏失造成的損

失，更提供各類有效的訓練計畫，例如機動警察訓練單

位（Mobile Police Training Unit）為 PLAN 的會員擁有並

運作，這是全美第一個藉著避免意外和減少因「權力使

用」而索賠的責任降低的首例。 

這個因八○年代保費漲價而造成地方政府的危機，由於

ABAG 將各地方政府有效地結合，造成群體的力量並作

出有效措施，使得參與的地方政府均受惠，目前 PLAN
的資產已達 3,400 萬美元，同時亦相對回饋參與的地方

政府計 1,800 萬美元。 

7. 財務服務（Financial Service） 

ABAG 發行的融資包括多種一般地方政府信用發行、賦

課債券、一般資本融資等。債務人包括城市、縣、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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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其他地方政府部門、醫院、私立大學、非營利性住

宅、醫療組織、私人企業。 

8. 訓練中心（Training Center） 

涵蓋主題包括土地使用規劃、管理、水源提供、地震防

災、環境科技、電子化政府等，以傳授專業知識並分享

經驗，而其所轄會員參加訓練課程均有所折扣優惠。 

9. 上網方案（ABAG Web Service） 

提供以網際網路為基礎的網路系統，連接地方政府、市

民和企業。本方案除統籌處理網路的資訊、技術外，並

為各地方政府減少了各自設置網站的成本。 

 

四、 財政概況 

(一) 經費來源 
舊金山灣區政府協會之主要經費來源有五；來自聯邦政

府、州政府、會員會費、服務方案、其他來源。 

以 2007 年的預算來看，州政府補助將近總收入的 40%；中

央的聯邦政府則補助僅 13%。 

屬於第二大收入的是 ABAG 提供的各類服務方案收益，佔

總收入將近 30%，而在 2000 年時，各類服務方案之收益佔

總收入則約有 40%，為最大宗。 

另外，還包括了其他佔有 7%左右的會員費以及其他收入。 

(二) 經費支出 
ABAG 於經費的支用上，最大部份使用於區域規劃上，佔

總經費支出之 56%，將近一半；其次則支用於各類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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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佔 30%，再其次依序為國際的合作、一般行政支出

與訓練等。 

表 4-1 ABAG 年度收入來源比例以及支出各項目比例 
收入來源 支出項目 

聯邦政府  13% 區域規劃    56%

州政府    39% 機構管理 4%

會員會費 7% 跨部門協調 5%

服務方案  29% 服務方案    30%

其他來源  12% 行政、訓練 5%

資料來源：ABAG 2007-2008 預算摘要，本研究整理 
 

決定年度預算與工作方案主要由大會（General Assembly）
每年開會審核，同時審核理事會的政策措施；其成員來自

會員縣市的遴選官員，一般採多數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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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德國 IBA 案例 

一、 推動緣起 

從六○年代初開始，魯爾地區煤炭開採成本上升，開採產量逐

年下降，煤礦逐步關閉，鋼鐵廠紛紛外遷，失業人數大量增加，

成為整體的趨勢；另一方面，由於礦業與重型工業的污染已深

入土地，成為隱憂。「高工資、高環保標準的壓力下使得高污染、

高耗能的傳統產業日益失去競爭力，促使產業不是關閉就是外

移；留下來的是一群不知如何轉業的技工和這塊一百多年來備

受高度污染而荒廢的土地」（林琮盛，2000）。 

  
圖 4-3  魯爾區範圍圖 
資料來源：http://www.wikipedia.org，本研究修改 

 
而就在此時，Duisburg 市政府為了處理這個昔日鋼鐵之都的存

續問題，提出開放國際競圖的構想，讓各種創意進來。而對於

參與競圖團隊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必須以六個月時間跟居民互

動、集會、討論，再提出藍圖，共同找出一個可以實現成為都

會公園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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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北魯爾之埃姆瑟地區範圍圖 
資料來源：http://www.wikipedia.org，本研究修改 

 
最後，由慕尼黑大學景觀建築系的 Peter Latz 教授以 6,000 萬馬

克的額度入圍該計畫；這樣的金額就其計畫規模及服務面向而

言並不算特別多，因其他國際團隊亦曾提出 20 億馬克之多的預

算。 

二、 組織結構與決策模式 

北萊茵-西法倫邦於 1989 年成立附屬於西法倫邦政府的責任有

限公司，稱為 IBA，即國際建築博覽會（International Bauasstelung 
Emscher Park）的縮寫。其宗旨主要是為了挽救魯爾區的生態與

產業危機，並改造其城市體質以因應下世紀的競爭力；因此經

費上提供 3,500 萬馬克（約 6 億 5,000 萬台幣）的營運資金，組

織型態則是以私人企業體為主，組織全名為「國際建築博覽會

股份有限公司」（IBA-GmbH），以此做為整個改造方案的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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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德國 IBA 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整個 IBA 的運作是由一個監察會議來監督（主席由德國聯邦政

府都市發展部秘書長出任），以及一個董事會（主席由州政府的

州長擔任）來維持運作。底下則由州政府代表、每個參加的城

市、參與的企業團體與工會以及各種環境保護和專業團體，組

成一個指導委員會，目的在協助各個城市提出他們的改造方

案，並加以評審挑選。 

而實際執行面，則由主席 Karl Ganser 帶領了一個 18 人組成的

專家諮詢團，以及 50 位工作人員負責。該計畫為期達 10 年

（1988-1999），共有 17 個城市參與。在該計畫結束後，該公司

即「消滅」，更多的概念逐漸演化為各項子計畫，同時地方政府

具備能力可整合相關參與者（含公、私部門），向其他政府單位

以及歐盟提案爭取經費。 

 

監察會議 

董事會 

指導委員會 

專家諮詢團 

與工作人員 

州政府代表、城市代表、 

企業團體、工會、 

環保團體、專業社團 

由聯邦政府都市發展部

秘書長任主席 

州政府州長任主席 

含 18 位專業人員、 

50 位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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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內容 

其主要的推動方式是藉由舉辦一連串的國際競圖來推展以歷史

保存、生態理念、能源開發、文化建設為策略的工業區保存。

至目前為止，這個機構共進行了 70 餘次國際競圖，吸引了大量

的藝術家、建築師提供各類的活化構想，爲這片土地注入了新

生命。整個魯爾區的再生包括廢棄廠房的處理、住宅的整建、

受污染河川及土地的活化等等重大課題，皆有可觀的成果，國

內除了公視節目曾拍攝專輯介紹外，產、官、學界亦曾多次組

團前往觀摩。 

其計畫模式如下：先由北萊因威斯法倫州政府（Nordrhein 
Westfalen，NRW） 從原來所有人手中買下計畫中所需要的土

地及建築物，然後再以合資的方式，出售給新的投資者。在大

多數的情況下，土地及建築物的所有權為新的投資者、參與該

計 畫 的 城 市 及 北 萊 因 威 斯 法 倫 州 發 展 公 司 
（Landesentwicklungsgesellschaft，LEG NRW） 三者所共同擁

有，其中城市約佔 51%（劉坤億，2006）。 

在行政院研考會（2004）所委託之「創新機制在政府部門之應

用」研究中，曾歸納魯爾區計畫內容所包括的七大主題，包括： 

(一) 將「受污染土地」發展成「生態景觀大公園」 
面對工業區的歷史空間及其特性，喚起居民的認同，使該

市所有居民可全程參與景觀公園的改善及更新。 

面對區內許多土壤被嚴重污染、原來廢棄的礦區，採取一

套做法，即盡量保護剩餘的未開發土地，寧可投入大量的

經費整治已被污染的土地，之後再將這些整理完的土地，

作為發展生態景觀大公園的基地。如此一來，每開發一個

景觀公園，亦即同時清理了一塊污染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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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將原本的工業區「廢污水排放管道」恢復為「生態河域」 
採用 Peter Latz 教授的淨化 Emscher 河設計，經由設置坡

道和可以讓雨水下滲式的地表，再匯集雨水引入廢河道，

讓 Emscher 河慢慢自清淨化，逐漸變成被用來澆灌周遭植

物的活水。 

(三) 將運河改建為「可被生活和體驗的空間」 
保留魯爾工業區百年來工業發展的歷史及工廠污廢水景

觀，並讓 Rhein-Herne 運河被淨化、復活的「過程」，完全

被保留在時間與空間中，並被民眾深刻地體驗。 

(四) 保存工業建築為古蹟，以作為歷史的見證 
除了創意的空間設計外，IBA 還計畫讓整個魯爾工業區的

歷史意義被延續。例如在廢棄的工廠中舉辦交響樂演奏

會，又如荀格堡聚落（Siedlung Schuengelberg），將原有的

煤渣山變成一個風景點、景觀公園，變成一個附近居民可

以就近休閒的地方。 

(五) 落實「在公園中就業」的概念 
以蓋爾森基興科管園區（Wissenschaftspark Gelsenkirchen）
為例，該科學園區強調「科技」與「公園」、「社區」結合，

因此藉由 IBA，使得科學園區內每一個工法、技術和創意

皆以尊重生態為最高訴求，讓當地原本從事工業技術研發

的大小公司進駐這座景觀優美的園區，附近的居民亦可以

隨時進入園區內從事自行車、釣魚、划船等休閒活動。 

(六) 以「新建住宅」及「老住宅」更新，帶動城區更新 
IBA 將住宅更新作為魯爾區轉型的重要策略，並提出一系

列的住宅實驗。這項幾項實驗，使得原本荒廢的工業城鎮，

變得煥然一新。刻意強調的小範圍社區更新與改造，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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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爾區的居住品質更加提升，改變以往在人們心目中「煤

鐵」的黑色印象。 

(七) 創造新的文化性活動，帶動地方活化 
IBA 利用魯爾工業區各地的工業區景觀公園，舉辦創造性

的文化活動，每天都有各種節目表演，使得工業區景觀公

園不僅具外觀上的改變，也扮演著帶動地方活化的角色。 

四、 財政概況 

計畫案經費來自各級政府的各項投資計畫，屬於地方政府的計

畫案則由各地方政府循正常制度編列預算支應，私人部門則在

「公私伙伴關係」的架構下合作投資各單項計畫案。當一個計

畫案的基本取向及內容符合 IBA 的精神，並被指導委員會挑選

命名為 IBA 的計畫案時，它們便在各級預算的編列與支應上享

有最高優先的權利。成立十年間，總共投入 100 億馬克支持 IBA 
的計畫案，其中三分之二的資金來自公部門，三分之一則來自

私人企業的投資。 

談到公部門資金的部份，歐盟（Europe Union）長期對該項計畫

的支持，使得整項 IBA 魯爾區再生計畫案的資金來源包括歐盟

與北萊因威斯法倫州，合計佔有 80%。 

目前 IBA 已結束，但此區在 2000-2006 間，仍被結構基金視為

須輔助地區，因此，北萊茵-西法倫邦仍然在原來 IBA 規劃的基

礎下，持續提出新的研發及建設計畫，並獲得結構基金下目標 2
（Objective 2）、目標 3（Objective 3）方案，在 2000-2006 年間

支援了 7.53 億歐元，其他還獲得歐盟其他如「Interreg」、
「Leader」、「Urban」計畫下多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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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義大利 TPs 案例 

一、 推動緣起 

七○年代，在義大利的中部與東北部出現以中小型廠商網絡為

主的發展模式，以彈性專殊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聞名世

界的「第三義大利」現象，不僅在產業研究領域上引起風潮，

也令區域研究者開始思索如何將成功複製或移至發展相對遲滯

的南義大利。領域協定（Territorial Pacts, TPs）可說是該特定的

整體社會情境下，歷經各種政治社會過程的產物；而這必須從

其歷史與文化條件談起。 

  
圖 4-6  義大利南北區域劃分圖 
資料來源：http://www.wikipedia.org，本研究修改 

 

(一) 「南北差距」為其歷史難題 
二次戰後的義大利，除了面對著戰後重建的問題外，為了

克服自古以來的南北差距，特別成立了 Intervento 
Straordinario （SIP, Special Intervention Program），以「國

Mezzogio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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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團結」之名引導著資源再分配；另外成立了 the Cassa per 
il Mezzogiorno （State Found for the South） 協助 SIP，專

門解決所謂的「南部問題」（Southern Question）。這是迥異

於過去官僚體系的組織，無論在規劃或管理國家如何介入

經濟事務方面，該組織皆享有相當自主性；其早期主要投

入於落後地區之「基礎設施建設」。 

(二) 經濟上加速「工業化」卻未緩解「區域差距」 
而自 1957 年後，該組織則轉向「促進工業化」的工作；於

是資本密集產業大量引入，成功地促進了私人投資，但卻

未產生創造就業的效果。由於上述失敗，南方振興基金的

成效受到相當大的批評；到了 1973 年石油危機造成義大利

的經濟大受打擊，尤其對南義大利而言造成相當致命的衰

退。在這樣的處境下，國會於 1984 年終於通過停止 Cassa
的運作，且於兩年後成立了南方發展局（Agency for 
Mezzogiorno Development），協助財政資源籌措，以供地方

政府建設；但其由歐洲共同市場（EEC），也就是後來的歐

盟之下的區域基金爭取經費後，地方政府無足夠能力實

施。以事後之見看來，當時地方政府以及社會條件均未到

位。 

(三) 政治結構轉變成為跨域合作的歷史契機 
政治制度，或者嚴格說來，政黨政治的選舉制度，於 1993
年前後有了重大改變，因而牽動了區域發展的契機。新興

的省級與城市首長直選之制度造成一股新政治力量的興起

與結盟。 

而也是從 1993 年起，國家經濟事務與勞動委員會（CNEL）
內提出領域協定的機制，聚焦於南義大利，其主旨在於維

持與協調在特定地區的各種經濟發展計畫，並透過協議的

方式，將他們安置在整體性的架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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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結構與決策模式 

簡而言之，領域協定是一個集結「在地層級」之各種資源，並

將其挹注於當地所共享的發展目標，使其實現的手段。 

需注意的是，當領域協定大量仰賴私人公司的投入時，公會與

雇主要協商出可吸引廠商投資於該區域的勞資關係，並非易

事。在政府於 1995 年立法並承認領域協定之前，其實領域協定

最初僅在 CNEL 內部自主地形成而未廣為人知。 

隨後，經濟規劃跨部會委員會（the Interministerial Economic 
Planning Committee, CIPE）也表示支持領域協定並透過 1995 年

5 月與 11 月的兩次討論過程，賦予相當程度的財務支持。此舉

使領域協定大大增加可操作性，而同時也轉變了此類發展計畫

當初是以自給自足（self-sustaining）為前提之初衷。而後來這

竟使得 CNEL 要去建立一正式化的程序，以便處理各地區所要

求的更高層級的支援。 

這出乎意料的效應，最後在 1997 年部份地被 CIPE 的決策所克

服；主要是在領域協定（Territorial Pacts）與地區契約（Area 
Agreements）之間做出若干協調與差異化。 

三、 工作內容 

領域協定的核心觀念即是由公私部門基於目標與計畫，由中央

政府資助，共同進行合作。 

在領域協定中，設定該地區所關切的特定發展目標，同時根據

目標選擇計畫，確認各種可支持他們達成該目標的執行方式。

由雇主組織、貿易聯盟以及地方當局所簽署的協定，則明訂了

他們應貢獻的財務資源，以及如何與地方政府分配，定義行政

程序的簡化與法定的分配比例，用於幫助加速實施發展計畫。

設定實行於該特定地區的勞資關係守則，以降低勞動成本、增

加彈性，提供廠商願投資該地區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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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義大利案例所呈現出的是特殊性，在於其由下而上

的提案與推動過程，民間部門高度自主、廣泛參與的特性。 

四、 財政概況 

(一) 「公部門」資金來源包括歐盟、中央與地方政府等層級 
在區域協定中有多種資金來源。在公部門的資金來源方

面，包括歐盟、中央政府與區域議會的公共資金；資金的

補助需經過財政部門核定，補助領域則可包括工業、農漁

業、觀光產業與服務業等等。 

(二) 「銀行」扮演重要角色 
如果計畫由私部門提出，則必須經過合格的銀行體系進行

監督。其中，合格的銀行需獨力為各項私人申請案負責，

如此才能達到公共財政與商業結合的目的，而不至於引發

連串的國家財金危機。若投資失敗，銀行必須負責償還政

府參與投入的公共資金給財政部。如果是公部門提案，通

常也會導入銀行參與，為其評估合作計畫對於地方產業發

展的成效，以確保計畫內容能達到提案的目標。 

由此可知，參與的銀行事實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對於

區域協定初期的協議、審核，直到最終的監督與執行成果

的品質，均相當有影響力。在義大利領域協定合作機制中，

銀行以資本代理人的角色，一方面作為政府提案計畫成效

的守門員（gate keeper），另一方面，也是民間部門提案的

產業發展評估舵手，及投資風險分擔者。藉由銀行的介入，

使得領域協定計畫多能發揮有助於地區發展的成效，避免

政府無效的資源投入，或是民間部門自主投入於不當的產

業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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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國 長三角經濟協調會案例 

一、 推動緣起 

自 1980 年代起，中國大陸進行了一連串的改革開放措施。在追

求經濟發展與社會體制變化的過程中國家的性質也有所改變。 

上海市向來為長三角地區的核心城市，而蘇州地區在 1990 年代

前後成為全球電子製造業的重鎮，與珠三角逐漸形成分庭抗禮

的局面。 

在這條軸線帶動下，各城市之間的競爭也十分激烈。在地方利

益主導下，地方保護主義盛行、產業結構佈局趨同、地區間惡

性競爭頻發、環境污染嚴重、土地與人力資源浪費、基礎設施

建設缺乏統一規劃，這些現象既影響了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

展，對於中央政府而言也影響其掌控的權力。 

長三角區域合作之形成源自於長三角經濟圈4概念的浮現。1982
年 12 月 22 日，上海經濟區成立，可說是「長三角」經濟圈概

念落實的起源。1983 年 3 月 22 日，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正式

成立。其以上海為中心，範圍包括：長江三角洲的蘇州、無錫、

常州、南通和杭州、嘉興、湖州、寧波、紹興等十個城市。此

時所謂的合作侷限於上海市與江蘇省各城市之間。 

到 1986 年建立的「上海經濟區辦公室」和「五省一市省、市長

聯席會議」制度，使合作範圍擴張至「五省一市」5。 

 

                                                 
4 長江三角洲經濟圈的地域範圍較為模糊，但遠超出地理上的長江三角洲。一般把上海視為長三角經濟圈

的中心，南京、杭州視為長三角經濟圈的兩個副中心。長江三角洲經濟圈是中國最大的經濟圈，其經

濟總量相當於全國 GDP 的 20%，且年增長率遠高於全國平均水準。長江三角洲的進出口總額，財政收

入，消費品零售總額均居全國第一。而長江三角洲城市圈亦是世界六大城市圈之一。（資料來源：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 
5 關於此處及以下長三角經濟圈合作緣起，主要概念引述自中國大陸國務院之發展研究中心網站專題介紹

（資料來源：http://www.drc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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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長三角區域合作大事紀 
年別 事件 

1983 

國務院組建「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提出以上海為中心建立長三角

經濟區，其範圍幾經演變，陸續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

江西等五省一市。 

1992 

連通江蘇與上海的滬寧高速公路建設正式啟動。 

「城市經濟協調會」成立，目的是確立轄區間合作夥伴關係，推動區

域經濟發展。 

2004/5/17 

長三角地區「兩省四市」貿促機構聯席會議成立，並在滬舉行了主題

為「充分發揮區域資源優勢，共創長三角概念展覽品牌」的第一次會

議。將利用市場機制推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真正實現優勢互補，

共同繁榮。 

2004/05/19 

長三角十五市的主要領導人齊聚湖州市，共同簽署《共建信用長三角

宣言》，為建立「長三角，大信用」謀得思想理論上統一。第二屆長

三角一體化論壇也「設壇開講」。 

2004/09/08 

滬蘇浙三省市政府協作部門負責人，以「完善長江三角洲合作機制，

務實推進聯動發展」為主題，交流一年來三省市協作工作，並提出今

後一年的共同工作目標和建議。  

2004/11/02 

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第 5 次會議在上海召開。作為長三角城市

間的最高「峰會」，本次會議首次建立議事制度，並將城市經濟協調

會的常設機構由原來的聯絡處升格為常設辦公室。 

2004/11/30 

上海、江蘇、浙江三省市委對外宣傳辦公室負責人聯席會議在浙江杭

州召開。會議就攜手合作，整合資源，共同打造外宣平臺，展示長江

三角洲地區的良好形象，提升本區域在國際上的影響力進行了探討，

簽署《滬蘇浙對外宣傳工作合作協議》。  

資料來源：陳德昇，「中國大陸市場轉型期長三角府際關係：競合取向」，地方

治理論文彙編。 
 

1997 年，原上海經濟區城市成立了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

會。而 2003 年在南京召開的第四次會議上，「浙江省」的台州

加入「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使「長三角」城市由傳統的

15 個擴展為 16 個。 

2004年 11月 2日在上海召開的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第五次會

議，在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歷史上具有里程碑意義，把經協會

由每兩年召開一次改為每年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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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結構與決策模式 

自八○年代開始，為協調各方利益衝突，長三角區域內各行政

主體曾進行過多層次的協調工作。 

表 4-3  長江三角洲區域治理模式與相對政府層級 

區域治理模式 事例 國家（中央）政府 省級政府 地方政府（市） 私部門

區域規劃 「長江三洲區域規劃」 ● ○   

行政區劃的調整與

兼併 
錫山市併入無錫市 

● ●   

都市圈規劃 「江蘇省城鎮體系規劃」  ●   

成立「上海經濟區域規劃

公室」 
● ○   

舉辦「蘇浙滬經濟合作與

發展座談會」 
 ● ○  

區域領域組織與 

再組織化 

舉行「長江三角城市經濟

協調會」 
  ●  

功能性政府 成立「太湖流域管理局」 ● ○   

部門性協商與協議 
發表「長三角品質技術監

督合作互認宣言」 
  ●  

區域內民間團體的

協調 
成立「中國長三角工經聯

席會」 
   ● 

說明：●表示直接相關；○表示間接相關 

資料來源：簡博秀（2006），沒有治理的政府：長江三角洲城市區域的治理與合作模式 

 

關於各級政府與長三角地區既有合作機制的關係，大致可如表 
4-3 所示。而現有的協調機制可分為四個層次（景體華，2006）： 

(一) 由中央政府主導進行的區域協調 
這類協調最早可追溯到國家計委於 1975 年 8 月向國務院提

出的「關於籌建華東地區經濟協作機構的意見」、1982 年

12 月國務院發出的「關於成立上海經濟區的意見」以及後

來由交通部牽頭制定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現代化公路水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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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規劃綱要」、國家發改委研究通過的以國家干預的方式

來制定和實施區域規劃和區域政策等。這類協調啟動成本

較高，被啟動的可能性較小，協調意見原則性強，可操作

性較差，成效自然受到限制。 

(二) 由長三角區域內各行政主體之間形成的磋商協調 
這類協調工作主要表現為由區域內各行政首長之間的直接

磋商和對話，具體形式由三個層次組成（陸瑤，2006）：（1）
為長三角區域的（副）省市長層級的「滬蘇浙經濟合作與

發展座談會」聯席會議，每年舉行一次，確定三省市合作

的「大政方針」。在這些會議上達成了諸如「長江三角洲旅

遊城市合作宣言」、「關於以籌辦『世博會』為契機、加快

長江三角洲城市聯動發展的意見」等行政契約。（2）第二

個層次是長三角城市（15＋1）市長級別的「長江三角洲城

市經濟協調會」、「浙規劃工作聯席會議制度」以及「三角

一體化發展論壇」。這是最具實質性的工作會議。（3）第三

個層面為長三角各城市政府部門間的協調會，包括交通、

科技、旅遊、金融等 30 多個專業部門，建立對口聯繫協調

機制。藉由多元、立體的合作框架，有力地促成了區域經

濟的共同發展。 

相應的協調機構有：「長三角規劃與發展委員會」、「長三角

一體化建設顧問委員會」等。這類協調最後形成「合作宣

言」、「共同聲明」等行政契約。由於這類契約沒有法律約

束力，契約的實施就變得困難重重。每年一次的峰會照開，

但區域內的衝突卻不斷。 

(三) 區域內各行政主體的職能部門之間的協調 
上述第三個層面的各城市政府部門間的協調會，為區域合

作方向與策略能夠具體推動落實的基礎。這類協調主要產

生在各行政主體職能部門之間，達成層次較低、範圍較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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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行政契約，表現形式主要為「互認協議」、「互認宣言」

等。 

例如：2003 年 8 月二省一市的品質技術監督局發表的「長

三角品質技術監督合作互認宣言」； 11 月，三地品質監督

部門簽署了「長三角食用農產品標準化互認合作協議」； 
2004 年 7 月，長三角道路運輸稽查部門針對區域內非法營

運等現象達成「市場共管、規則共守、資訊共用、號碼共

用」管理制度。 

這類協調就其性質而言，與層次二是一樣的，參與協調的

行政主體及其達成的行政契約級別更低、具體涉及的領域

更寬而每個契約所針對的協調範圍更窄。這類協調的主要

缺點也是缺乏法律約束力和違約責任的法律救濟等。且由

於涉及部門眾多，協調的成功與否更多地取決於人為的因

素，協調成效亦有限。 

(四) 區域內民間團體的協調 
這類協調來自於民間，目前尚處於萌芽狀況。比較明顯的

例子是 2004 年 4 月成立的「中國長三角工經聯席會」。由

於這類協調對政府之間的利益衝突無法觸及，故其影響有

限。但從發展趨勢看，這類協調未來形成的機制，將會對

市場層面的利益衝突協調，產生不可替代的積極影響。  

三、 工作內容 

在長三角的協調合作過程中，最根本的關鍵課題在於經濟快速

崛起發展過程中，利益協調分配的問題。必需避免重建設和地

方保護主義，而難以形成地區間產業合理分工、降低地區整體

競爭力。 

早在合作初期階段，石憶卲、王克強（2002）即主張關鍵對策

在於：（1）建構區域市場一體化的有效管理體制，充分發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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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在區域利益協調中的主導作用；（2）建構長江三角洲產權交

易共同市場，透過資產紐帶聯繫，實現企業之間和城市之間的

資產重組；（3）組建具有股份合作形式的區域性實業公司，如

港口貨櫃碼頭公私、高速公路開發公司、住宅開發公司、旅遊

服務公司等，各級政府可以各種資產形式參與，風險分擔、利

益共享；（4）打破地方利益主體、經濟主體和管理主體等「三

位一體」政企不分的格局，規範地方政府在市場機制的調控行

為；（5）建立健全區域性社會保障體系，實施職工失業保障、

養老保險、醫療保險等制度。 

發展至 2007 年，歸納長三角具體的合作工作大抵不脫上述範

疇，但側重創造經濟利益的部分，尚未觸及最後一項著重於社

會財富重分配機能的社福保險醫療體系建構。摘述長三角目前

為止的主要工作重點如下： 

(一) 推展交通體系一體化 
透過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的模式，包括蘇嘉杭高速公路的的

浙江、江蘇交界收費站打破行政界限，實現長三角各城市

交通規劃對接。 

(二) 金融一體化進程加快 
首先由政府主導，要求各地建立金融服務辦公室，發揮政

府地方金融機構的作用和強大金融實力的優勢，所提供的

服務力度較大；其次是由金融監管主導，監管部門發揮號

召力作用；第三是市場主導，由同業工會來進行金融合作。 

(三) 建構資訊交流平台 
為改革傳統政府管理政策不透明、管理職能單一和運轉效

率不高的現象，上海推出政務資訊化建設，重點建設政府

公眾資訊網；同時，滬江、蘇州、浙江亦進一步研究提出

電子政務資訊和信用體系資訊的共用方案，以儘快建立覆

蓋整個區域的資訊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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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動產權市場一體化 
目前長三角區域產權市場的擴張，已經對其他地區產生輻

射作用，並將推動全國統一產權市場的建設。2004 年 1 至

7 月，經上海產權交易所操作的共 259 宗併購案中，長江三

角洲 16 個城市間的「區域內併購」達 124 宗，數量占近 50%。 

(五) 建設洋山深水港 
此為長三角之重點建設，搭起了上海市與杭州之間的緊密

協作關係。洋山港位於杭州灣長江口外崎嶇列島，距國際

航線僅 45 海浬，是離上海最近的具備 15 米水深的天然港

址。2005 年一期工程建成後，年吞吐量達到 300 萬箱。預

計 2020 年洋山港年吞吐集裝箱量 2,000 萬箱。洋山港的建

設，使上海有條件成為東北亞國際航運中心，進成為亞太

經濟中心的基礎。 

(六) 消除物流體制障礙 
打破行政分割、協調各方利益、形成雙贏共識、建設區域

一體化基礎設施與市場政策，降低企業運營成本，激發區

域經濟活力。長三角地區在招商引資、土地批租、外貿出

口、技術開發等方面形成統一法規，採取區域公約的方式，

開放共同市場，建立協調的基礎設施網路，統一開發利用

自然資源，建立協調與管理制度等，營造無差異的政策環

境，並逐步使之成為超越行政管轄的區域性法規。 

(七) 打破人才交流瓶頸 
杭州、寧波、上海、南京、蘇州、無錫六個城市率先展開

了區域內證書互認、人才共育的合作。人民可以選擇在六

地中任何一地參加外語口譯崗位、現代物流管理等職業的

培訓和考試，所得的資格證書也將在這六個城市中獲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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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旅遊專題 
為加強長江三角洲旅遊城市的合作與互動，2003 年 7 月 7
日長三角 16 城市聯合舉辦「長江三角洲旅遊城市 15＋1 高

峰論壇」，並且共同簽署的「長江三角洲旅遊城市合作宣

言」。 

其中，具體措施包括： 

 宣傳時統一以「世界第六大都市群－中國長江三角洲」

的品牌城市形象來行銷； 
 取消區域內旅遊「地陪」制，實現區域旅遊一社通； 
 取消外地旅遊車入城、入景區限制措施，推行統一的

「市民待遇」政策； 
 允許其他城市旅行社在上海市開設分支機搆； 
 鼓勵旅遊產業連鎖，建設中國首個無障礙的跨省市旅

遊特區 
 並將構築交通網絡，實施長三角 3 小時交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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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歐盟案例 

一、 推動緣起 

空間規劃並非歐盟委員會的責任範圍，但因歐盟之創設有其強

烈的「區域均衡發展」願景色彩，著重於經濟與社會融合的目

標，故在教育、創新等各類政策上，均強調應有助於促進區域

均衡發展。發展至 2001 年，歐盟委員會第二份對於經濟與社會

融合的報告，首度明確指出「區域融合」（Territorial Cohesion）
的課題，並指明運用結構基金予以補助，強調對於發展遲緩地

區與衰敗都市課題之重視。 

綜觀歐盟對於區域政策的趨向，偏向於處理結構性問題，回應

經濟成長地域不均發展、社會極化等挑戰，而非一般事務性計

畫的執行。高舉的區域政策目的在於「協助地區對外增加競爭

力、對內利益共享」。 

早期也曾多方討論合併地方政府與擴大政府服務規模的課題，

但認為並非是解決公共事務的最佳選項。因為：擴大規模的作

法，經常會降低民主參與性；區域合併也不見得能夠減少公共

開支。因此，逐漸朝向採用計畫為基礎、財政輔助的手段，促

進誘發具實質性的跨域合作計畫。 

(一) 從「歐洲共同體」到「歐盟」 
歐盟的前身為歐洲共同體；最早是在 1950 年時成立「歐洲

煤鋼共同體」；1967 年 7 月 1 日「歐洲經濟共同體」、 「歐

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煤鋼共同體」的部長理事會及

委員會等主要機構正式合併，為現行歐盟理事會之前身。 

1991 年對歐盟發展而言是關鍵的分水嶺，通過馬斯垂克條

約，將「歐洲經濟共同體」直接更名為「歐洲共同體」，，

逐步由區域性經濟組織逐漸轉型為區域政經整合發展；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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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直接更名為「歐洲聯盟」，共同發展外交及安全政策並加

強司法及內政事務上的合作。 

(二) 現行歐盟行政組織結構 
歐盟整體的行政組織相當龐大，其中最重要的三大決議機

構為「歐洲聯盟理事會」（代表各會員國）、「歐洲議會」（代

表公民）、「歐洲執行委員會」（維護歐洲整體利益的獨立執

行機構），分別介紹如下： 

1. 歐盟理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重要的決策委員會 

歐盟理事會負責起草歐盟法律，影響各成員國經濟、外

交政策與預算的制定。 

2. 歐洲議會—代表直接民意來源 

歐洲議會源自 1979 年起歐盟國家的公民直接選舉，為目

前世界上唯一經「直接選舉」產生的多國議會，而它在

歐盟各組織中也代表著民意來源。 

3. 歐洲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歐盟行政機構 

歐洲執委會又稱歐盟委員會，其定位為歐盟行政機構，

負責執行理事會決定的政策。 

二、 組織結構與決策模式 

簡而言之，歐盟的跨域合作機制可說是鼓勵領域合作（European 
Territorial Cooperation）的機制。 

空間規劃並非歐盟委員會的責任範疇，但歐盟委員會對於空間

規劃的觀點，對特定空間的發展之重要性，卻是無庸置疑。因

為，歐盟委員會的所有政策決策，都會落實在特定的空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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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歐盟內部經濟成長率的空間分佈 
資料來源：http://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 

 

歐盟基於其歷史特殊性，成員國之間社會、經濟條件差距

甚大（參見上圖），「如何降低區域發展不均」自然成為歐

盟各國合作面對的首要命題6。 

以下四點為其推動領域合作，促進區域均衡的機制特色： 

1. 以「財政補助」作為政策工具，鼓勵跨尺度合作 

整體的推動機制，是在歐盟的整體架構之下，以提供額

外的財政補助的方式，整合領域發展，促進跨域合作與

經驗交流。所補助的跨域合作之尺度包括了：區域之間、

國界鄰近地區以及跨越國界之間的區域合作；也支持非

                                                 
6 1951 年設立歐洲煤鋼共同體時，並無所謂的共同「區域政策」，而是在合作過程中發現經濟整合成效會

因區域差異而大打折扣。於是 1957 年，「羅馬條約」序言中，即敍明「透過縮小不同區域和發展落後

遲緩地區間的差異，以強化共同體經濟，並確保共同體合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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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上鄰近地區之間的跨域合作，例如跨越海峽之區域

合作。 

2. 受補助國家與區域政府負擔相對應的財務責任 

具體補助方式並非直接補助在委員會所選定的特定計畫

上，而是經由委員會共同設定發展計畫的主要優先順

序，之後再由國家或區域政府其中之一，單獨決定何項

為受補助計畫及其管理制度。一旦選定計畫之後，該地

區的政府預算和公基金（community fund）也會共同提

供這些計畫財源。（以上適用於所有的結構基金之補助） 

3. 保持彈性給在地行政部門，落實由下而上的民主精神 

但歐盟決策僅止於設定優先順序，並不會確切的決定某

項計畫能否獲得補助；而是將計畫能否取得補助的最終

決策權，留給該地之行政部門。同時，合作方案的實質

內容之規劃、執行，也都是由參與集中的行政部門所擬

定和落實，與提供補助的歐盟並無直接的關聯性。 

4. 以定期評量作為檢驗、修正的調整機制 

也就是說，行政部門是直接推動跨域合作的主體，歐盟

只是以提供補助以誘導跨域合作工作的推展。不過，歐

盟仍會依據其所設定的目標，進行受補助計畫的評量，

而評量的結果將會影響後續年度之補助經費的取得。 

簡而言之，歐盟的跨域合作乃是藉由財政補助，促進和

鼓勵各會員國及其地區，開展跨界之經濟與社會活動、

開展與推進跨越國界的合作（包括跨越海峽的雙邊合

作）、增進跨域合作之區域政策的效率（包括區域與地方

政府間的網絡合作、經驗交流等）。就本研究所展開的兩

向度而言，歐盟的跨域合作補助計畫，應該屬於第一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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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右上角。即：高度的行政部門參與程度，且高度的正

式化程度。 

三、 工作內容 

在歐盟的整體架構之下，歐盟區域政策的主要目標在於經濟與

社會融合，主要手段是財政整合（financial solidarity），將 35%
的歐盟預算運用在發展較差的地區，包括：發展落後遲緩地區、

面臨再結構困境地區、特定經濟社會問題的地區等，以使這些

地區能夠收效於歐盟單一市場所提供的機會，更有能力突破困

境。 

(一) 歐盟區域政策的主要目標（2007～2013） 
歐盟區域政策是在「結構基金」（Structural Funds）的財政

架構下所推動。2007～2013 年間新調整的區域政策目標

為：促進聚合（Convergence）、提升區域競爭力和就業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Employment）、推動歐洲領

域合作（European Territorial Cooperation）。相對應的，也調

整了結構基金的類型，包括了：歐洲區域發展基金

（European Fund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ERDF）、歐洲社

會基金（European Social Fund, ESF）和凝聚基金（Cohesion 
Fund, CF）三項基金。 

2007～2013 年歐盟區域政策之目標的實質內涵與可供應用

用的基金類型如下頁表。 

由該表可知，各項結構基金政策，幾乎均與歐盟的區域政

策息息相關，但區域發展基金（ERDF）可說是其中最直接

處理跨域合作議題的項目，而且完全涵蓋歐盟區域政策的

三大目標。故特以 ERDF 為例說明其實質補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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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歐盟區域政策之目標、結構基金與政策工具：2007～2013 年 

目標 內涵 結構基金項目

為低度發展的會員國及區域，提升有利成長的條件以及能趨向

實質聚合的要素 
促進聚合 

區分為兩種地區給予補助：聚合區域（convergence region）及

脫落區域（phasing-out region） 

ERDF ESF CF 

經由兩種方式強化競爭力和吸引力，以及就業： 

1.發展計畫：協助地區創新、推動知識社會、創業精神、環境

保護和改善地區可及性，以協助地區能夠參與和推動經濟變

遷 

2.投資於人力資源，以調整勞動力的質與量，使之能夠參與較

佳的工作機會 

提升區域競爭力和就業 

適用地區中包含 phasing-in region（前階段稱為「目標一」地區） 

ERDF ESF

推動歐洲領域合作 

藉由結合地方與區域政策，強化跨域合作；目標在於整合領域

發展，促進跨域合作與經驗交流 

跨域合作的尺度包括：區域之間、國界鄰近地區以及跨越國界

之間的區域合作；也支持非地理上鄰近地區之間的跨域合作 

奠基於前期計畫之 Interreg 

ERDF  

 

資料來源：歐盟網站 http://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policy/object/index_en.htm （2007/7/24 檢

索），本研究整理 

 

1. 促進聚合 

在促進聚合的目標下，ERDF 補助經濟結構的現代化與

多樣化，以及確保和創造能夠持續發展的工作機會。補

助的行動方案可涵蓋以下領域：研究和技術發展、創新

與企業創業、資訊社會、環境、風險預防、觀光、文化、

運輸、能源、教育、保健等。 

2. 提升區域競爭力和就業 

在提升區域競爭力和就業目標下，依據以下三點決定優

先順序：創新與知識經濟（強化區域的研究與技術發展

的能力，促進創新與企業創業、強化知識經濟相關企業

之財務工程）、環境與風險迴避（清除污染區域、提升能

源效率、獎勵城鎮內的清潔公共運輸、規劃有關於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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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技術應用之風險控制計畫）、取得有利經濟發展的

運輸與通訊服務。 

3. 歐洲領域合作 

在推動歐洲領域合作目標下，補助以下三種領域：開展

跨界之經濟與社會活動、開展與推進跨越國界的合作（包

括跨越海峽的雙邊合作）、增進跨域合作之區域政策的效

率（包括區域與地方政府間的網絡合作、經驗交流等）。 

ERDF 也特別關注領域特性，其行動方案之設計目的在

降低城鎮之經濟、環境與社會問題，對於自然條件處於

劣勢的地區（例如偏遠地區、山區或人口非常分散的地

區）會給予特別的協助。 

(二) 歐盟區域政策的主要目標（2000～2006） 
歐盟的區域政策及其結構基金之類型與運用目標等，均隨

著不同階段的歐盟會員國及區域之發展需求而漸次演進。

前一階段（2000～2006 年間），歐盟區域政策所設定的目標

有六（參見下表）：Objective 1、Objective 2、Objective 3、
Interreg III、URBAN II、Innovative action；當時可供運用的

結構基金有四種類型，個別的目的與補助特性參見後文「財

政概況」部份。目標 1 至目標 3 的說明如下： 

1. 目標 1（Objective 1）： 

促進落後地區的發展和結構調整。在 2000 年～2006 年

期間，結構基金中的 69.7%經費用於資助目標 1 地區，

其人口占歐盟總人口的 22.2%。 

2. 目標 2（Objective 2）： 

協助在經濟和社會轉型時，面臨結構性問題的地區。在

2000 年～2006 年期間，符合目標 2 地區從結構基金中分

配到的經費比例為 11.5%，其中也包括一定金額的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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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安排，其人口占歐盟總人口的 18%，若進一步前述

4 種類型發展困境來看，還可細分約 10% 人口是在工業

和服務地區，5% 人口是在鄉村地區，2% 人口是在都

市地區，最後 1% 是在漁業地區。 

3. 目標 3（Objective 3）： 

主要是針對就業、改善勞動力市場條件和人力素質目

標，支持教育、培養訓練和就業政策及體制的現代化。

此項目標不是以區域做為基礎，即全歐盟地區均可申

請。從 2000 年至 2006 年，此目標下得到結構基金中

12.3%經費的資助。 

其他類型的目標說明以及特性比較，可參見下表整理。 

表 4-5  歐盟結構基金之補助類型與目標：2000～2006 年 

類型 目的與補助特性 

目標 1 發展遲緩地區，提供基礎建設、訓練與刺激當地企業投資 

目標 2 轉型困難地區，包括：經濟重建區域、衰退的農漁村，或有嚴重問題的都市區域 

目標 3 藉由提升教育訓練體系，使其現代化，並創造就業機會的地區，以解決失業問題 

Interreg 

III 

透過 ERDF 補助，激發跨國區域合作、孕育均衡發展，以強化經濟和社會融合 

特別強調整合偏遠區域，以及國界鄰近地區的合作 

支持不同尺度的區域決策之整合，並提供政策制訂者、政府官員和研究人員之間的合作聯盟

Urban II 

運用 ERDF 補助都市區域之永續發展 

針對衰退或處於困境的都市地區之社會與經濟再發展，強調創新的發展模式之設計與執行，

同時強化都市永續發展之資訊與經驗交流 

Innovative 

Actions 

運用 ERDF 補助區域的實驗性構想之執行，讓具有風險性的區域發展實驗計畫，得以有機會

試行，以回應新經濟的挑戰 

主要的策略主軸包括：知識經濟與技術創新的區域發展策略、E 化歐洲區域及資訊社會的區

域發展策略、區域自明性與永續發展策略 

2007～2013 年計畫期間，鼓勵在地區運作計畫（district operational programme）中納入創新實

驗作法，不再重複補助創新行動方案 

資料來源：歐盟網站 http://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policy/object/index_en.htm  
（2007/7/24 檢索），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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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財政概況 

在財政上，歐盟的結構基金政策幾乎即可謂其區域政策的體

現。而其結構基金政策在過去十幾年間，隨著歐盟「自身體質

的轉型」、「面對的整體課題調整」以及「新會員國陸續加入」

等時勢變化，也歷經數個階段的調整。 

自 1988 年起不斷發展，至 2005 年公佈了欲從 2007 年至 2013
年施行的結構基金政策，這段期間約可分為四大階段，茲整理

為下表： 

表 4-6  歷年歐盟結構基金政策調整一覽表 

1988~1993 年 1994~1999 年 2000~2006 年 2007~2013 年 

項目 基金 項目 基金 項目 基金 項目 基金 

  Cohesion Cohesion 
fund 

Cohesion Cohesion 
fund 

Object1 

ERDF 
ESF 
EAGGF

Object1 ERDF 
ESF 
EAGGF 
FIFG 

Object1 ERDF 
ESF 
EAGGF 
FIFG 

聚合與 

競爭力 

Cohesion 

fund 

ERDF  

ESF 

Object 2 ERDG 
ESF 

Object 2 ERDG 
ESF 

Object 2 ERDG 
ESF 

Objective 3 
ESF Objective 3 ESF Objective 3 ESF 

區域競爭

力與就業 

 

ERDG  
ESF 

Objective 4 ESF Objective 4 ESF Interreg ERDF 

Objective 5a 

EAGGF Objective 5a ESF 
ERDF 
EAGGF 
FIFG 

URBAN ERDF 

Objective 5b 

ESF 
ERDF 
EAGGF

Objective 5b ESF 
ERDF 
EAGGF 
FIFG 

EQUAL ESF 

 

 Objective 6 ESF 
ERDF 
EAGGFF
IFG 

Leader+ EAGGF 

歐洲領域

合作 

ERDF 

 

   鄉村發展

基金與其

他 

EAGGF 
FIFG 

  

共 5 項 共 3 項 共 7 項 共 5 項 共 9 項 共 5 項 共 3 項 共 3 項 

資料來源：歐盟區域發展政策之研究（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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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政收支方面，2000 年至 2006 年期間，廣義的結構基金經費

增加到 2,130 億歐元7。總體而言，歐盟更加提高對區域行動計

畫的支持度，計畫期程改為 7 年一期。 

表 4-7  歐盟結構基金類型：2000～2006 年 

名稱 目的與補助特性 

歐洲區域發展基金（ERDF） 

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  

目的在改善經濟發展與社會融合，補助促進發展和

建立特色產業的計畫 

歐洲社會基金（ESF） 

European Social Fund  

教育訓練、人力資源與平等就業機會，以提高就業

的可能性 

漁業輔導金融工具（FIFG） 

Financial Instruments for Fisheries Guidance 

漁業部門現代化的結構性改善計畫及其相關產業

的發展，並促進勞動力多樣化發展，以及產業提升

歐洲農業指導與保證基金（EAGGF） 

European Agricultural Guidance and Guarantee Fund 

適用於鄉村地區，鼓勵再結構與多樣性發展，以提

升經濟發展和社會融合，同時保護和維繫環境與鄉

村聚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歐盟網站 http://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policy/object/index_en.htm
（2007/7/24 檢索） 

 

在資金配置上，為使資金更加集中運用並提升效率，將先前區

域政策中的 7 類目標減化為「目標 1」至「目標 3」的 3 大類，

結構基金超過 94.7%的經費，約 2,015 億歐元運用在此 3 類目

標，另外 5.3%經費，約 115 億元則保留運用於歐盟自行負責提

出與執行的 4 種類型區域發展計畫，包括「Interreg」、「Urban」、
「EQUAL」、「Leader+」等。 

而這樣的配置，運作到 2005 年又經檢討，針對接著 2007 年到

2013 年最新階段的「結構基金類型」與「補助特性」再次簡化，

從基金配置的各項目標中可看出其加強其促進區域融合、培養

競爭力與促進就業、鼓勵跨域合作的用心（參見下表）。 

 

 
                                                 
7 其中狹義結構基金 1,950 億、團結基金 180 億元，另外還增加近 217 億歐元係運用於新加入的 10 個會

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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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歐盟結構基金類型與補助特性：2007～2013 年 

名稱 2007～2013 年之目的與補助對象 

目的在藉由矯正區域的不均發展，以強化經濟與社會融合。補助對象： 

1. 直接協助創造能夠持續發展的工作機會之企業投資，特別是中小企業 

2. 與研究、創新、通訊、環境、能源與運輸相關的基礎建設 

3. 提供財務工具，例如避險基金（capital risk funds）、地方發展基金等，以協助區域和

地區發展、促進城鎮和區域之間的合作 

歐洲區域發展

基金 

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 （ERDF） 4. 技術協助措施 

目的在改善就業和工作機會 

在提升區域競爭力和就業目標下，提供以下領域的協助 

1. 勞動力及企業之調適：終身學習計畫、設計和延展創新的勞動組織 

2. 媒合求就業機會與求職者、失業者、婦女和移民人口 

3. 弱勢人口之社會整合，以及打擊勞動市場的歧視狀況 

歐洲社會基金 

European 

Social Fund 

（ESF） 

4. 強化人力資本，提供教育系統改革、建立既有教學機構的網絡 

針對經濟發展偏低地區，協助其減少經濟與社會短缺，和穩定經濟 

在促進聚合的目標下，提供前兩項基金相同的計畫協助。協助的類型如下： 

1. 跨越歐洲的運輸網絡 

凝聚基金 

Cohesion Fund

（CF） 

2. 環境議題：包括有益環境之能源與運輸計畫，例如提升能源效益、使用可再生能源、

發展軌道運輸、支持運輸系統整合、強化公共運輸等 

資料來源：歐盟網站 http://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funds/ 下 
相關網站（2007/7/24 檢索），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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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本章透過各國案例的引介與比對，用意在提供接下來分析北臺

區域現行合作機制時可借鏡之處。歸納上述各案例的特殊性與

一般性之後，可總結為以下四點： 

一、 「法制化」、「財政」、「人事」關係密切，需務實面對 

正如委託單位及各界意見所示，跨域合作經常面臨的困境

往往是財政問題。 

(一) 各主體「政治共識」將在法制面引導資源分配的方向 
在本章研究案例中，由於歐盟為一超國家尺度的聯盟組

織，自 1992 年後整合程度更高，目前各國雖在保有其國家

領土主權、軍事、財政、社會體制等，但也透過制度設計

享有歐盟統一的行政、立法、司法、財政機構；其法制化

程度最高。但其豐沛的財政資源，卻是在歐盟宗旨中強調

「區域合作」以及「區域均衡」的共識指導之下才得以化

為具體政策得以實現。換言之，參與區域合作的各主體必

須在政治上具備高度的共識，跨域治理的構想才得以實現。 

(二) 以良好的「制度設計」輔助私部門引入的機制 
法制化不等於將原有的機制，組織化地轉變為政府機構或

行政組織。換言之，應考量非行政部門加入的可能性。 

例如，德國的案例則是針對特定的區域，在充分地研究分

析後精準地界定「產業活化、促進就業與地景復育」的綜

合性議題，以公股佔大股的「股份化公司」模式執行任務，

以促進執行效率；同時，為防止私人利益凌駕於公共利益

之上，更巧妙地直接以聯邦級與州級首長具名監督，如此

則將民間監督的壓力間接地置入，以此制度設計的模式導

入私部門的資金，創造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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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制度設計」需考量「合作模式」的演化性質 
制度設計也涉及該「機制」是否能順應「區域合作」隨時

間調整的演化特質。例如，IBA 公司在該專案達成階段性

目標後，公司組織即「消滅」並回歸公部門運作；義大利

案例中，也是在區域協定模式出現後的數年，才逐漸法制

化，轉化為國家正式的法案。 

(四) 「合作組織」法制化與財政的關係需務實面對 
但從另一個角度看來經常為人所忽略的是，在全球化年代

中區域性政府的重要性之所以浮現，往往正是各國中央政

府財政緊縮、赤字增加、無力回應穿越國界的資本流動在

地變化的產物。從這角度而言，財政難題既是跨域治理面

對的課題，但更可說是跨域治理逐漸重要且必要的原因。 

以此作為理解的前提，將提醒我們不至於陷入誤區，過份

放大財政經費本身的重要性，而忽略區域合作之價值正是

其創造內生性成長（endogenous growth）的能力。從義大

利的案例可知，「區域協定」的合作模式在初期為「非正式

運作」且「未獲財政挹注」，但首先透過大量引入多元團體

參與，具體地討論產業協作方向與協調勞資關係；其次在

後期結合國家政治結構轉變的契機，使區域合作成為政治

上必須重視的議題之後，始獲中央政府重視進而提供經費

援助。 

二、 「組織成員多元」，行政參與層級高 

就跨域合作施行主體，其組織的內部組成而言，本研究選

定的各國案例主要顯示了兩大特點，分別是「組織成員多

元」以及「行政參與層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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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行政參與層級高 
在上述案例中，我們發現的另一共通點是其跨域合作機

制，行政首長參與的層級甚高。除了長三角城市聯誼會的

經驗中全由城市政府首長擔任外，行之有年的美國 ABAG
也由多位城市首長參與輪值；德國 IBA 更由聯邦政府主管

城市區域發展的部長直接兼任監察委員會主席，並且由州

長兼任董事會主席。 

(二) 組織成員多元 
然而行政官員並非跨域合作成功的保證，可說是合作得以

推動的必要條件；從各國案例看來，以適當形式引入多元

的成員參與為期共同特徵。在美國的案例中，各種專業技

術與研究人員主要致力於區域規劃的任務執行；德國則透

過公開競圖的形式，將各領域的意見納入，同時在指導委

員會中納入環保團體、工會代表等，以確保其計畫執行過

程的全面性與代表性。義大利更在合作成員組成中，相當

程度地重視銀行所扮演的資本發展守門員的角色。 

(三) 強調由下而上的精神 
在各國案例中，皆透過不同的形式得以彰顯民間社會的自

主性，尤其從義大利與歐盟的案例看來，跨域合作機制的

重點在於由在地層級進行自主性提案。 

三、 「尺度彈性」，跨越行政區劃 

本章各案例中顯示之另一共同特徵為：各案例對合作議題的尺

度具有彈性，並未侷限於特定行政區。 

(一) 透過制度設計將資源投入最需要的區域 
義大利區域協定機制，將總課題界定為克服區域不均發

展；但在落實的層面，則以由地方政府或民間團體自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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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具體執行的領域範圍，亦根據各主體商議後的協定內

容執行。 

歐盟的結構基金則是透過更縝密的制度設計，在確保政策

能發揮效用的同時亦保持彈性。如開放以「區域」而非國

家或特定行政疆域作為申請補助單位，跨越了原本行政區

畫的限制。 

(二) 審慎評估特定議題「跨域合作」的必要性  
同時，由於資源有限，而區域治理課題繁多，歐盟政策中

也明確指出僅處理「非在歐盟層次處理不可」的議題；換

言之，若干在地性、小尺度的治理議題則不需過於形式化

地納入跨域合作之議程，循既有行政機制支援會是較適當

的作法。又如美國 ABAG，雖著眼於區域政策，但其施政

重點亦放在「非跨區域不可」的議題，例如流域治理、能

源問題等等，其概念與歐盟政策具有相似性。 

四、 「議題導向」，避免僵化 

總結本章各案例經驗，最後一共同特質為「議題導向」的特性。 

(一) 針對區域特性界定其議題 
初期議題的選定，關乎公私部門各方資源投入的方向。雖

不見得在運作初期就提出完整而淪為形式的執行細節，但

議題的界定須需具前瞻性且應符合該區域之需求。例如德

國案例中，地方政府與執行團隊在初期清楚地理解對於身

處歐陸的魯爾地區而言，因自然資源衰竭與資本外移已為

不可逆趨勢，產業活化與既有地景復育實為一體兩面的議

題，因而在後續的執行過程中以此為方向，規劃方案是漸

進式地發展，資金也是階段性地分批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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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礎設施」常為重點項目 
所謂的基礎設施，包括各項有形與無形的骨幹建設。例如

機場、輕軌系統等策略性的交通建設；此外，尚包括各種

資訊平台或交流機制，例如政府基本資訊、圖資的數位化

與標準化並透過網路平台開放等等。 

(三) 根據議題需要，保持執行面的彈性 
區域合作的計畫內容、執行方式與涵蓋尺度，均應務實地

根據「議題特性」作調整。例如美國 ABAG 面對流域治理、

污染及能源問題時，即大量仰賴專業的力量與環保團體的

諮詢意見。又如歐盟，亦依照其結構基金下特定的議題內

容，如區域均衡發展、就業與教育問題、區域合作等等，

制訂個別的目標與其補助的計畫內容等等。 

因此，根據區域合作的特定議題需要，諮詢專業意見並量

身訂做其執行的指標以及合作方式，甚至成果評量的標

準，應為合理且符合實際情況的原則。 

(四) 「議題」需回應「結構性危機」並提出「願景」 
「跨域合作」的誘因多半來自於區域共同的「結構性危

機」；明確界定「願景」有助於回應危機。 

回顧上述案例，可知區域合作經常是發生在一正在或已面

臨經濟面或社會面衰退的地區。因此，攜手進行跨域合作

的各主體，所擇定的議題，幾乎均希望透過該議題凝聚共

識、重整在地資源，以便接上（catching-up）全球網絡，避

免被邊緣化甚至排除（bypassing）於網絡外的危機。然而，

要納入多元的力量並讓資源與利益共享，構築共同的「願

景」十分重要。 

中央政府若能基於財政運用的理論基礎提供財貨資源、且

其所提供的（專業技術）服務，並非直接形成願景，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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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地方凝聚願景」，透過願景形塑的過程溝通、協調，

同時也調節相關官僚的自我利益之偏好系統，則較有機會

成功落實執行由中央和地方所共同提出的願景。歐盟以結

構基金的財政補貼手段，所誘導的跨域合作模式，正是成

功的這類型嘗試。此外義大利亦是透過動員在地的商會與

技術工人聯盟，達成協議並發展出更人性化的生產關係、

促進經濟發展。相較於上述兩者，中國大陸的案例則顯示

出其因勢利導，掌握機會的強大動力。在港口、機場等各

種基礎建設的藍圖下，所回應的是中國大陸希望能利用中

國經濟與社會結構轉型的契機，強化自身優勢的企圖。 

這樣的議題在具體落實上對合作的各主體而言不見得是齊

頭式的平等，但經常涉及該區域作為一空間單位，未來在

全球經濟中的層級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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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北臺現行合作機制之分析—以三議題為例 

城市區域（city-region）作為一全球競爭的空間單位，面對的總

課題應是在國家由管制者（regulator）轉型為中介、促進者

（facilitator）角色的趨勢下，策略性地引導資本流動，以促進

區域發展。然而，需先克服兩個先決條件：首先是在垂直面，

中央政府應將既有的權限，透過法制、政策或協調溝通的手段

逐漸釋出；其次是橫向的縣市政府間，應充分體認合作帶來的

互利並密切溝通。 

而經過上述國外案例分析後，我們再回到北臺都會區域的現實

處境。法制上並未鼓勵地方政府間跨域合作，仰賴中央政府釋

權；但臺灣特殊歷史下的政治結構，使得政黨競爭激化，分治

政府的現象日漸嚴重；另一方面，由於選區劃分代表的民意基

礎及涉及的利益衝突，使縣市首長同屬單一政黨也需考量選

票，議題合作不見得容易。上述垂直面與水平面的利益矛盾體

現了分治政府（divided governments）的問題根源，更加深「北

臺都會區域」凝聚各縣市共識，共同、直接回應「全球化」挑

戰的困難度。 

受限於上述結構性的困境，不難想見在本研究歸納、整理北臺

都會區域多項「現行的跨域合作議題」後，得出的結果是這些

議題均為「都市」或「都會區」層次的治理議題。 

而綜合本案「期初討論會」與「專家學者座談會」中市府長官

與各專家學者之建議，本研究擬就以下列議題，作為觀察對象： 

 議題一：「發展國內套裝旅遊路線」 
 議題二：「北部八縣市票證整合合作計畫」 
 議題三：「北北基產業發展與土地利用計畫」 

前兩個議題，皆屬於現行「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所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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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0 項短中長期發展計畫（根據 2006 年該委員會第一次八縣

市副首長會議資料）。其中，「發展國內套裝旅遊路線」隸屬的

「休閒遊憩」議題本身最無爭議性，且各縣市均有相當的觀光

遊憩資源，且特色不一，故可說是較容易推動合作的議題之一。

「交通運輸」議題一般而言是區域合作中十分重要的議題，而

其中「票證整合」議題，則與一般大眾日常生活最為貼近，而

其整合效益容易觀察。而第三個議題，則屬於北北基都會區合

作中的重要議題，為臺北都會區（北北基）綜合發展計畫中的

兩個最重要的部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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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發展北臺國旅套裝行程 

一、 合作緣起與合作機制說明 

「發展北臺八縣市登山、自行車道、文化、藝術、生態、美食…
套裝旅行程－國民旅遊（A1）」行動方案（以下簡稱「發展北臺

國旅套裝行程」），隸屬於「北臺發展推動委員會」所列出八大

議題中的「休閒遊憩議題」。該議題工作小組之召集為基隆市政

府交通旅遊局；而「發展北臺國旅套裝行程」行動方案之業務

推動單位則為新竹市政府觀光局。 

發展北臺國旅套裝行程的構想，源自於 2005 年，由臺北市都市

發展局協同基隆市交通旅遊局，聯合北臺七縣市向中央營建署

爭取經費，以「北臺七縣市跨域休閒主題地區城鎮地貌改造整

合計畫」之名，針對北臺區域休閒遊憩系統網絡進行整合性的

規劃。承接該案的討論與最終結論，應持續地針對國內國民旅

遊的部份進行跨縣市的遊程整合規劃。 

二、 執行現況 

就執行面而言，根據 2006 年北臺委員會之會議資料，該行動方

案屬中期計畫，應於 2007 年底執行完畢。其具體工作內容包括： 

 各縣市資料蒐集 
 邀請業界精英評估分析市場及規劃套裝行程路線 
 修正與檢討：行程定案 
 行銷及宣傳 
 成果分享 

截至目前，已完成資料收集與邀請業界參與分析及規劃。而新

竹市觀光局表示，接下來應儘速將遊程定案並加強行銷宣傳。 

就經費面而言，2006 年度預估的預算為 100 萬元。經過協調議

定由八縣市平均分攤。 

本議題推動小組於今年 3 月召開第一次會議，邀請八縣市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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隆市討論。主辦單位表示休閒遊憩議題下有多個子項目，但去

年只是整理出這些項目的內容，今年開始執行；最後決定將「發

展北臺國旅套裝行程」列為今年優先執行的重點。 

第二次會議於 5 月召開，討論到經費支應問題；最後，八縣市

商議各負責 12 萬 5 仟元，共計 100 萬元，由新竹市政府觀光局

負責執行。 

到了 8 月，各縣市已提交初步路線，本擬統一由民間廠商機構

負責，但在招標規定上涉及評選問題，而各委員的偏好是否與

八縣市（北臺委員會）的政策方向相符也是個問題；故將前段

的籌劃作業拆開，先以 10 萬元以下金額委託某學術機構將各縣

市送交的遊程串連起來，於 10 月初時提交成果。 

此外，先前休閒遊憩議題的各縣市代表達成共識，希望能將成

果展現在折頁上，將再請其他廠商將成果展現在折頁上，最後

招標印製，11 月各副首長出席成果展會前會時即可作為成果展

示，故負責執行的縣市將大部分經費放在最後階段，也就是印

製費用上。 

三、 初步分析 

(一) 議題特性具翻轉產業軸線潛力 
本議題與旅遊產業高度相關，涉及的行業十分廣泛，包括

「觀光旅館」、「民宿」、「文創產業」、「交通運輸」等等，

應潛藏相當的商業發展潛力，整體而言對引入民間資源而

言具相當誘因；其次就政府而言，絕大多數縣市政府對於

該議題的發展絕對是正面看待，故本議題若善加經營，甚

至有機會翻轉在地產業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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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間部門需要方案的進一步落實 
可惜的是，受限於目前的委員會架構與分工模式1，無論「行

動方案」的具體內容為何，均無配套機制協助引入民間部

門。 

依照目前的操作模式，以印製折頁宣傳作為執行「目標」，

確實有助於套裝遊程的「宣傳效果」。但對民間部門而言，

國民旅遊的套裝行程除了規劃設計，發展為一套完整藍圖

外，更重要的是如何實現方案，以提昇套裝遊程的品質，

進而增加營收。因此，未來除了界定行動方案的具體執行

目標外，亦應加強了解該方案所能、所應達到的「效果」。

否則，即便達成階段性目標，也有可能與外界的期望存在

落差。 

(三) 推動小組涵蓋各縣市，但權責並未跨越縣市之別 
其次，就委員會內部的運作情況而言，「休閒遊憩議題」雖

有基隆市政府的交通旅遊局負責召集其他七縣市，但據了

解實際的作業與決策，仍由該「行動方案」的負責縣市局

處處理。 

這主要是因為各縣市旅遊相關局處的平行單位，彼此之間

不相隸屬，其績效考核體系仍由各自負責，並未透過正式

的協議或約定，認可負責縣市執行跨域行政的管轄權。 

(四) 個別縣市尚未體認跨域合作重要性，影響執行的動能 
就初步觀察而言，由於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的工作小

組是回到各縣市政府的單一行政機構下落實，正如第三章

所指出，業務推動進度，經常與該局處甚至該縣市政府對

於相關議題的重視程度有關；由於民選首長的民意基礎具

                                                 
1 無法否認，根本原因在於北臺委員會因其當初設立的情境，無法脫離以地方政府首長為首的行政體系；

在這樣的情況下，表面上組織性質雖無公部門的負擔，但其所有的運作流程，包括「開會、作業、協調、

經費、人力員額」等等，均在公部門的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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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度的在地性質，跨域合作議題即便重要，卻往往對民選

首長與民意機關而言顯得不具急迫性。 

(五) 現有人力缺乏動能，任務與績效未能順利扣合 
同時，回歸單一縣市政府架構下，透過既有招標、發包的

作業程序以達目標，無可避免將加重既有業務人力之負

擔，影響既有業務之推動。 

以本計畫之分析架構來看，目前推展套裝遊程的機制為：「正式

化程度偏低」、「高度行政部門參與程度」的運作過程。並且，

由本案例亦可觀察到：無論是套裝旅遊行程甚是休閒遊憩相關

議題，均具相當的利益驅動潛力。因此，應在現有基礎及其他

行動方案的成果上，界定該行動方案之預期「效果」，增加綜效。 

 

 
圖 5-1 「發展北臺國旅套裝行程」之合作機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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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北部八縣市票證整合合作計畫 

一、 合作緣起與合作機制說明 

「北部八縣市票證整合合作計畫（B9）」隸屬於「北臺發展推動

委員會」所列出八大議題中的「交通運輸議題」下，所提出的

長期計畫之一。該議題工作小組織召集為桃園縣政府交通局，

而「北部八縣市票證整合合作計畫」行動方案之業務推動單位

則為新竹市政府交通局。該行動方案之主要目標為促使北部地

區票證一卡通行。 

依據本研究統計，2007 年臺灣已發行的電子票證有六種，其中

只有一種宏碁公司的「Taiwan Money Card」不適用於北部地區。

五種可在北部地區使用的電子票證，則有各自的適用範圍，無

法一卡通用。例如，全國電子票證系統發卡量最大的悠遊卡，

適用範圍僅止於：臺北都會區捷運系統、15 家臺北縣市公車、

臺北市公有停車場之 87 座停車場及 3,000 個路邊停車位等；一

旦跨出臺北縣市，即無法使用。而基隆市交通卡，也無法在臺

北縣市使用。至於 2007 年 3 月在桃竹苗地區開通使用的「臺灣

通」卡，營運主體之發卡公司與前二系統不同。另外，尚有專

付高速公路通行費之「遠傳 e 通卡」及專用於臺鐵通勤列車之

儲值卡，形成北臺區域計有 5 張電子票證、各自為政的「多卡

才能各自通」之交通運輸環境。 

為求逐步漸進地達成北部區域電子票證一卡通用的目標，「北部

八縣市票證整合合作計畫（B9）」工作內容包括以下六項： 

(一) 增購桃竹苗地區人工加值機 1,600 台設於超商零售店：桃竹

苗地區電子票證系統建制； 
(二) 臺北智慧卡票證公司與臺灣智慧卡公司軟硬體系統整合：

臺北縣市、基隆市與桃竹苗地區之電子票證系統整合； 
(三) 基隆、臺北縣市、宜蘭縣整合：臺北縣市、基隆市電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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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整合，並擴大應用至宜蘭縣； 
(四) 桃竹苗臺灣智慧卡整合：桃竹苗地區與彰中投地區電子票

證整合； 
(五) 擴大應用範圍（停車場、國道客運等）：電子票證應用範圍

擴大； 
(六) 結合臺鐵、高鐵等系統：電子票證應用範圍再擴大。 
 

二、 執行現況 

 2006 年 8 月，國道客運路線「基隆-內湖」開通可用悠遊卡

付費，悠遊卡首度進入國道客運系統； 
 2007 年 3 月，金管會同意放寬交通電子票證適用範圍，可

以用於小額支付，便利悠遊卡展開超商等小額支付業務； 
 2007 年 3 月，桃竹苗地區交通票證「臺灣通」上路，為北

臺地區內的交通電子票證又增添一個不同的票卡系統； 
 2007 年 6 月，交通部指出將在 2008 年底完成全省交通一卡

通行的目標，並預期將全台整合為三大票卡系統，納入國

道客運、臺鐵非對號車票等部分；另期望臺鐵與高鐵發行

共同票證； 
 2007 年 6～9 月（試辦），桃園觀光公車同時搭載悠遊卡與

臺灣通二套讀卡機，同時接受二者刷卡搭乘，成為全台第

一個可以接受兩套票卡系統的案例； 
 2007 年 7 月，適用桃竹苗地區之「臺灣通」擴大適用範圍

可至彰中投地區，一卡通行中臺灣； 
 2007 年 7 月，悠遊卡適用貓空纜車及臺北市動物園入園門

票，悠遊卡適用範圍再擴大； 
 2007 年 9 月 1 日，悠遊卡與基隆交通卡整合上路，一卡通

行臺北縣市與基隆市區公車，為第一個票卡系統整合的成

功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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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觀察分析 

(一) 涉及「實質議題」廣泛 
本議題從最為貼近民生需求的交通設施著眼，具體的分析

對象為八縣市票證整合合作。票證整合涉及的「實質議題」

十分廣泛，超乎交通運輸系統內部設施的改裝投資，尚包

括交通運輸相關業者之經營模式（現金流動）、票證營運業

者金流與資訊流之控管與保密、營運風險之分擔、資料格

式統整；乃至於財政部所重視之國家金融穩定和消費者權

益保障等。尤其其中涉及營運寡占性質之票證業者的營運

版圖調整、更新資本投資、共通平台營運成本分擔等，為

攸關業者營運策略的敏感課題。之所以能在 2007 年取得積

極進展，主要原因之一在於：適逢悠遊卡系統規劃設備汰

換更新階段，形成具有誘因的整合良機；且在民意呼聲、

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齊力引導下，遂能凝聚具體執行能量，

逐步落實票證整合的工作。 

(二) 營運主體為整合關鍵 
同時，營運主體亦為整合的關鍵之一。以 2007 年 9 月 1 日

開通之悠遊卡與基隆交通卡整合工作為例，由於雙方原本

即為同一票證營運主體，故能順利就收費方式、優惠標準

的技術性作業，迅速謀求解決方案，形成合作範例。 

然而，整合悠遊卡與基隆交通卡，尚不足以形成真正的「北

北基一卡通」的交通運輸付費環境。因為，連結臺北都會

區與基隆地區之主要交通動脈，包括：臺鐵、高速公路（客

運和通行費），大致上仍尚未納入此一電子票證系統，僅首

都客運營運之國道內湖─基隆線可以使用悠遊卡付費。使

得目前北北基一卡通的電子票證整合成果，其實僅止於兩

地區端點內部的流動，能夠使用同一票證，但缺乏兩地區

的連結，便無法形成「一卡通」的交通運輸付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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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2007 年 11 月北宜高速公路國道客運開通，可採

用悠遊卡付費，則是另一個整合不完備的形式。在北宜高

國道客運使用悠遊卡，使悠遊卡進入宜蘭地區。然而，與

北北基整合模式相反的是，宜蘭地區雖可以應用悠遊卡連

結北北基地區，但其當地之市區客運、停車等，則尚未納

入悠遊卡的適用範圍，形成悠遊卡適用的另一種型態。 

短期內應可樂觀期待，交通票證在北部八縣市重要都會之

間缺乏連結的困境，預期可望於 2008 年底前取得重大的改

善。根據近期分由經營組織（客運業者、捷運公司、臺鐵

等）及主管機關（交通部）所發佈的新聞指出：規劃將於

2008 年 3 月，開通臺鐵基隆—中壢區間電聯車使用悠遊

卡；交通部也已經編列預算，促使一卡全台走透透的目標，

可於 2008 年底初步達成。包括北中南三區捷運、公車、國

道客運及臺鐵全線。 

(三) 中央部會政策與主管機關仍扮演重要角色 
事實上，悠遊卡能在 2007 年內取得突破性進展，包括適用

地區與運具的雙重進展，掌握適逢整合時機以外，主要的

機制面原因分析如下：（1）中央部會主管機關之政策方向

與具體資源配置：包括財政部會同意悠遊卡運用於小額支

付，以及交通部積極協調並配置資源，以推動票證整合；（2）
公私運輸營運業者：包括國道客運民營業者自願性介入（如

北宜高國道客運業者），及政府營運之臺鐵、捷運等業者，

在交通部有效協調、取得必要經費的條件之下，不再反對

票證整合；（3）臺北智慧卡票證公司之積極推動，以拓展

營運業務、創造更高營收。 

相對的，也在票證整合範圍的高速公路通行費（e 通卡）、

高鐵客運票證之共用時，則因取得特許權之民間營運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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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合度、主管權責歸屬等障礙，未能有效整合，有待中

央主管權責之交通部在達成共識意見之下，持續協調推動。 

由此可見，中央政府在此議題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以

及私部門（民營客運業者及悠遊卡公司）基於利益取向的

積極參與，皆為票證整合合作計畫取得實質進展的重要因

素。而在合作機制上，主要仰賴多次協商會議，藉由非定

期會議、非僵化的訊息交換與意見溝通協調，達成票證整

合之合作共識；再回到參與成員各自主管權責內，尋求法

制面、資源配置面、技術面等突破之道。其中，中央政府

主要採取的行動為：放寬法令限制，以及配置必要之預算

資源；私部門（民營客運業者及悠遊卡公司）主要採取的

行動為：尋求技術面之解決方案，以及投資必要設施。相

對地，北臺八縣市政府的角色，則為積極倡議、居間促成；

主要採取的行動為：各方意見之多方流通與有效整合。 

 
圖 5-2  「北部八縣市票證整合合作計畫」合作機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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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計畫之分析架構來看，促成票證整合計畫取得進展的合作

機制為：正式化程度偏低、行政部門參與程度中等（包含私部

門參與）的運作過程（參見上圖）。並且，由本案例亦可觀察到：

票證整合議題乃是具有利益驅動的潛在特質。因此，掌握適當

時機，在合作機制中有效納入私部門之參與，以及私部門尋求

利益實現的積極動力，將可有效促成合作計畫之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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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北都會區（北北基）產業發展、土地使用計畫 

一、 合作緣起與合作機制說明 

在本文第三章曾針對現行北臺跨域合作的「都會區域」尺度、「都

會區」尺度、「鄰近縣市」尺度等三層合作機制進行說明。在北

北基三縣市合作的 13 項行動方案中，為了進一步描繪臺北都會

區之未來整體發展藍圖，提出先行擬定一整合「三縣市產業、

土地使用及交通運輸等三部門」計畫的構想。 

該合作議題的執行機制，則由臺北市都市發展局在行政業務上

負責進行招標業務；再由三縣市都市發展相關局處共同參與該

合作議題。 

二、 執行現況 

(一) 執行內容 
該計畫預定執行的內容包括： 

 綜合發展計畫回顧檢討分析： 
針對三縣市既有綜合發展計畫中土地使用及產業發展

部門之內容進行統整，並做檢討回顧分析。 
 現況發展分析： 
發展歷史、三縣市施政方向與重大市政建設成果、現

況分析、三縣市都會合作現況概述。 
 初步總體發展課題、目標、策略及構想之研擬： 
對於三縣市之土地使用及產業經濟發展，研擬初步之

發展課題、目標、策略及構想。 
 三縣市土地使用發展計畫暨經濟產業發展計畫： 
1. 土地使用發展計畫部分原則應含土地使用發展部

門概述、土地使用發展現況分析、環境敏感地區劃設

與土地利用適宜性分析、發展課題與對策、土地使用

目標及策略、發展構想與計畫內容及短、中、長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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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等。 
2. 經濟產業發展計畫原則應含經濟產業發展部門概

述、上位計畫及相關計畫（含目前三縣市正進行之工

業區通盤檢討）、整體經濟產業分析、產業發展現況分

析、經濟產業分析及產業人口預測、課題與對策、產

業發展目標及策略、發展構想與計畫內容及短、中、

長期實施方案等。 
 分別於三縣市各舉辦至少兩場以上之工作會議。 
 規劃設計網頁製作。 

(二) 執行經費與期程 
就經費面而言，該委託案之公告招標金額為 150 萬元；而

在該委託案的規劃期程方面，雖然合作議題之構思已於

2006 年底逐漸成型，因現行預算與採購相關法規限制，該

委託計畫案執行上則預計於 2007 年 12 月執行完成； 

表 5-1 臺北市與鄰近城市總體發展（土地使用、產業發展）計畫」 
執行事項 時間 

第一次公開招標 2007 / 04 / 13 

第二次公開招標 2007 / 05 / 02 

第三次公開招標 2007 / 06/ 11 

投標截止日 2007 / 06 / 27 

辦理公開報告審查 2007 / 07 / 16 

辦理議價 2007 / 08 / 03 

預定期初成果報告日期 2007 / 09 / 30 

預定結案日期 2007 / 12 / 25 

資料來源：政府電子採購網、臺北市政府公告，本研究整理 
 

然而，由於各家廠商缺乏意願，歷經兩次流標後第三次有

廠商順利取得議價權時已為 2007 年 8 月，距離預定執行完

畢日期已不足 5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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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行流程 
就執行流程而言，該議題以「臺北市綜合發展計畫—臺北

市與鄰近城市總體發展（土地使用、產業發展）計畫」之

名，於 2007 年 4 月進行第一次公開招標，但因無廠商投標

而流標；後隔月再次辦理公開招標，但結果仍然流標。在

二度流標後，2007 年 6 月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辦理第三

度公開招標；雖有廠商歷經公開審查等程序獲得優先議價

權，但於議價議約過程中，委託單位將底價刪減與公告預

算金額呈現大幅差距，使具優先議價權之廠商六次減價後

仍未能低於底價而喪失資格，一度廢標。 

之後，該計畫仍以原核定之「預算金額」及「委辦工作內

容」於 10 月下旬重新辦理招標作業事宜，而僅有一家廠商

投標，其提報之工作經費更達 250 萬元，致使本案委辦工

作再度流標。 

 

三、 初步分析 

(一) 議題特性 
本議題係處理「都會區產業與土地使用計畫」，為北北基三

縣市未來就都市發展部門進行更緊密合作時所依據的「策

略性」、「指導性」藍圖，因此其執行成果將影響三縣市其

他 12 項行動方案執行的整體方向，包括臺北都會區科技走

廊、淡水河都市設計與都會區景觀資源等議題。 

此外，產業發展政策之政策工具，在地方政府層次頗為有

限，尤其港口、機場、捷運等具策略性的重大基礎建設，

雖然對區域內各縣市影響甚大，但主管權限卻不在任一地

方政府。簡而言之，產業政策議題就其特性，實需中央政

府高度介入搭配，始得順利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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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層次 
在計畫的層次上，為突破「單一行政區」的框架，該議題

的核心概念，超越了既有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的疆界限制，

又鎖定產業與都市發展。就上述特性而言，這是有潛力帶

領作為北臺都會區域之核心的臺北都會區，面對全球化挑

戰的高難度課題；而這正是第三章已指出，當前北臺區域

在「都會區域」、「都會區」及「縣市合作」尺度都十分缺

乏而急需的機會。 

而就臺北縣、臺北市與基隆市現況而言，目前的合作條件

或在都市發展的部門相對成熟，但三縣市的土地使用管制

應如何綜合調整？由天母延伸至南港甚至汐止的科技走廊

由哪些跨縣市的輔助政策加以配合？實質的細部執行方案

為何？各縣市相關局處應如何合作？上述問題，均需仰賴

該指導性的計畫。 

(三) 執行層次 
可惜就執行層次上，在單一局處既有財源不足又希望速收

成效的處境下，以相當有限的經費公開招標並訂定不到一

年的規劃期程，預期的計畫成果已令人憂心；而執行單位

為提昇預算標餘款而將已核定的預算再大幅刪減，以致廢

標。二次辦理招標作業程序後，原核定金額與廠商報價的

巨大落差，足以顯示對於「委辦工作任務的『份量』與『重

要性』」，行政部門與民間專業機構的認知有相當的落差。 

經過上述輾轉的程序，去年所提出的重點計畫構想，在今

年度不但無法完成，更可能連委辦廠商也無法定案。最終

使得都會區合作的進度大為延宕，實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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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結構 
在整體結構上，財政困窘確實多半是地方政府難以施行具

前瞻性、可引領地方產業與都市發展之策略的主要原因；

然而，透過本議題觀察可初步發現，北北基都會區的跨域

合作仍以「回歸既有單一局處落實為主」，在辦理招標過程

中，「地方政府」層次在「內部」無法克服既有行政程序所

造成的延宕，及刪減已核定預算額度等情事。於是，本應

引領其他行動方案，「向外」面對臺灣產業競爭與經濟轉型

的「都會區綜合發展計畫」，反而成為 13 項計畫中執行進

度最遲滯的項目之一。 

 
圖 5-3  「臺北都會區（北北基）產業發展、土地使用計畫」合作機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Formalization 

Authorities of 
Governance  

行政部門參與程度 
政府經費挹注 
政務、事務官參與 

正式化程度 
法源、預算、 
人事組織 

高度行政部門參與高度正式化

高度行政部門參與低度正式化

低度行政部門參與高度正式化

低度行政部門參與低度正式化

本議題合作機制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委託研究計畫 
 
 

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中華經濟研究院˙城邦國際開發顧問 
5-18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綜合了「期初討論會」與「專家學者座談會」中市府長官

與各專家學者之建議，針對三項北臺都會區域內正在進行合作

的議題作探討，包括： 

 議題一：「發展國內套裝旅遊路線」 
 議題二：「北部八縣市票證整合合作計畫」 
 議題三：「北北基產業發展與土地利用計畫」 

根據上述各節的觀察結果，有以下初步發現： 

一、 各議題可進一步區分其特性 

首先，我們發現面對不同的議題，特性也有所不同，可加以歸

納。 

配合前三節的個案探討，我們將目前「北臺區域發展委員會」

刻正推動的八大議題下的行動方案逐一列出檢視，發現： 

(一) 仰賴水平協調 
有相當比例的行動方案，難度不高，且卻相當仰賴八縣市

行政部門間「水平協調」的品質； 

(二) 需中央政策配合 
而若干涉及重大建設或策略性的行動方案，則特別需奠基

在中央政府的授權，或「中央政策配合」的前提之上才具

可行性； 

(三) 與民間活動相關 
而部份議題，則與民間活動高度相關，直接涉及工商發展，

也具有引入民間資源的誘因。 

按照上述歸納可整理成下表，以「休閒遊憩」與「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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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議題下的各項行動方案，分別呈現出強調「行政性」、「利

益驅動」及「政策性」的性質。 

表 5-2  示意表：特定議題可能同時具多重特質 
北臺委員會八大議題下各子議題（節錄） 行政性 利益驅動 政策性

A1 

發展北臺八縣市登山、自行車道、

文化、藝術、生態、美食…套裝旅

遊行程-國民旅遊 

短期    

A2 建立旅遊資訊連結平台  短期    
A3 建立跨縣市聯合航線審議機制平台 中期    
A4 整合腳踏車道系統  中期    
A5 整合各縣市登山步道系統  中期    
A6 發展國際套裝旅遊路線  中期    
A7 發展國內套裝旅遊路線  中期    
B1 建立交通政策與宣導訊息發布機制 短期    

B2 
大型車禁行區域與行駛路線管制措

施合作計畫 
短期    

B3 跨縣市交控中心資源整合共享計畫 短期    

B4 
交通管理經驗方享與技術交流合作

計畫 
短期    

B5 提升公共運輸運能計畫 中期    

B6 
北部區域港口（空港、海港）物流、

人流運輸合作計畫 
中期    

B7 捷運工程及後續路網規劃 長期    
B8 緩汽機車成長管理合作計畫 長期    
B9 北部八縣市票證整合合作計畫  長期    

資料來源：節錄自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會議資料，2007/06/22， 
本研究整理 

 

二、 就議題特性可分為三大類 

就議題「性質」加以分類，歸納出「行政性」、「利益驅動」及

「政策性」議題之界定，並非尋求單純形式化的分類，而是在

區域發展及合作「議題導向」特性的務實取向上，釐清推動特

定議題進展的重要動力來源，以供研提推動跨域合作機制設計

的參照。各議題在三種特性上，並非互斥，且不同進展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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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動力來源，亦可能會有所移轉。例如：「國旅套裝行程」可

能兼具「行政性」與「利益驅動」的特質，但「利益驅動」的

性質特別顯著或對行動方案推動的成效最為關鍵。 

上述說明，可用下方示意圖說明。 

 

 

圖 5-4  示意圖：根據議題觀察，歸納出幾項特性作為分類依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藉由區分關鍵作用者來指認議題的類型（patterns），可以幫助我

們進一步了解現行的合作困境何在。根據個案訪查歸納，比對

上述三項類別後我們發現，現行議題推動的困難如下： 

(一) 在「行政性」的水平合作層次： 
最基層的承辦同仁在執行跨域合作業務時，其努力程度往

往容易與組織或個人的成就脫鉤； 

(二) 具「利益驅動、公私合作」潛力的議題： 
受限於合作推動方式並未考量靈活運用可供民間參與的法

制工具，且現行合作成員僅限於行政部門，而在執行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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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缺乏行政部門著力推進的誘因，同時，亦難以提供私部

門獲利的具體措施，故在議題進展上容易顯得進退失據； 

(三) 需「中央政策」高度介入的議題： 
而涉及結構性調整的產業或空間發展議題上，因需中央政

策高度介入的議題，地方政府相對而言較難有由下而上參

與決策過程的空間，往往僅處於共同爭取預算的層次，且

因潛在資源競爭關係，而不易成為現行合作機制下的重點

議題。 

三、 議題分類的用意在指認出關鍵作用者 

具體而言，「行政性」較強的議題，短期甚至中期內皆應重視地

方政府之間的水平串連效果，建構推動成效對於執行者和地方

政府的雙元回饋機制；而帶有「利益驅動」性質的議題，民間

力量如何引入就成為議題推動的核心課題；而諸如重大基礎建

設、產業園區等「政策性」議題，僅在各地方政府層次或強化

民間參與均難以徹底推動，而需中央政府介入才能克服。 

歸納了國外案例與國內推動區域合作現況後，我們強調區域合

作無法，也不該以「齊一式」的程序或模式看待各種合作議題，

而依照本章指認出的「議題分類」，將在下一章成為發展未來北

臺跨域合作議題在短、中、長期策略的出發點，以呼應本研究

強調「議題導向」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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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北臺區域未來合作機制之發展策略 

本研究先藉由第二章所提出「正式化程度」及「行政投入」之

分析架構，於第三章回顧了北臺都會區域之跨域合作歷程及現

況，並於第四章檢視各國之區域合作案例，點出了「議題性質」、

「尺度」、「參與成員」、「財政資源」等因子的重要性；此外，

亦發現臺灣跨域合作的「議題層次」之所以停滯於「都市化」

問題、無法直接面對「全球化」帶來的區域發展挑戰，同時內

部組織短期內難以「法制化」或「正式化」，主要是直接受到了

「法制環境」與「財政緊縮」的侷限；而「政治結構」可說是

國家權力僵化、能力弱化的問題核心。 

回歸臺灣當下的社會政治脈絡，本章試圖將目前影響北臺都會

區域合作的政策動態及事件發展作一整理；植基於上述狀況，

我們將在二至四節後續短中長期發展策略中，強調前一章所歸

納「議題導向」的重要性—根據不同議題性質考量目標與策略

與效果。 

第一節 中央政府各相關計畫與法案研議動態 

本研究期間自 2007 年 4 月至 2007 年 12 月，時值選制改革後之

第一次立法委員選舉及 2008 年總統大選等全國性選舉前夕，研

究過程中無可避免地也面對影響本研究課題的各項諸多變化，

包括「臺北縣升格」、「都會區域規劃」、「行政區域調整」等全

國性的事件、計畫與法案動態。 

前述各章節之「案例回顧」及「議題觀察」分析所得，若期待

能於發揮實質操作的貢獻，將無法規避或漠視臺灣當下的社會

與政治現實。故本研究將上述三項事件動態提出分析如下，使

北臺區域未來合作機制之「短中長期的發展策略」得與其順利

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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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北縣升格為準直轄市與統籌分配款爭議 

(一) 臺北縣升格緣起 
臺北縣與臺北市關係密切，但長期以來在行政與財政上均

無法享有如直轄市的自治空間，縣市合併、升格或行政區

重劃的呼聲持續了數十年，也在近幾次選舉中短暫地成為

議題。 

「地方制度法」修法後牽動「準用」與直轄市相關的行政

組織、首長任免、財稅資源的法律依據1。但並未伴隨相關

法律配套，陸續引起多項紛爭；尤其升格後應如何參與統

籌分配款議題，更牽連到「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與「行

政區劃法」草案等內容的爭議。 

(二) 統籌分配款問題大要  
「地方制度法」於 2007 年 5 月修訂後，新增條文「得準用

之」四字，使得各縣市資源分配的戰場在當年 8 月延燒至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2。 

往年，直轄市約可分配 47%的普通統籌分配（稅）款3，但

自 2000 年後，分配比率已調降至 43%；直轄市與各縣市向

中央爭錢本已是每年例行上演的戲碼4；但北縣升格後，若

直接加入共享直轄市可分得的 43%分配款，首當其衝的正

是臺北市及高雄市兩個直轄市，而應獨立或併入計算，亦

須於一年一修的辦法中明訂。因此地方制度法的修訂，反

而造成許多詮釋與執行上的模糊地帶。 

                                                 
1 經數月的提案、審查程序，今（2007）年 5 月在立法院在野三黨一派黨團同意下，恰由前任臺北縣長擔

任院長的行政院，也一反過去堅決反對的態度，而執政黨之立院黨團簽字同意，三讀通過了「地方制

度法」第 4 條及第 7 條修訂案 ，使人口超越 200 萬之臺北縣得「準用」直轄市之相關職權。 
2 根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8 條、第 16 條等條文，統籌分配款的分配由「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規

範。 
3 「統籌分配稅款」又根據「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 6 條，分為「普通」統籌分配稅款及「特別」

統籌分配稅款，一般簡稱「統籌分配款者」實屬前者，用以分配給直轄市與縣（市）；後者為中央政府

掌管，支應於緊急或特殊用途。 
4 該辦法施行期間僅一年，每年一修，故每年年底財政部需與各地方政府協商後再請行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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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央政府對當年度分配款之決策： 
北縣加入「直轄市」分配款、「專案補助」北市、高市 
在財政部建議下，最終決定讓臺北縣加入，與北高二市共

同分配原本可供直轄市分配的 43%統籌分配款，而不增加

直轄市分配比例。 

臺北縣分配後共獲得 305 億元，比原本預估的 600 億元短

少約一半。而臺北市由中央「補助」北縣加入後所短少的

155 億元，連同其獲配之統籌稅款 382 億元，合共 537 億元；

高雄市由中央「補助」因北縣加入所短少的 100 億元，連

同其獲配之統籌稅款 114 億元，合共 214 億元5。 

(四) 統籌分配稅款的制度問題 
統籌分配稅款旨在調整同一級地方政府間（以下指稱二十

一縣市與二直轄市）的財政短絀，亦即「劫富濟貧」，希望

達到基本的立足點公平。 

1. 事涉財政短絀的界定，並非毫無爭論 

為此，首先必須界定何謂「財政短絀」，而這又必須界定

各縣市、各直轄市的財政需求與財政收入各為何，以及

因此所計算出來的各自的充足或不足的數額。光在這部

分就存有很大的爭執與論戰，蓋各地方政府無不想要積

極施政而成就各種軟硬體工程，是否與如何程度有必

要，難有一個各方信服的標準。國土綜合發展計畫、中

央行政院或各部會的策略性施政計畫、各縣市綜合發展

計畫固然可提供一定的標準，但也有一定的不精密性，

從而也不為各方所完全信服。 

                                                 
5 根據行政院新聞局所屬網站「行政院專案小組召開統籌分配款協調會議相關結論」2007/08/13 公告（資

料來源：http://www.taiwanembassy.org/ct.asp?xItem=38974&ctNode=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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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退而求其次的標準：地方基本財政需求 

退而求其次的方法，為以各地方政府的「基本財政需求」

作為標準。其係以地方的人口、面積、產業、功能定位

為基礎，各地方政府之間從而得有立足點上的平等。各

地方政府就超越此部分的各種開發建設，必須自籌財源

或採用各種開源節流方法（包括引進各種公私合營機制

等）。 

這種標準具有現狀妥協性，弱勢的縣市尤其主張此舉將

使其永遠難以擺脫歷來的弱勢地位，而要求必須給予更

高額的統籌分配稅款來「積極有效」之合宜的拉平差距，

亦即從平等原則、消弭城鄉而為立論。優勢地位的市縣

則不免主張必須繼續保有優勢才能與國際接軌，並將各

種成長回饋到整個臺灣；換言之，係從效率的觀點出發，

並強調平等不應該是齊頭式與機械式的平等。 

3. 到底從那個角度切入：全面性的檢討，或漸進下的檢討？ 

各市縣應有多少的建設發展，以及因此所應計算上獲得

的統籌分配稅款額度，在問題的高度尚可以為全面性的

高政策性問題，亦即必須針對臺灣整體以及各縣市的發

展與功能定位的決定，才能完成。為此，在程序上，行

政院得邀 23 個地方政府妥為協商。但由於實質標準太過

抽象，所以不免爭論不已而且曠日廢時。 

反之，漸進的模式，為以地方政府的人口、面積、歷來

的決算數額、產業大要、功能定位為基礎，而決定有關

的財政需求以及不足時之經由統籌分配稅款而為填補。

就功能定位部分，或就整體而言，國土綜合發展計畫、

中央行政院或各部會的策略性施政計畫、各縣市綜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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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計畫等，均得提供一定標準6。其次，從地方制度法出

發，臺北縣既然被定性為準直轄市，自然就必須「比照」

臺北市與高雄市的待遇7。 

(五) 臺北縣得為的主張 
臺北縣得主張其人口、面積、歷來的決算數額、產業大要、

功能定位。 

 就功能定位部分，其為北部都會區的另一個核心，並

扮演諸多的功能，從過去首要都市週邊的衛星市鎮化

為都會區內的商業服務中心。 
 其次，從地方制度法出發，臺北縣既然被定性為準直

轄市，自然就必須「比照」臺北市與高雄市的待遇8。。 
 就財政收支與調整而言，臺北縣的人口、面積、產業、

功能定位等，均足以正當化臺北縣的積極參與統籌分

配稅款的要求。 

針對北高兩市的反彈，臺北縣得主張統籌分配稅款的大餅

應該作大，而不是採零和的方式。 

(六) 臺北市之主張 
臺北市長郝龍斌赴臺北市議會進行統籌分配款專案報告時

主張：中央為因應北縣升格，參與分配直轄市統籌分配稅

                                                 
6 在制度設計上，建立涵蓋各級政府的「國家財政規劃委員會」作為財政收支的諮詢機關，有其意義。詳

言之，中央政府本身以及各級各個地方政府應承辦如何的任務，亦即各自的功能定位以及現階段或當

今的發展重點為何，容易各說各話而爭執不已。此委員會有助於透明化與公開化有關的資訊，並集思

廣益完成國家經建計畫的構想，至少也得當作溝通或制衡機制。中央也應建立體系性的全國鄉鎮市或

甚至縣市/直轄市的各種基礎資料，作為宏觀調控的基礎。我國既有的地理資料系統或戶政系統或環境

資訊系統或防災系統等，均得進一步加以整合。 
7 「準」直轄市一詞不精密，解釋上得有完全套用或依功能差別而為必要區別兩種，論理上宜採後說，但

為簡單起見（臺灣有諸多混亂與爭執，所以簡單也是一種可追求的政策價值），也得概括地以完全套用

為標準。 
8 舉例言之，在臺北縣政府組織（包括一級單位與一級機關的數目與名稱）、各局處公務人力的職等的提

升方面，除了警察人事方面還有若干爭執之外，係已經完全比照臺北市政府，例如原先的「課股長」

單列八職等，如今改為九職等的「科長」。警察人事的紛爭，是因為警察人數眾多、分佈綿密、器械與

設施新穎、權力龐大，從而具有敏感性，而成為中央與臺北縣較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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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導致北市損失 52 億元，嚴重影響 263 萬市民權益。

自 88 年度起至 95 年度止，估計北市累積稅收損失已高達 
1,620 億元，造成北市財政狀況困窘。未來若依照行政院版

本修正案調整統籌分配款，其他地方政府收入都將增加，

只有北市收入被減少，形同是對臺北市的懲罰。 

郝市長進一步指出如下重點： 

 直轄市與其他縣市的行政層級不同—功能定位不同，

經費負擔較重，基準財政需要額不足以涵括直轄市實

際財政負擔。 
 其次，在臺北市轄區內其稅收留用比率僅約 25%，其

餘 75%已貢獻出來9，中央實應重視臺北市民對全國稅

收的貢獻。 
 第三，由於近年來中央陸續修法減免使用牌照稅、契

稅、房屋稅、國民教育捐、金融營業稅、中央統籌分

配稅及土地增值稅等稅目，但卻未依財劃法彌補地方

減少的財源，導致地方稅收嚴重損失。 
 短期內應維持地方財政安定性，以補助款方式籌措財

源支應北縣財政需求。 
 中央政府應循立法途徑修正「財劃法」，以維護地方政

府權益，臺北縣、市也將在立法院會期中聯手推動「財

劃法」修正草案，以維護地方政府權益。  

(七) 其他縣（市）的態度 
統籌分配款機制的產生，反應了近年來國稅與地方稅高度

不均的現實，地方政府稅收偏低須仰賴中央挹注財政資源
10；此現象在營業稅改為國稅後更為凸顯，因此，本次升格

                                                 
9 由國稅局及北市稅捐處所徵收的各種稅收每年共約 4,500 億元，但依財政收支劃分法，每年分配北市的

稅課收入約 1,000 億元。 
10 關於國稅與地方稅的探討，可見本文第三章第四節「財政資源」之初步說明；在此僅點出就總體財政

結構而言，統籌分配款所屬的「補助及協助收入」項，與地方政府另一重要收入即「課稅收入」項高

度相關。致使地方稅收短少的財政結構，可說是激化直轄市與縣（市）政府為統籌分配款而爭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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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直轄市」爭議只是讓失衡、惡化的財政關係浮上檯面

的導火線。 

對各縣市而言，直轄市較優厚的就業及生活環境已是城鄉

不均發展下的既得利益者，雖然在論述上因各縣市狀況有

所不同，但均強調：中央應優先扶助較弱勢貧困的縣市。 

部份與臺北縣處境類似（人口眾多或為都會區）的縣市，

由於正在努力或即將爭取升格直轄市，則特別關切： 

 中央政府是否會藉此機會順勢進行財政收支劃分法之

重大修訂，以拓增統籌分配款分配給直轄市的比例； 
 未來若統籌分配款雖增加，中央政府同時減少其他一

般性及計劃性等補助； 
 行政區劃法等相關法令的配套修訂等。 

(八) 中央已經提出統籌分配稅法的改革構想 
行政院於 2007 年 10 月 26 日通過「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

案
11
。財政部表示，中央統籌分配款規模將增加 900 億元，

但一般補助款會減少，合計約淨增加 300 億元12。 

財政部表示，尚無法算出新法實施後，每個縣市政府可增

加的分配款數字。儘管如此，由於臺北市向來財政狀況較

好，比起其他縣市增加情況，估計臺北市大約維持統籌分

配款平均值。 
                                                                                                                                                         
更加仰賴中央資源挹注的主因之一。 

11 相關新聞參閱：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4024191.shtml；
http://tw.stock.yahoo.com/news_content/url/d/a/070926/3/m791.html；
http://news.yam.com/rti/politics/200709/20070926783422.html；以上查閱日期 2007/11/22。 

12 詳言之，其首先調整構成統籌分配稅款的稅目：現行中央統籌稅款財源為所得稅、營業稅和貨物稅，

修法改為營業稅和菸酒稅，因課目不同，整個規模擴大，總數估計約 2,700 億元，以今年規模 1800 億

元為例，增加約 900 億元左右。其次，以往一般補助款的補助對象以縣市政府為主，修法後將直轄市

政府也納入，補助項目以教育、社會福利、基本設施三類為限。現行遺贈稅的徵起，直轄市可分 50%、

縣市分 80%，修法後都分 60%。土地增值稅徵起部分，現行直轄市可分 100%、縣市 20%由中央統籌，

未來全交由地方，中央不拿了。第三，目前統籌稅款分配為直轄市分 43%、縣市分 39%、鄉鎮分 12%，

另有 6%係作為特別統籌，外界認為北高兩市分 43%並不公平，此次修法將比例方式打破，改用公式分

配。至於統籌稅款分配公式，未來統籌分配稅款的總額 90%中的 75%將參考地方財政能力，而剩下的

25%參考地方的財政努力，總額 6%彌補地方因修法短少的收入，總額 4%為地方財政調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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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行政院長張俊雄表示，修正草案已事先積極與地方政

府溝通協調，但部分縣市仍不太清楚修法內容和影響程

度，例如臺北市表示不接受中央的分配結果，臺中市也批

評「沒有實際幫助」、「劫富濟貧」
13
。未來，此案送到立法

院後，將引發另一波統籌稅款大戰。 

(九) 小結 
北縣「準用」直轄市相關法律規範，是不涉及行政區域劃

分或調整的「改制」，截至目前為止，尚未如預期帶來豐沛

的行政資源，充分顯現了「相關法律配套不如預期」以及

「縣市改制升格議題的高度政治性14」。 

另一方面就區域合作的角度來看，北縣升格使得臺北縣與

臺北市在資源分配上的利害關係更為微妙，同時對於北臺

各縣市間的分工關係也投入另一變數15。 對於推動已有相

當時日，逐漸微露疲態的北臺八縣市合作而言，更需謹慎

因應。 

 

                                                 
13 臺中市副市長蕭家旗表示，依該修正草案，未來有關統籌分配款的分配比率將採公式入法，不但將打

破原來直轄市與省轄市的區隔（原來兩直轄市的分配款占統籌分配款的 43%，其它縣市共占 39%，新

制將取消此一分配比率），每個縣市能分到多少分配款，是依照縣市的「財政能力」減掉「財政努力」

來計算，也就是說，財政狀況愈好的縣市，分得統籌分配款的金額愈少，這將使得升格失去實際的幫

助。臺中市每年的稅收大概在 280 到 290 億元左右，雖然面對支出尚有不足，但稅收比例卻占全國第

三名。其中自有財源 200 億元，統籌分配款 30 億元，一般補助及協助性補助款 60 億元，財政穩健度

上堪稱全國第一，依照新法計算後恐怕不增反減。其次，尤其所謂的財政需求（占 75%） 或許有客觀

的計算標準，但財政努力（25% ）就很難完全客觀。例如招商招了多少人可以算得出來，投資了多少

錢也算得出來，但投資後的效益恐怕就很難在短期間立即看出。資料引自臺中市政府新聞稿

2007/09/26：http://www.tccg.gov.tw/sys/msg_control?mode=viewnews&ts=46fa1e77:2cf2，查閱日期

2007/11/22。 
14 當時不少評論皆強調選票壓力所扮演的重要性，例如：「…檢視臺灣各縣市人口數，超過兩百萬的地方

自治體，僅臺北市的二六○萬，與臺北縣的三七三萬。其次為桃園縣一九○ 萬。再次一級則為臺中縣

一五三萬，高雄市一五一萬。易言之，『兩百萬』這個修法門檻，可說是為臺北縣量身定做，一舉滿足

藍綠立委尋求年底連任之地方選票壓力；現任藍色縣長的未來四年好日子；順便再扯出民進黨籍前任

縣長、擁有龐大行政資源之現任閣揆、與企圖邁向總統大位的初選利多。…」（殷寶寧，少了國土規劃

的藍圖，中國時報 2007/05/06） 
15 僅北臺都會區域八縣市中，即有臺北市、臺北縣、桃園縣三大已是或即將符合升格直轄市條件的行政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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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會區域規劃」及「國土計畫法草案」研擬 

(一) 計畫內容概述 

 
圖 6-1  國土計畫法（草案）與現行空間計畫架構之比較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網站 

 

事實上，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已先行一步，根據「挑

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水與綠建設計畫，在國

土計畫法（草案）的架構下展開全國國土計畫與都會區

域規劃工作。規劃內容包括建立全國之空間發展結構，

並針對都會區域及海岸地區等進行先期規劃分析並研擬

發展對策。其中，「都會區域計畫」內容包括16： 

 都會區域範圍之劃設 
 都會區域發展議題之研擬 
 都會區域發展願景之建立 
 相關對策擬定 

                                                 
16 規劃內容又可分為技術報告與規劃報告。「技術報告」包括：（一）都會區發展歷程（二）國外都會區

計畫案例分析（三）劃設北臺都會區域範圍（四）都會區域計畫推動機制之建議（五）其他：例如規

劃過程及方法、座談會紀錄…等細部內容。而「規劃報告」，則包括：（一）都會區域發展特質（現況

分析）（二）都會區域發展趨勢（預測）（三）都會區域發展挑戰（議題）（四）都會區域計畫整體願景

（五）都會區域部門綱要計畫（六）都會區域實施策略（七）都會區域推動機制。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委託研究計畫 
 
 

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中華經濟研究院˙城邦國際開發顧問 
6-10   

(二) 範圍劃設與議題界定 
主要先由臺灣北部七縣市加上苗栗縣的頭份與竹南鎮作為

研究範圍，包括 91 個鄉鎮市，共 744,427 公頃，以單位面

積250平方米的網格劃分，共121,094個網格作為分析單元。 

 
圖 6-2  都會區域範圍劃設的研究範圍（左）及研究後確認的計畫範圍（右） 
資料來源：「北臺都會區域計畫」規劃資料，2007 年 8 月 

 

透過「人口規模」、「交通空間關聯性」、「產業發展」、「生

活環境」等四個面向訂定指標，以地理資訊系統進行疊圖

分析，最後劃定北臺都會區域的範圍（參見上圖），涵蓋了

目前北臺跨域合作八縣市轄下的大部分鄉鎮（參見下表）。 

表 6-1  北臺都會區域所包括的現有鄉鎮市區 
所在縣市 鄉鎮市區 

臺北市 全市 

臺北縣 三芝鄉 八里鄉 汐止市 林口鄉 五股鄉 蘆洲市 三重市 平溪鄉 泰山鄉

新莊市 石碇鄉 板橋市 深坑鄉 永和市 樹林市 中和市 土城市 新店市 

坪林鄉 鶯歌鎮 三峽鎮 瑞芳鎮 金山鄉 萬里鄉 淡水鎮 

基隆市 全市 

桃園縣 蘆竹鄉 龜山鄉 桃園市 中壢市 新屋鄉 八德市 平鎮市 楊梅鎮 大溪鎮

龍潭鄉 大園鄉 觀音鄉 

新竹市 全市 

新竹縣 竹北市 竹東鎮 寶山鄉 湖口鄉 關西鎮 新埔鎮 

宜蘭縣 礁溪鄉 宜蘭市 羅東鎮 頭城鎮 

苗栗縣 竹南鎮 頭份鎮 

資料來源：「北臺都會區域計畫」規劃資料，200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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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來「都會區域規劃」可能的執行方式 
從行政程序來看，目前「都會區域規劃」的整體流程依序

大致包括： 

 「計畫草案」研擬； 
 市鄉規劃局完成草案後送交「各部會協商」； 
 根據協商過程修訂計畫，再交由「行政院核定」； 
 核定後，開始「推動執行」。 

根據本研究與專家學者進行座談及訪查資料顯示，未來推

動執行採何種機制，端視國土計畫法草案是否正式三讀通

過而定。 

1. 國土計畫法（草案）通過的情況 

若新擬定的「國土計畫法」草案通過，則依照其架構執

行，成立推動委員會，成員包含中央部會以及地方代表
17。 

2. 國土計畫法（草案）未通過的情況 

在現行的制度體系中，「區域計畫法」即已提供機制可成

立推動委員會18，但長久以來未能施行。若國土計畫法

（草案）未能通過，可考慮以此作為推動區域合作之法

理依據。 

從執行面而言，行政機關為了特定政策目的，也發展出

若干模式以面對立法過程冗長的處境。例如行政院指派

政務委員推動的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已於 96 年度經

行政院核定，將於 97 年度編列預算並開始執行。包括：

（1）部會自行執行；（2）部會將經費撥給地方（90%），
                                                 
17 依據國土計畫法（草案）第 6 條：「中央主管機關得邀集都會區域計畫範圍內之地方政府首長、中央機

關、民意機關、人民團體及學術機構等推派代表組成都會區域計畫推動委員會…」 
18 根據區域計畫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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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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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編列配合款（10%），由地方執行。行政院以此類「綱

要計畫」或「方案」模式，即便非法定計畫，亦可編列

預算，進而直接指揮各部門執行。 

(四) 小結： 
現行各級政府長期以來均面對「經濟發展與空間規劃分屬

不同行政體系」的困擾，以致過去有機會發揮跨域合作功

能的區域計畫成效不彰。 

目前執行中的都會區域規劃（空間規劃），則由中央經建體

系核心（經建會）所發動，似乎有跨越經濟建設與空間規

劃二體系的契機，未來無論「國土計畫法」草案是否通過，

都會區域規劃均將送行政院核定執行，惟執行單位與機制

有所不同。 

目前已見北臺「都會區域規劃」與現行的「北臺區域發展

推動委員會」機制分別在「中央」與「地方」層次展開水

平性的跨越部門與縣市的合作；若能加強兩者的連結，建

立制度性交流機制，無論未來法案是否通過，此舉均有助

於中央政策推動及在地發展之需求。 

三、 「行政區域調整」及「行政區劃法」研擬 

目前地方政府權限與能力主要由「地方制度法19」及「財政收支

劃分法」所界定。此外，近來分別由行政院與立法院均提出了

「行政區劃法」草案。內政部同時也委由政治大學進行「行政

區域調整之研究」。茲說明如下： 

                                                 
19 臺北縣即是因立法院修改地方制度法第 7 條及第 7 條，以人口超過 200 萬的資格直接「準用」該法及

其他法律賦予直轄市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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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行政區區劃法草案：政院版與立院版 
政院版及立院版的行政區劃法草案，均以憲法 108 條第 1
項第 2 款為立法依據，其中對 「行政區劃」的名確定義，

包括了行政區域之「新設」、「廢止」或「調整」。 

1. 主管機關 

政院版中明定內政部為主管機關；而立院版則是「在中

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2. 提案機關及門檻 

在提案機關及門檻方面的比較，政院版規定可由內政部

及各縣市政府（含直轄市）依本法提出，或由人民團體

以書面敘明事實，向主管機關「建議」。 

立院版的提案機制較為詳盡，除了縣市層級的行政區劃

可由內政部、立法院、縣市政府、縣市議會（含直轄市）

提出外，鄉鎮層級的行政區劃可由縣市政府、議會及鄉

鎮政府及代表會提出；此外，人民團體亦得以書面敘明

依據及理由，向主管機關「提議」，但主管機關可判斷有

無必要接受。 

3. 提案前之準備 

兩個版本皆明訂：「應就相關區域人文社會、國土環境及

產業財經產業等面向，進行詳盡具體之數據分析，並考

量相關因素與未來發展方向，研擬具體計劃書表及圖

說」，以及「就前條研擬之計劃書表及圖說，辦理公民民

意調查，並舉行公聽會20」。 

                                                 
20 立院版為舉行「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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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過程序 

提案後的審理機制為何，在政院版中規定，由「主管機

關」擬定者，應送「相關縣市」徵詢之；由「縣市政府」

擬定者應送「相關縣市政府及議會」同意。 

立院版則以各級的「行政區劃委員會」作為主要審議機

制。若為縣市層級，需主管機關成立「行政區劃委員會」

審議及所涉「縣市議會」過半數同意；若為鄉鎮層級，

則需「縣行政區劃委員會」審議通過，復經「縣市議會」

過半數同意。 

簡而言之，上述各版本草案，均顯示行政區劃法本身似未

直接影響區域合作的議題與範疇，而是透過法律條文，爭

取行政區域調整方案的「發動」或「決定」的行使權力；

從而直接影響的，可說是政治利益的再分配，對於「區域

分治」的問題似乎無法直接回應。 

(二) 「行政區域調整之研究」之研究進度與研究內容 
內政部為因應未來「行政區劃法」施行的相關配套，委託

政治大學進行為期三年的「行政區域調整方案之研究」計

畫；其界定之問題包括： 

 縣市體制紊亂：指直轄市、省轄市、縣轄市三級都市

體制，難以分辨； 
 切塊設市：以城鄉分隸概念，城市完全被一個縣所包

圍，造成縣市資源重複投資； 
 行政區劃未盡合理； 
 鄉鎮市區大小懸殊。 

第二（96）年度之研究案，其研究主題包括以下五點： 

 大都會區之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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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行直轄市、市之地位及合理數 
 設置經濟特區之可行性 
 原住民族自治區之可行性 
 鄉（鎮、市、區）之角色及其合理數 

而根據其目前的研究所得，對於未來臺灣各縣市區域發

展、合作甚至行政區重劃的走向，初步可歸納為以下方案： 

 短期—「縣市合併」：以縣市為單位，將臺北縣市、新

竹縣市等等先行合併。 
 中期—「合作機制」：推動跨縣市的合作機制。 
 長期—「區域政府」：成立區域政府，這將影響地方政

府層級。此階段變革的最終目的已不是合作機制，而

是政府組織改革。 

而縣市合併作為短期努力的目標，目前可知其困難在於政

治干預的變數太大21。此外，「合併」本身並未改變資源分

配的問題。 

(三) 小結 
行政區劃本質上是一個政治性的工作，重視的是「政治利

益的均衡」（或可接受的變動性）；而與「理性資源配置」

等「實質治理功能」的調節（例如國土規劃、區域規劃），

並不具有直接相關性。因此，就中央調節資源配置之實質

治理的角度而言，重劃行政區域並無法解決區域分治課題。 

無論行政區劃的結果為何、重劃出來的行政區域範疇規模

大小為何，仍都需要處理（區域間、甚至是國際性的）聯

盟的問題。因為，當前都會區域所面對的全球競爭，需要

彈性地集結不同尺度的資源與功能，予以回應。都會區域

內醞的搜尋與集結能量（ capability of sourcing and 

                                                 
21 參見附件 x 訪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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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ing），是在全球都會區域網絡中浮現、晉升為節點的致

勝關鍵。 

都會區域固鎖的資源與功能，雖然是其搜尋與集結能量之

所以能夠發揮的基礎，但這個基礎本身，並不足以發揮搜

尋與集結能量，而需要透過「多重關係網絡的跨域聯盟」，

和「有效的都會治理」，才能在地方資源的基礎之上，形成

具有搜尋與集結能量的功能節點。 

本節所述的升格爭議、國土計畫與都會區域計畫的研擬以及行

政區劃的各項動態，充分反應了未來北臺跨域合作機制面臨的

外在現實條件。以下三節將在此基礎之上，分別提出短期、中

期及長期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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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短期發展策略： 

強化既有「水平」合作機制 

「合作」須思考目標。目前的合作機制，欠缺此部分的思考，

因此有為合作而合作的傾向。現行北臺跨域合作機制，未來或

有進一步正式化、法制化之契機，但現階段應強化既有八縣市

間水平合作的機制，以蓄積日後進一步正式化的動能。 

就短期而言，具體的強化措施將以「行政性」議題為主；帶有

「利益驅動」性質及「政策性」的議題，主要是為了中期階段

的策略預作準備。 

一、 行政性議題 

(一) 審視現行各議題與行動方案之特性 
由於跨域合作濃厚的「議題導向」特性，「如何界定現行合

作的議題與方案特性」於是成為決定後續執行成敗的關

鍵。需審慎檢視現行或潛在的合作議題與行動方案，其特

性與欲達成的效果為何，並加以歸類。 

(二) 根據議題特性，調整合作尺度及成員 
齊頭式的合作雖有助於維持行政體系的結構，但另一方面

也會折損行政體系的能量。建議應隨「議題特性」調整跨

域合作的尺度及其參與成員。 

事實上，不同的議題，因地方治理權限與影響所及的性質

差異，而在可達成的目標上，亦可能有所差異。例如，文

化教育、健康社會等偏向事務性質的議題，合作的目標設

定在資訊與經驗交流和學習，並無不妥；但要進一步往前

推進，至共同計畫階段的夥伴關係，則有實質上的困難。

然而，跨越行政區界的捷運路線規劃，則需有共同計畫、

甚至共同負擔財務支出、聯合行動等，達成功能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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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謂有所成就；不能僅止於交換資訊、共同學習階段，

即視為具有合作成效。 

(三) 設計獎勵機制，提昇行政投入誘因 
各推動小組成員在各縣市政府內，並未獲得各種有形或無

形的誘因支持；尤其對於行政性議題而言，建議可思考如

何建立獎勵制度，避免耗損各項工作推動的效率與品質。 

(四) 建立反饋機制，建立良性循環 
持續從外部或內部，對現行北臺跨域合作機制進行檢討，

以及檢討後調整「議題」、「方案」及「參與成員」的機制。 

例如，目前北臺八大議題，均訂有短中長期的行動方案。

宜請提案單位自行提出該項行動方案的具體目標為何。目

標設定上，需要能夠凸顯因合作而使民眾獲益的部分，或

是，若不合作將使民眾受損。盡可能地，將目標區分為具

體效益或損害（可估算成效，並量測）、非實質效益或損害

（無法估算成效，需以廣宣方式讓民眾重視此一體受）。如

此，無論是要提昇行政效率與誘因，或是建立制度性的改

良機制均有所依據。 

二、 利益驅動議題 

(一) 審視現行各行動方案具潛在商業價值的議題 
區域內各成員不合作，往往因為無法體認到合作所可能創

造的巨大效益。建議應發掘具結合「商業價值」與「公共

利益」潛力的議題，可成為下一階段公私部門進一步合作

的標的。 

(二) 研擬公私部門合作的機制，突破專案導向的限制 
面對現行公私部門合作的機制，政府經常面對的難題是無

法帶領民間部門，共同站在整體政策的制高點處理單項建

設或開發。如何在制度設計的階段，避免過於專案導向



北臺跨域合作機制之研究 總結報告書 

第六章 北臺區域未來合作機制之發展策略 

 
 

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中華經濟研究院˙城邦國際開發顧問 
6-19 

（project-based），將個案本益比與總體效益妥善連結，是

公私部門建立夥伴關係的過程中，不可忽視的問題。 

三、 政策性議題 

(一) 強化資訊揭露，作為開放民意互動的資訊基礎建設 
區域合作就長期而言，仍需民間部門的刺激與支援。透過

技術建立即時、透明的資訊基礎建設，將有助於下一階段

的合作。 

(二) 密切掌握中央政策的動態變化，為合作機制轉型預作準備 
中央政策走向，對未來區域合作的模式以及正式化、法制

化程度影響重大。除了整體性的都會區域計畫及個別的重

大基礎建設外，還包括相關法律的修法、立法等等。 

表 6-2  北臺跨域合作機制「短期」發展策略 

 短期：強化既有「水平」合作機制 

行政性 

• 審視各行動方案的特性  釐清議題特性及具體目標 

• 調整合作成員 依議題性質調整參與縣市、局處 

• 設計獎勵機制  建立標竿案例，強化既有經驗優點 

• 建立反饋機制 在調整目標與執行同時，加強宣導功能 

• 各部門挑選一「行政性質」合作議題，依據議題「特性」與「需

求」，調整合作「尺度」與「成員」組成 

• 運用年度成果發表機會，將合作成效對「民眾」廣宣，使行政部

門參與成員開始思考跨域合作的價值 

• 同步評量民眾對於合作成效的評價，以初步建構政府與民間部門

的良性循環 

利益驅動 

• 審慎檢視目前具潛在商業價值的議題 

• 研擬、建立公私部門合作的機制 

• 針對該項議題，尋求政府部門以外的潛在合作對象，包括 NGO 組

織、產業公協會、地方社團等 

• 針對該項議題，公開徵求民間參與形式的可能形式，及評價體系

政策性 
• 尋求政府部門以外的潛在合作對象，包括學界、NGO 等 

• 強化資訊揭露  政策研擬及民意互動的資訊基礎建設 

• 密切掌握中央政策的動態變化 為合作機制轉型預作準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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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期發展策略： 

「垂直」接軌「都會區域規劃」、廣納「民間」參與 

北臺區域目前跨域合作的三層次（八縣市合作、都會區合作、

縣市合作）都屬於平行地位政府的合作型態，目前均缺乏垂直

整合機制。然而，一旦合作事項涉及了與中央事權相關的部分，

例如悠遊卡議題，便需要垂直整合（中央交通部整合高速公路

局、臺鐵等）。 

故中期發展策略將嘗試超越「地方政府」層次的合作，並加強

與「中央政府」間，更為制度性的合作。另一方面，希望能整

合行政部門以外的民間資源。 

 

一、 行政性議題 

透過前一階段的策略推展，持續維持八縣市之間合作的意願與

動能。而在中期階段，水平的常態性合作依然存在。 

因合作機制應隨著不同階段與狀況進行調整，此時應更著重前

述「反饋機制」的執行。 

二、 利益驅動議題 

(一) 引入民間資源，營造夥伴關係 
由於現行北臺委員會皆由八縣市「行政部門」組成，欠缺

各項有形與無形資源，也較難獲得共鳴與支持。 

就特定議題，引入民間的力量參與推動小組甚至委員會，

將有助於決策品質。為達預期效果，需與前期階段的「議

題審視、界定」以及「組織成員調整」等策略的執行加以

連結。 

(二) 建立常態性的公私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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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於前一階段的研究與嘗試，逐步建立「可串連各項政

策目標」的公私合作機制，以跨越不同性質的合作議題，

以便政府統籌管理，將政府釋出權力、民間投入資源後合

作所得的結餘，挹注到其他部門或區域。 

為避免過於專案導向，可思考建立常態性組織。以國外案

例而言，以政府持有主要股權的「公司化組織」，抑或成立

特定目的事業的「行政公法人」22，皆為行之有年的模式。

然而，如何與臺灣的文化、社會與法制條件相接軌，需審

慎評量。 

三、 政策性議題 

針對政策性議題，中期應強調與中央政府制度性的交流機制，

以求地方與中央的接軌。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北臺都會區域計畫，與「北部八縣市自

行串連合作」的北臺委員會，在不同的層級上均已展開跨越部

會及縣市的努力。奠基在既有的互動基礎上，建議在中期可以

進一步建立更具制度性的交流機制，並強化地方政府之間的總

體損益平衡的機制23。這也關乎「跨域合作」能否突破個別縣市

的框架，將焦點從內向的都市層次的治理課題由都市層次的治

理課題轉化為從全球網絡的角度再定位自身的區域發展課題。 

(一) 若國土計畫法通過 
而北臺委員會，依短期策略持續發展後可望在內部強化掌

握「合作議題」、「組織成員」的能力，行政部門更已充分

「暖身」；在相關條件配合的情況下，未來國土計畫法若通

過，依法成立的都會區域計畫推動委員會，或許可與現行

                                                 
22 在本研究之國外案例比較中，已指出德國透過政府首長高度參與、目標完成即消滅的公司化組織的模

式；此外，又如日本為振興觀光，由政府與相關業者成立觀光振興組織（JNTO），目的是希望能結合業

者嫻熟觀光產業的能力與民間活力，同時又能結合政府總體的政策目標。 
23 也就是讓特定合作議題中未享有立即利益的縣市能透過某種協議、約定或規範，於他處獲得相對補償。

當區域合作的效益無法分潤到各縣市時，合作即難以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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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北臺委員會更順利接軌，北臺跨域合作機制現有具經驗

及了解各縣市情況的人力資源，亦可扮演輔助性的幕僚群

的角色。 

(二) 若國土計畫法未通過 
若行政院未來仿照現行東部永續發展計畫，以另成立東部

辦公室的模式運行跨縣市的合作，權力將較集中於主管各

部會的行政院。此時，地方政府將十分需要建立「協商機

制」，但協商基礎需奠基在前一期的互動情況之上。 

就中央實質治理的角度而言，如要克服區域分治的課題，比較

可行、合適的方式，似乎是設計出一套制度性的鼓勵措施，採

行類似歐盟財務補貼的措施，促生地方自發性的跨域合作計畫

提案。在這套鼓勵制度裡，仿效歐盟的制度，應明列補貼案件

的跨域合作性質、補貼優先順序之評比原則（如地方配合款項、

參與合作成員團隊、合作議題性質等），以及計畫推動成效評量

標準，與持續性提案補助的關連性等。藉由建立長期鼓勵政策

的財政補貼制度，可以強化跨域合作的具體內容。 

亦即，在現行劃歸各部會的預算範疇內，可明列比例或金額，

規範為鼓勵跨域合作經費。由各部會自行執行（營建署近年來

推動的合作型城鄉風貌計畫，即為一例）；或是各部會預算共同

提交一特定的預算執行委員會，由其統籌執行（類似歐盟作法）
24。 

 

 

 

                                                 
24 又如，日本市町村合併採用政策鼓勵而非強制性的作法，其長期成效顯著。建立長期政策鼓勵，以誘

因機制，促使有迫切需要的市町村先行合併；因已有實質發展資源配置調節的需求，可有效抵銷無謂

的政治阻力，易於推動。而對於尚未感受到迫切需要的地區，也不急於一時，強制推行，以免這些地

方的政治阻力大於實質利益，而形成了一次到位、總體推動上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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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北臺跨域合作機制「中期」發展策略 

 中期：建立「垂直」性之制度性合作接軌「北部都會區域規劃」 

行政性 

• 跨域合作的需求將仍然存在「北部都會區域規劃」之施行將

影響目前中央政府與地方間的分工關係，但跨域合作的需求

將仍然存在 

• 落實短期階段提出之「定期檢視、回饋」機制 

利益驅動 
• 確認政策目標，與民間建立夥伴關係 

• 可思考建立常態性的「行政公法人」或「公司化組織」 

政策性 
• 與中央政府建立制度性的合作關係 

• 強化地方政府間整體損益平衡的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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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長期發展策略： 

因應「行政區域調整」修正合作機制 

若著眼於現階段北臺八縣市的合作，行政區重劃因其時機無法

預期，實難解燃眉之急；然而行政區重劃將關係著地方選舉的

得失，就長期而言，將是臺灣的地方政治力量與地方顯要（local 
notables）的消長關鍵，更關係著國家內部中央地方權力集團

（central-local power bloc）的再形構。 

直言之，「行政區劃法」之立法，將影響「政治結構」、「財政與

法制環境」，同時亦涉及了跨域合作機制所應納入之「各成員組

成及組織」，亦即，重構了中央與地方的領域權力分工（territorial 
division of power），從而改變了本研究目前立論的現實基礎。 

因此，無論面對何種性質的議題，「跨域合作機制」內容也應隨

著相關時空條件的變化，重新考量與調整，始能符合「務實」

而「可操作」的原則。 

表 6-4  北臺跨域合作機制「長期」發展策略 

 長期：因應「行政區域調整」修正合作機制 

行政性 

利益驅動 

政策性 

• 「行政區劃法」之立法，將影響「政治結構」、「財政與法制環境」，同

時亦涉及了跨域合作機制所應納入之「各成員組成及組織」，從而改變

了本研究目前立論的現實基礎； 

• 換言之，「跨域合作機制」內容也應隨著相關時空條件的變化，重新考

量與調整，始能符合「務實」而「可操作」的原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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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以「正式化程度」及「行政投入」之分析架構檢視國內

外案例，首先發現臺灣目前的跨域合作，就「議題層次」而言

傾向在因應都市化（urbanization）問題，並未直接面對全球化

（globalization）對在地的衝擊。 

其次，以地方政府行政機器為運作主力的現行委員會，在「組

織架構」、「財政資源」、「法制環境」均受相當侷限；外向的經

濟動力與內向的認同政治操弄形成的結構性矛盾，消耗了政治

與社會領域的動能，令地方政府捉襟見肘，直接面對治理危機

卻又無足夠權限與彈性回應。 

此外，以國外知名區域合作案例為鑑，發現其「合作」均落實

在特定議題的具體脈絡，隨議題特性靈活調整合作尺度，彈性

納入各界多元的合作成員；合作議題通常用以回應該區域的「結

構性危機」並應提出該區域未來整體的願景。由此出發，回應

當前中央政府相關計畫與法案動態，本研究務實地提出北臺區

域合作機制之短中長期發展策略。短期重點在於強化既有「水

平」合作機制，中期策略為「垂直」接軌「都會區域規劃」、廣

納「民間」參與，長期則為因應「行政區域調整」修正。期望

建構動態調整機制，使北臺八縣市跨域合作議題與實質內容，

能漸朝向以整體願景的構築為首要之務，以掌握全球化多重城

市網絡建構的機會，推升北台灣城市節點的重要性。 

例如，眼前已由臺北市取得籌辦資格，將於 2010/11 舉辦的「國

際花卉博覽會」即為一例；只可惜臺北市目前卻以「單一城市

層級」的行政模式進行各項籌備任務。須知「國際性大型會展

活動」籌辦，已逐漸成為各國「動員社會資源」、「調整基礎建

設布局」與「重整發展策略」的重要途徑，歷史機會正逐漸消

失的臺灣不應錯過；更重要的是，唯有結合鄰近區域的能量與

優勢，始得善加調控如此龐大的規模及外部效應。期許未來，

得以克服客觀限制，與鄰近縣市及充滿活力的民間部門緊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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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包括港口、機場、車站等門戶，以及無線網路、道路動線

系統等基礎設施規劃，還有臺灣民間蓬勃的生技農藝事業等。

多元參與的龐大計畫雖是對民主治理成熟度的考驗，卻是打造

區域競爭力的契機。 

台灣快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展掛帥的國族國家曾經在追趕

發展的途中扮演關鍵角色，打造台北/新竹成為全球電資通產業

生產創新網絡中重要的節點。但眼前面對亞太地區/城市發展所

推升全球經濟的競爭壓力，僵化的國族國家體制不僅未鬆動，

反成為北臺八縣市在追求轉化、尋求扣接全球網絡時的限制枷

鎖。在這層意義上，本研究面對「跨域合作」這一跨領域課題，

嘗試「以不同的分析軸線切入」、「統合國內外案例的特性」，以

及「根據合作議題特性加以分類，並個別提出建議」等努力，

皆是對眼前危機解決之道的探詢。 

倘若市民社會能展現其自主性，上述努力或將有助掙脫歷史鎖

鏈，開啟具彈性及活力的「領域治理」作為新國家形式的可能

性；進而，讓作為網絡節點的「城市—區域」，引領臺灣社會的

活力在全球中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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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北臺跨域合作機制規劃之研究」 
期初討論會議  會議記錄 

一、會議時間：2007 年 6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會議室 
三、主持人：高明秀 主任 
四、出列席人員及單位： 

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邢斯坦 研究員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邱敬斌 專門委員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王金棠 股長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郭恆佳 研究助理 
中華經濟研究院 溫蓓章 博士 （協同主持人）

城邦國際開發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左昭德 總經理 （協同主持人）

城邦國際開發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李世忍 助理規劃師 
五、研究團隊簡報：(略) 
六、綜合討論：(略) 
七、結論： 

(一) 目前適逢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之重要關鍵轉型期，本研

究案所獲致之具體成果，具有指導北臺區域合作後續推進方

向之意涵。 
(二) 簡報內容顯示研究團隊在短期內已有以下成果，誠屬可貴，

應予充分肯定。 
1. 已充分掌握北臺區域合作現況； 
2. 所提之分析架構，以「正式化程度與行政部門參與程

度」為軸線，確係推動跨域合作機制之關鍵議題； 
3. 基於多樣性角度，遴選及回顧國外案例，給予後續研

擬北臺合作推動策略之多重啟發； 
4. 後續工作之推展及進度控制，均已有詳實規劃。 

(三) 目前已完成之「案例回顧」部分，可進一步考量以下方向：  
1. 各案例回顧內容，應於研究資源限制及條件許可範圍

內，加強人事、財政等制度面說明，以增益研究內涵。 
2. 歐盟合作情況值得借鏡；考量研究時程等限制，將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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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專家學者座談意見後，與英國案例擇一進行研究。 
(四) 後續將進行之「合作議題」觀察部分， 

1. 依合約應「選擇 2-3 個迫切可行的合作議題」觀察並

提出建議。 
2. 目前擇定「國內套裝旅遊路線」與「悠遊卡整合」議

題，為過去相關文獻建議、且當前已具體落實推動之

重要合作議題，以符合合約要求。 
3. 未來建議可就研究團隊之專長與本研究資源條件限制

內，考量議題適切性，擇一議題進行初步探討，以拓

展研究廣度。可考量之議題如：垃圾處理、土資場…
等。 

(五) 期中簡報前之「座談會籌辦」事宜 
1. 「北臺區域合作」推展行之有年，專家學者座談應邀

集對區域合作議題持續研究且關注之專家學者（例如

劉坤億教授、陳小紅教授、林正修副執行長等），以針

對北臺跨域合作機制之後續推動方案，有效聚焦和深

入討論。 
2. 研究團隊將根據今日意見修訂專家學者參考名單；擬

由研考會擇定人選後發文邀集，預計七月中召開座談

會。 
(六) 其他事項說明 

1. 未來可配合「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推展狀況，

邀請研究團隊至幕僚會議就目前研究成果進行交流討

論。 
八、散會 

 

 

 

 

附註： 

關於結論(四)之 3. 所述，擬新增觀察「議題」與會中提及「垃圾處理」

與「土資場」等；而日前北北基三縣市已就「共辦基測、申請與甄選入

學、登記分發等事宜」簽署「一綱一本」備忘錄。此為區域合作且即將

施行，亦可考慮作為觀察議題。 



北臺跨域合作機制之研究 總結報告書 

附 錄 

 
 

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中華經濟研究院˙城邦國際開發顧問 
附錄 2-1 

附錄二 

「北臺跨域合作機制規劃之研究」 
專家學者座談會（I） 會議記錄 

一、時間：96 年 8 月 3 日（星期五）下午 3：00 
二、地點：市府大樓西北區 9 樓 902 會議室 
三、主持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夏鑄九 所長 
四、與談人士：  

學者專家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陳小紅 教授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徐世榮 教授 
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劉坤億 副教授 
新臺灣人文教基金會 林正修 副執行長 
  
相關局處單位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許阿雪 副局長、 王金棠 股長 
臺北市政府建設局 胡宜珍 股長 
臺北市政府交通局 林麗玉 副局長 
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周貝倫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朱克儉 秘書 
  
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邢斯坦 研究員、 林德芳 企劃師 
  
研究單位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郭恆佳 研究助理 
中華經濟研究院 溫蓓章 博士（協同主持人） 
城邦國際開發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左昭德 總經理（協同主持人） 
 李世忍、蔡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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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持人引言： 

主持人 夏鑄九所長 
1. 感謝各位專家學者與會。此為臺北市政府研考會於今年 3 月委託臺灣大

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研究團隊負責執行之研究計畫，由我擔任計畫主

持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溫蓓章博士及城邦國際開發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左

昭德總經理任協同主持人。 
2. 從空間規劃和區域治理的角度，「都會—區域」逐漸扮演重要角色。採某

種形式的「跨域合作」，讓不同行政區域、行政層級、行政部門及民間部

門與第三部門等就共同課題進行合作，在國外各地已有相當嘗試。 
3. 2004 年起，由臺北市都市發展局直接推動、促成合作構想，截至今日包

括臺北市、宜蘭縣、基隆市、臺北縣、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栗

縣等八縣市，目前以 2005 年成立的「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為主體。 
4. 「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目前不具法定地位，完全仰賴縣市首長的

意志，作為推動各項工作的動力。 
5. 年底選舉將是重要的關鍵時刻。在此補充一點，當行政院決定單獨升格

臺北縣時，我當時有點陰謀論地以為此為一條毒計，畢竟此類雙子城模

式運作僅在極少數國家，如 Minneapolis，始得勉強地順利運作。結果上

週統籌分配款「一桃殺三士」的窘境確實驗證此推測。 
6. 臺北市政府研考會此刻提出「北臺跨域合作機制規劃之研究」，無論就議

題內容或時機而言，均非常重要且具關鍵性的意義。 

六、發言重點摘要： 

陳小紅教授 
1. 北臺合作機制仍不出政治框架與氛圍，此研究應加強「願景面」探討，

最根本之問題在於未來領導人如何定位臺灣，究竟要將臺灣帶往何處。 
2. 建議結合學界力量，建立網路平台，整合相關研究報告、計畫與統計數

據等，給予政府、企業、學術與第三部門作為對話平台。 
3. 旅遊與票證整合固然重要，但對於總體全球化脈絡下的發展其助益有限。 
4. 建議可針對「北臺產業結構變遷之探討」與「交通議題」等進行探討。 

劉坤億副教授 
1. 建議應先掌握現行相關法規規定，包括地方制度法、財政收支劃分法、

大眾捷運法、廢棄物清理法及區域計畫法。從法制面來看，制度誘因不

足，建議探討法制面尚須努力的空間，或者具體點出因為那些法制條件

的不足而使得區域合作淪為空談。 
2. 建議各縣市政府於訂定其綜合計畫時應思考北臺區域合作的策略，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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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交流平台供各縣市交流互動。 
3. 提供研究單位兩項合作議題做為參考。其一為地方產業經濟，特別是區

域產業經濟；另一項議題為區域空間規劃，可特別鎖定交通。 
4. 過去研究往往在思考「都市化」問題，但現在應同時思考「都市化」與

「全球化」的衝擊。故應明確辨別究竟是以「都市化概念」或「全球化

概念」來思考北臺區域的合作發展。 

徐世榮教授 
1. 此研究面臨相當大的限制，因制度結構變更不易、過去區域計畫推行不

成功等種種因素，自然造成合作議題的在選擇時趨向較低的層級。 
2. 建議研究單位可先檢討過去北臺合作各方案中是否有成功的合作經驗。 
3. 合作議題選定，建議可探討北北基土地使用的規劃。 
4. 在政府體制無法推動北臺區域合作的限制下，能否以 NGO 做為北臺區域

合作的觸媒，促成北臺合作的默契與氛圍，並能透過 NGO 串連相關研究

成果成為北臺區域合作的平台。 

林正修副執行長 
1. 若區域合作成功的前提為領導人的英明與行政制度的合理，那麼區域之

間永遠無法合作，原因在於此二項前提並未必存在。就行政經驗看來，

所有縣市合併的問題表面上看起來都很重要但實際上卻一點都不迫切，

因為在權力分配與地區產值極度不均衡之下，國家治理將可能出現危機。 
2. 由大陸或亞洲其他地區（如廣深）的經驗來看，「不合作」應是常態，競

爭有時更能帶來優勢，與行政單位是否整合並無直接關係。 
3. 若由方法論來思考此研究，首先須對於此不效益提出充分的舉證，才能

提高區域間必須合作的說服力。其次區域合作的好處必須大於能夠雙方

磨合協調的成本並且符合分配的公平性，才會有可能。 
4. 從公務員心理的微觀層面來看，促成合作的誘因還包括「有趣」與「怕

丟臉」兩項因素。 
5. 議題選擇，建議可朝幾個層面發展，包括教育資源、文化設施、醫療資

源、資訊教育等。 
6. 資訊帶來力量。若找出因區域合作而受益的大多數人並且動員，合作力

量將更強大而非僅是道德驅動。這將是一資訊社會的想像。 
7. 可聯合北臺其他縣市提出一未來性提案（如聯合爭取大型國際活動），以

化解歧見，可能是未來合作方向。 
8. 合作不應限於首長或公務員之間，邀請議會與民眾加入是必要過程。 

臺北市政府交通局 林麗玉副局長 
1. 區域合作實為一政治議題，一定要制度化，各縣市其特殊政治環境。 
2. 原先中央交通部門在決定票證系統時，因將交通票卡視為一種資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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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將系統公司劃分由臺北縣市、基隆宜蘭、臺南高雄等各自發包。 
3. 贊成議題導向與尺度彈性。應選擇縣市間共同的問題，範圍劃定後再各

自編預算辦理。各縣市需有共同目標、理念，跨域合作才有成功的機會。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許阿雪副局長 
1. 建議研究單位可提出現階段北臺區域合作機制的檢討。若不法制化，時

間久了容易流於一政治拜拜的形式。 
2. 如何在現階段行政組織下執行與經費預算的編列，是亟待克服的問題。 
3. 對於未來觀察議題的選擇的部分，個人建議以「北北基產業合作」為對

象。 

臺北市政府建設局 胡宜珍股長 
1. 北臺產業合作歷程並不順利。主因在於各縣市的定位、目標、預算並不

相同，所以往往造成各縣市表面上合作，實際上卻是處於競爭的態勢。 

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周貝倫 
1. 希望透過此研究化解各縣市合作困難，解決問題以達合作效益。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朱克儉秘書 
1. 教育政策在北臺八縣市的合作架構中較不易被凸顯，因為教育主要是以

中央的政策為主。 

研究團隊 左昭德總經理 
1. 感謝各位專家學者給予諸多指導。本案研究期程至今年十二月，而研究

經費約八十餘萬，是本案面對的客觀限制。 
2. 關於議題觀察部份特此說明，研究團隊之定位並非特定議題的「參與者」

或政策「建議者」，而是以「觀察者」、「分析者」的角色將議題發展始末

清楚描述後，釐清「合作機制」成功或失敗的關鍵因素。 

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林德芳企劃師 
1. 有關本案最終議題觀察的選定，研考會贊同發展局的看法，可在「區域

產業經濟發展」與「區域空間系統整合」兩部分選擇來探討機制面向。 
2. 期望研究單位於本案後續執行上能著重下列幾項重點： 

(1) 議題的指稱須明確，北臺區域究竟面臨什麼問題，要能明確點出來。 
(2) 一個政策執行 3～4 年後，必須有一中程檢討機制，所以必須提出方案

的檢視與檢討結果。 
(3) 觀察「北臺區域合作」推動，對人民、市府與其他縣市政府的誘因。 
(4) 如果未來短中長期政策要執行時，面臨政治問題、政黨色彩、全球化

競爭多種壓力之下，市府該如何在這樣的限制與陰影之下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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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論 

主持人 夏鑄九所長 
首先本研究後續將加強相關法令背景，以闡明當下北臺合作機制在制度結構

面所遭遇的限制，並檢視過去北臺合作方案的成效。假若前述補強重點完成

後，針對本案後續執行上提出兩種可能的作法： 
1. 務實找出北臺八縣市賡續推動合作的機制與建議。這個方向對於研考會

而言也能明確瞭解未來該與哪些局處溝通，或指出有哪些重點任務需優

先編列預算。 
2. 如陳老師所言，北臺八縣市的定位確實決定了臺灣在世界舞台中扮演的

角色。故應提出一北臺八縣市未來共同的藍圖，思考如何在一個開放的

全球經濟競爭中引領臺灣做為一個重要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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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北臺跨域合作機制規劃之研究」 
期中審查會議記錄及意見回應說明表 

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九十六年度委託研究案 
「北臺跨域合作機制規劃之研究」 期中審查會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九月七日星期五下午三時 
二、地點：臺北市政府西北區九樓 902 會議室 
三、主席：翁副主任委員瑞廷 
四、出席人員： 

學者專家 
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馮教授正民 馮教授正民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陳教授敦源  陳教授敦源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陳教授立剛 陳教授立剛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陳教授小紅 陳教授小紅 
玄奘大學林副校長博文 不克出席 
 
市府單位 
都市發展局 邱專門委員敬斌 
都市發展局 吳約聘工程師名秋  
教育局 房專門委員振昆 
產業發展局 胡股長宜珍 
交通局 黃股長莉雅 
環境保護局 周研究員貝倫 
本會綜計室 邢研究員斯坦 
 林企劃師德芳 
本會第一組 紀組長素菁 
 劉研究員晃美 
研究團隊 
研究主持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夏教授鑄九 夏教授鑄九 
研究協同主持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溫博士蓓章 溫博士蓓章  
研究協同主持人城邦國際開發顧問左總經理昭德 左總經理昭德 
研究人員 郭研究助理恆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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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席致詞：(略) 
六、研究主持人報告：(略) 
七、討論與建議： 
 

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馮教授正民： 
1. 應就「合作」在本研究之定義作說明，如「專業知識交換」、「規劃性合

作」、「建設的合作」及「問題解決的合作」等，宜就不同層次探討或定

位。 
2. 可討論國外案例成敗之先決條件，要注意中央的角色跟組織設計的影響。 
3. 未來可參考國外案例及現行北臺合作成果，研擬可行之合作機制及其配

套措施。合作機制之設計內容可包括組織的設計及其功能、財政的籌措

分配與法令的修正等。 
4. 對於報告中提到最新的發展、建議樂觀其成，並思考如何爭取經費挹注。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陳教授敦源： 
1. 首先作點概念上的溝通。「政府」事實上包括行政部門、議會等，以及中

央地方差異等各區塊，在制度設計時十分複雜。其次，當政府遇上非政

府組織時，權利義務等問題更為複雜，如 NGOs 的財務是否應強制透明

化？故 NGOs 的概念使用上，最後不宜導向不要政府的說法。最後是成

本效益的層次，談到機制，對各政府單位仍是一成本效益問題。 
2. 案例如何選擇宜加以說明，例如，目前沒有第三象限的案例。  
3. 頁 2-14 請更正。 
4. 通常規劃時應有預先評估的架構，建議中長期的方案選項，目前尚未看

到。 
5. 挑選專家參與座談的標準為何？ 
6. 行政院中部辦公室僅具 liaison 功能，未來如修法增設府際合作處等組織

才有實質化的意義。 
7. 目前「北台都會區域計畫」的發展出現新變因；對接案單位公平起見，

應說明委託單位希望放多少比例在研究成果中，或僅是方案之一。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陳教授立剛： 
1. 議題觀察的切入點很有趣，值得肯定。建議研究團隊在各議題所涉及的

中央—地方關係、人事、預算、財政上的機制作一些著墨。 
2. 各國案例均有其政治經濟脈絡，究竟可移植不可移植？若要學習或移植

時，宜加以說明。 
3. 合作必然有其利益及障礙，如何提供誘因促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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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這個研究本身存在一個 dilemma—中央政府在這過程中，很難不扮演重要

角色；此不必然是研究團隊之任務，但不談中央恐難免相當程度的闕漏。 
5. 關於修法增設府際合作處，有蠻多學者均對於中央政府是否需要作這件

事情感到疑慮。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陳教授小紅： 
1. 臺灣這八縣市，到底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是否執行了節點

功能？此應為本報告希望呈現的背景框架；如在頁 3-27 及頁 2-9 均提及

過度偏重都市層級的問題。 
2. 在探討實質問題時，似乎仍將臺北等同其他縣市，參考灣區、魯爾區，

尤其上海等，可知其他的省市都是努力要接軌上海；我們總擔心過度強

調臺北，但主從定位不清，機制難以設計。八縣市究竟是水平式或階層

式須先確認，才知其應扮演何種角色。 
3. 機制規劃之歷史背景也應回顧，因行政區劃與社經活動範疇不相搭配，

所以需要合作。 
4. 歐盟合作機制為多國之集合，其經驗應有可參考之處；但就區域層級來

講與北臺區域有一點不同或出入，請研究團隊斟酌。 
5. 若把格局放大，機制設計最終仍為願景的問題，包括如何超越都市的層

級，塑造區域共同的願景；其次才是一卡通、觀光遊憩層次的問題，宜

針對這些問題目前所遇到的困難加以說明。 
6. 現行委員會是現況妥協、漸進的過程之一，未來要克服哪些困難？ 
7. 「機制」與「體制」有沒有關係？將來作建議時可能需碰觸體制問題，

此為一體兩面；此課題本來就不容易作，因範圍十分廣泛。 
8. 希望不僅有戰術，而是要有戰略，讓看到報告的人體會得到苦心，以及

看得到未來的定位。 
 

都市發展局邱專門委員敬斌： 
1. 先感謝研考會，從過去至今適時給予此議題相當的支持，及陳老師與馮

老師的長期關心。過去曾行文行政院兩次，希望上級指導參與北臺合作，

但行政院兩度將我們的公文存查，當時中央並不清楚北臺八縣市之合作

發展。 
2. 北臺區域合作特色之一是跨黨派合作；其二是由事務官自主性提出與維

持運作。 
3. 關於報告中之最新發展說明如下 

(1) 經建會依國土計畫法（草案）委由內政部研擬都會區域計畫；南部與中

部擬委外，北部由市鄉局直接辦理，擬參考北臺都會區域合作經驗，並

參考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比照行政院東部辦公室（全名為行政院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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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聯合服務中心）而非中部辦公室（全名為行政院中部聯合服務中心）

實施。未來當市鄉局完成到一定階段時，八縣市將由局處首長代表，共

同參與計畫研擬；而當計畫進入部會協商階段時，八縣市代表應一起至

中央部會支持該計畫。 
(2) 此為「已在操作」的計畫，而非未來才開始，目標年為 2030 年，但計畫

完成年為 2008 年，屆時將進入部會協調階段，再送行政院核定。 
(3) 該計畫中亦含「機制」的規劃，到底是修正現有委員會組織，還是由東

部辦公室組織作微調修改仍為未知數。本研究案將成為市鄉局在推動機

制規劃上，在部會協調階段的重要基礎。 
(4) 本案是中央認同跨域合作的重要性，並表態願意進場參與北臺合作機制

的重要發展，建議思考納入如何未來的合作機制 
4. 在態度上，臺北市以謙卑的角度對待其他縣市；但在主體性上，其他縣

市已理解每個城市利基不同，以臺北市作為主體的方向是他們已認同的。 
5. 北臺合作最終仍要回到政府體制中運作（第一象限），提出 NGOs 的看

法，是考慮中央不參與的狀況下，透過 NGOs 形成對中央的壓力。 
6. 提供去年北臺遊憩合作案的成果一冊供委員參考，該書已獲國家設計獎

的入圍。 
 

教育局房專門委員振昆 
1. 在議題討論部份，希望將教育領域各議題中，如一綱一本等議題，納入

觀察中。 
 
 

建設局胡股長宜珍 
1. 專家學者會議中曾提出相關意見，但因經費限制本案擇定討論的議題觀

察有限；目前議題觀察部份並無產業組部份，故暫時無意見。 
 

交通局黃股長莉雅 
2. 即將增設觀光行銷傳播局，將為旅遊套裝行程議題的主管單位。 
3. 交通運輸部門的跨域合作層次，目前多以知識分享、經驗交流為主，與

其他縣市分享臺北市的資源。 
4. 關於悠遊卡跨域合作部份，除了跟基隆合作外，跟臺鐵、高鐵的協調問

題，目前因政治問題，是透過北市的立法委員協助，進行協調。同時也

將推對小額消費、市府規費等應用範疇。 
5. 在現行體制下，贊成議題導向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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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研究員斯坦 
1. 現行合作機制確實為事務官層次自發性提出，感謝多方指教。 
2. 目前國外案例回顧與檢討部份已作了很好整理；當然如委員所言，針對

各案例的條件、運作衝突如何解決或仲裁等，希望能加以說明。 
3. 對現有問題的評析或提出策略性作法的建議，也再請更細緻化一點。我

們了解研究期程所餘時間不多，請研究團隊鼎力相助。 
4. 期望各單位在合作階段中對體制有何問題可反應給研究單位。 

 

主席（翁副主任委員瑞廷）： 
1. 北臺合作推動也有一段時間，臺北市在很多方面確實較佳，但以桃竹苗

而言，在觀光旅遊設計上，某種程度我個人認為更勝臺北市。或許是縣

市較小，感覺也較為精緻。 
2. 為何用「機制」而不用「體制」，因為體制感覺較嚴重一點。若機制可以

運作順暢，對於整體發展均有助益。 
 

研究主持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夏鑄九教授 
1. 針對北臺機制，其實大家長期有共識，臺北雖為龍頭，但不應出頭。因

此當政黨顏色一致後，北臺區域始取得初步成果。另外，因過去馬市長

特殊的角色，很快八縣市有了共識。而中心城市事務官具體的態度是最

關鍵原因。 
2. 對於營建署最新推動的北部都會區域規劃，可以順勢而為。同時內政部

委託政治大學高永光院長進行行政區重劃研究。若臺北市政府能將既有

經驗提供給高院長參考，相信高院長可汲取此經驗，將新竹以北劃為二

級政府，隨著增設更多縣市政府，自然地取代鄉鎮政府。在期末簡報前

樂意與市府各局處以及內政部民政司密切配合。 
3. 各位建議非常寶貴，將進一步修改。 

主席結論(翁副主任委員瑞廷)： 
1. 請研究團隊將與會人員意見納入參考。 
2. 本案經與會審查委員一致同意期中報告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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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研考會委託研究期中報告審查意見回應說明表 
研究案名稱：北臺跨域合作機制規劃之研究 

 
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一、 應就「合作」在本研究之定義作說明，如「專

業知識交換」、「規劃性合作」、「建設的合作」

及「問題解決的合作」等，宜就不同層次探

討或定位。 

合作的性質說明於第二章

（P2-7～2-8），並於第三章就

北臺合作現況依尺度不同區分

為三層級的合作，歸納出各層

級合作之特性。將整合委員意

見後於期末報告加以補充。 

二、 建議可對國外案例成敗之先決條件作討論，

要注意中央的角色跟組織設計的影響。 

遵照辦理，將於期末報告加以

補充。 

三、 未來可參考國外案例及現行北臺合作成果，

研擬可行之合作機制及其配套措施。合作機

制之設計內容可包括組織的設計及其功能、

財政的籌措分配與法令的修正等。 

遵照辦理，將於期末報告加以

補充。 

交通大學 
交通運輸研究所 
馮教授正民 

四、 對於報告中提到最新的發展，建議樂觀其

成，並思考如何爭取經費挹注。 

敬悉。 

一、 首先作點概念上的溝通。「政府」事實上包括

行政部門、議會等，以及中央地方差異等各

區塊，在制度設計時十分複雜。其次，當政

府遇上非政府組織時，權利義務等問題更為

複雜，如 NGOs 的財務是否應強制透明化？

故 NGOs 的概念使用上，最後不宜導向不要

政府的說法。最後是成本效益的層次，談到

機制，對各政府單位仍是一成本效益問題。

敬悉。 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學系 
陳教授敦源 

二、 案例如何選擇宜加以說明，例如，目前沒有

第三象限的案例。  

案例選擇主要考量其合作機制

的特性，期望能藉以理解合作

機制之多樣貌經驗。同時亦考

量各案例既有學術研究資料可

取得性，以在有限研究期程內

獲致足供分析之經驗資料。 

第三象限屬於無行政部門介

入、無正式組織之市民社會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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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域，性質上難以長期維續、亦

無從介入公權力相關事務，故

無制度性案例。惟跨域合作機

制具有動態變化之性質，其中

義大利TPs案例在 90年代初期

以民間部門為主力，由下而上

逐步發展，即是落於座標圖之

第三象限；之後才逐漸增加中

央政府之投入。 

三、 頁 2-14 請更正。 遵照辦理。 

四、 通常規劃時應有預先評估的架構，建議中長

期的方案選項，目前尚未看到。 

依本案合約之研究時程，將於

期末報告時針對短中長期合作

機制提出策略。 

五、 挑選專家參與座談的標準為何？ 本研究首先彙整政治學、公共

行政、財政學、空間規劃、產

業發展等領域專家學者清單共

計 25 位，於 6 月份期初討論會

時，提請委託單位建議與會人

選。 

六、 行政院中部辦公室僅具 liaison 功能，未來如

修法增設府際合作處等組織才有實質化的意

義。 

敬悉。 

七、 目前「北台都會區域計畫」的發展出現新變

因；對接案單位公平起見，應說明委託單位

希望放多少比例在研究成果中，或僅是方案

之一。 

面對當前最新發展，本研究將

視為未來機制的可能選項之

一，並積極瞭解內政部、民政

司及北市府各相關局處的作法

與態度，以利研擬合作機制之

參考。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陳教授立剛 

一、 議題觀察的切入點很有趣，值得肯定。建議

研究團隊在各議題所涉及的中央—地方關

係、人事、預算、財政上的機制作一些著墨。

遵照辦理；目前於期中報告第

五章就各議題所涉之執行主

體、財政預算概況等，已進行

初步描述；將於期末報告加強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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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二、 各國案例均有其政治經濟脈絡，究竟可移植

不可移植？若要學習或移植時，宜加以說明。

遵照辦理；各國之合作機制確

有其政治、經濟與社會脈絡，

本研究並不預期完全移植單一

機制，而希望透過案例研究歸

納關鍵因素或特性，作為研擬

北臺機制的啟發或借鏡。 

三、 合作必然有其利益及障礙，如何提供誘因促

成合作？ 

敬悉；現行北臺合作之利益與

障礙於期中報告第三章作初步

說明，將於期末報告之後續章

節中補充提供誘因、促成合作

之策略。 

四、 這個研究本身存在一個 dilemma—中央政府

在這過程中，很難不扮演重要角色；此不必

然是研究團隊之任務，但不談中央恐難免相

當程度的闕漏。 

中央政府未積極地指導或參與

跨域合作機制，實為本案委託

緣起之一；將遵照委員意見於

期末報告說明中央政府扮演之

角色。 

五、 關於修法增設府際合作處，有蠻多學者均對

於中央政府是否需要作這件事情感到疑慮。

敬悉。 

一、 臺灣這八縣市，到底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扮演

何種角色？是否執行了節點功能？此應為本

報告希望呈現的背景框架；如在頁 3-27 及頁

2-9 均提及過度偏重都市層級的問題。 

將遵照委員意見於期末報告加

強說明。 

二、 在探討實質問題時，似乎仍將臺北等同其他

縣市，參考灣區、魯爾區，尤其上海等，可

知其他的省市都是努力要接軌上海；我們總

擔心過度強調臺北，但主從定位不清，機制

難以設計。八縣市究竟是水平式或階層式須

先確認，才知其應扮演何種角色。 

敬悉。 

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陳教授小紅 

三、 機制規劃之歷史背景也應回顧，因行政區劃

與社經活動範疇不相搭配，所以需要合作。

遵照辦理；目前於期中報告第

三章說明北臺區域行政區劃由

來，以及都會區擴張導致的社

經活動範疇不搭配現象；將於

期末報告加強說明。 



北臺跨域合作機制之研究 總結報告書 

附 錄 

 
 

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中華經濟研究院˙城邦國際開發顧問 
附錄 3-9 

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四、 歐盟合作機制為多國之集合，其經驗應有可

參考之處；但就區域層級來講與北臺區域有

一點不同或出入，請研究團隊斟酌。 

歐盟案例為期初討論會議時委

辦單位建議案例。研究團隊也

同意：雖然歐盟為一超越國家

尺度的治理機制，但其機制設

計面有值得借鏡之處。包括：

合作機制重視地方行政部門自

主性、多元作用者的動員；採

取財政補助手段，鼓勵各種尺

度的區域合作（區域之間、國

界鄰近地區、跨越國界之間、

甚至非地理上鄰近地區之

間），具備多重尺度治理的特

色；且建立定期評量、檢核修

正的調整機制。以上說明亦將

補充於期末報告中。 

五、 若把格局放大，機制設計最終仍為願景的問

題，包括如何超越都市的層級，塑造區域共

同的願景；其次才是一卡通、觀光遊憩層次

的問題，宜針對這些問題目前所遇到的困難

加以說明。 

遵照辦理；將於期末報告補

充。 

六、 現行委員會是現況妥協、漸進的過程之一，

未來要克服哪些困難？ 

遵照辦理；將於期末報告補

充。 

七、 「機制」與「體制」有沒有關係？將來作建

議時可能需碰觸體制問題，此為一體兩面；

此課題本來就不容易作，因範圍十分廣泛。

本研究命題為「機制」，關注參

與組成的結構、資源的來源與

運用、協商互動的運作架構，

及其探討影響的議題或事件。

誠如委員所言，「體制」與機制

為一體兩面。本研究認為：體

制是政府行政面上機制得以運

作的鉅觀結構，著重相關機構

的組織制度。因此，將來作建

議時，可能碰觸部分的體制問

題，但本研究將不會全面檢討

體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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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八、 希望不僅有戰術，而是要有戰略，讓看到報

告的人體會得到苦心，以及看得到未來的定

位。 

敬悉，感謝委員對研究團隊的

期待。 

一、 先感謝研考會，從過去至今適時給予此議題

相當的支持，及陳老師與馮老師的長期關

心。過去曾行文行政院兩次，希望上級指導

參與北臺合作，但行政院兩度將我們的公文

存查，當時中央並不清楚北臺八縣市之合作

發展。 

敬悉。 

二、 北臺區域合作特色之一是跨黨派合作；其二

是由事務官自主性提出與維持運作。 

敬悉。 

都市發展局 
邱專門委員敬斌 

三、 關於報告中之最新發展說明如下： 

1. 經建會依國土計畫法（草案）委由內政部

研擬都會區域計畫；南部與中部擬委外，北

部由市鄉局直接辦理，擬參考北臺都會區域

合作經驗，並參考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

比照行政院東部辦公室（全名為行政院東部

聯合服務中心）而非中部辦公室（全名為行

政院中部聯合服務中心）實施。未來當市鄉

局完成到一定階段時，八縣市將由局處首長

代表，共同參與計畫研擬；而當計畫進入部

會協商階段時，八縣市代表應一起至中央部

會支持該計畫。 

2. 此為「已在操作」的計畫，而非未來才開

始，目標年為 2030 年，但計畫完成年為 2008

年，屆時將進入部會協調階段，再送行政院

核定。 

3. 該計畫中亦含「機制」的規劃，到底是修

正現有委員會組織，還是由東部辦公室組織

作微調修改仍為未知數。本研究案將成為市

鄉局在推動機制規劃上，在部會協調階段的

重要基礎。 

4. 本案是中央認同跨域合作的重要性，並表

態願意進場參與北臺合作機制的重要發展，

敬悉。將參考委員指導之最新

發展說明，配合本案之研究進

程與架構，整合補充於期末報

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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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建議思考納入如何未來的合作機制。 

四、 在態度上，臺北市以謙卑的角度對待其他縣

市；但在主體性上，其他縣市已理解每個城

市利基不同，以臺北市作為主體的方向是他

們已認同的。 

敬悉。 

五、 北臺合作最終仍要回到政府體制中運作（第

一象限），提出 NGOs 的看法，是考慮中央不

參與的狀況下，透過 NGOs 形成對中央的壓

力。 

敬悉。 

六、 提供去年北臺遊憩合作案的成果一冊供委員

參考，該書已獲國家設計獎的入圍。 

敬悉。 

教育局 
房專門委員振昆 

一、 在議題討論部份，希望將教育領域各議題

中，如一綱一本的議題，納入觀察中。 

因研究期程、研究經費等實質

限制，經期初討論會及專家學

者座談會多次討論確認，本研

究將聚焦於三項議題觀察，包

括北臺國旅套裝行程、悠遊卡

整合及北北基產業與土地使用

計畫等，暫時無法將教育面向

納入觀察對象。 

建設局 
胡股長宜珍 

一、 專家學者會議中曾提出相關意見，因經費的

限制將以三項議題為原則；目前議題發展部

份並無產業組部份，暫時無意見。 

敬悉。 

一、 即將增設觀光行銷局，將為旅遊套裝行程議

題的主管單位。 

敬悉。 

二、 交通運輸部門的跨域合作層次，目前多以知

識分享、經驗交流為主，與其他縣市分享臺

北市的資源。 

敬悉。 

交通局 
黃股長莉雅 

三、 關於悠遊卡跨域合作部份，除了跟基隆合作

外，跟臺鐵、高鐵的協調問題，目前因政治

問題，是透過北市的立法委員協助，進行協

調。同時也將推對小額消費、市府規費等應

用範疇。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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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四、 在現行體制下，贊成議題導向的分析。 敬悉。 

一、 現行合作機制確實為事務官層次自發性提

出，感謝多方指教。 

敬悉。 

二、 目前國外案例回顧與檢討部份已作了很好整

理；當然如委員所言，針對各案例的條件、運

作衝突如何解決或仲裁等，希望能加以說明。

將再多方蒐集文獻資料，盡量

於期末報告補充。但目前所

知，各案例的運作衝突、解決

仲裁等，較少研究文獻探討，

將再訪談國內相關專家請益。

三、 對現有問題的評析或提出策略性作法的建

議，也再請更細緻化一點。我們了解研究期程

所餘時間不多，請研究團隊鼎力相助。 

於期末報告補充。 

本會綜計室 
邢研究員斯坦 

四、 期望各單位在合作階段中對體制有何問題可

反應給研究單位。 

敬悉。 

一、 北臺合作推動也有一段時間，臺北市在很多方

面確實較佳，但以桃竹苗而言，在觀光旅遊設

計上，某種程度我個人認為更勝臺北市。或許

是縣市較小，感覺也較為精緻。 

敬悉。 主席 
翁副主任委員瑞廷 

二、 為何用「機制」而不用「體制」，因為體制感

覺較嚴重一點。若機制可以運作順暢，對於整

體發展均有助益。 

遵照辦理。 

 
 
 



北臺跨域合作機制之研究 總結報告書 

附 錄 

 
 

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中華經濟研究院˙城邦國際開發顧問 
附錄 4-1 

附錄四 

「北臺跨域合作機制規劃之研究」 
內政部營建署市鄉局規劃局 訪談紀錄 

一、時間：2007 年 10 月 02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 30 分 
二、地點：行政院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 
三、受訪者：陳志銘 隊長 
四、與談人士：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邱敬斌 專門委員 

         吳名秋 約聘工程師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郭恆佳 研究助理 

中華經濟研究院     溫蓓章 博士（協同主持人） 

城邦國際開發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左昭德 總經理（協同主持人） 
五、發言重點摘要： 
 

邱專門委員敬斌 
1. 過去幾年在推動北臺區域發展委員會時，因政治上之客觀現實，面臨難

以推動法制化之困境，故當時對引入 NGOs 力量報以相當期望。 
2. 目前市鄉局的都會區域計畫，使體制內的法制化途徑可能性大增。 
3. 希望能結合內政部委託高永光院長進行之「行政區域調整」研究案、市

鄉局之「都會區域計畫」及北市研考會之「跨域機制研究」三方的力量，

促進北臺跨域合作。 
4. 需讓社會大眾了解合作之益處，故應以先「合」再「併」為原則。 

左總經理昭德 
1. 本研究案由台大城鄉所夏鑄九所長主持，與中華經濟研究院及城邦國際

開發顧問合作。事實上本團隊亦深入參與過去數年北臺區域合作之各議

題，包括休閒遊憩資源整合及交通運輸規劃等。 
2. 本案經期初討論會、專家座談會等過程，各專家學者皆同意本課題屬高

度政治性，需充分理解中央政府發展之最新動態，始能豐富本研究案在

執行面的有效性。故我們十分重視貴單位目前進行「都會區域規劃」法

制化之動態，請惠賜卓見。 

陳隊長志銘 
1. 目前大致分為規劃階段、實施階段。就規劃而言，事實上法源在區域計

畫法已授權，可成立推動委員會（區域建設推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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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現況而言，未來可有二選項： 
(1) 新擬定的國土計畫法草案通過，則依照國土計畫法之架構執行，成

立推動委員會，成員包含中央部會以及地方代表，不具預算權與審

議權。 
(2) 國土計畫法草案未通過，可依據 1.項之區域計畫法成立區域建設推

動委員會；或以目前東部辦公室與離島辦公室的作法，由經建會扮

演主要角色。 
(3) 目前規劃的作法為比照東部辦公室、離島辦公室的作法，成立北臺

辦公室（另：同步有中部、南部辦公室） 
3. 整體流程大致為：計畫草案 部會協商 核定 推動執行。 

(1) 規劃階段 
(2) 計畫草案：由市鄉隊執行，工作過程中即納入地方的意見（但其他

地區的執行方式未必如此） 
(3) 部會協商：相關部會提出修正意見 
(4) 核定：經建會核定 

4. 執行階段 
(1) 各部會依核定計畫提報預算，經成立委原小組審核 
(2) 各部會執行。 

5. 在目前的規劃操作下，我們也擔心地方的聲音較無管道參與。 

左總經理昭德 
1. 冒昧請問，目前貴單位推動都會區域之相關規劃，是否已獲得特定部會

或其他單位之支持鼓勵？或純粹為事務官的自主性推動？ 

陳隊長志銘 
1. 中央部會業務繁重，對政策的推動多強調結果而不過問過程，故對我們

而言，課題應為如何提出良好的方案以獲上級長官採納。 
2. 以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為例，首先由政務委員出面收集各部會意見，

先經過濾、整合，最後再送至經建會統一拍板定案，形成目前的四十多

項子計畫。 
3. 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 96 年度已核定，將於 97 年度編列預算並開始執

行。包括：（1）部會自行執行；（2）部會將經費撥給地方（90％），地方

編列配合款（10％），由地方執行。 

溫博士蓓章 
1. 這樣的都會區域規劃跨越縣市政府的疆界，所關切的是區域總體發展的

利益。 
2. 區域若要合作，則要考慮不同主體間的利益分配。在目前這樣的情況下，

目前的規劃中是否會產生某些歧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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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隊長志銘 
1. 在我們中央部會層級，乃指涉部會之間水平層次合作（而非地方政府間）

的協調。就特定議題而言，遇到衝突時的解決途徑多為交由該權責部會

評估；經建會主持部會協調時，主要的原則是：地方權責的事務，不納

入；一定要跨域的事情才做。當然在利益分配上，若干政治性的考量是

必然存在的。 
2. 目前東部辦公室的部分，還沒有發生中央規劃的地方不要的。因為地方

比較弱勢的緣故吧。放到北臺區域，可能會出現中央規劃方案落到跨地

方時，因不同縣市間的損益無法協調，而無法執行。 
3. 請問此研究案關切的合作機制，是水平性的合作或垂直性的合作？ 

左總經理昭德 
1. 本案並未就合作機制的模式作預設或侷限。惟就北臺區域委員會過去的

運作而言，實以水平性的合作為主；但貴單位目前進行北臺都會區域規

劃，對北臺跨域合作而言，則可界定為垂直性的合作模式。 

溫博士蓓章 
1. 北臺將要思考如何承接未來的這套都會區域規劃的影響，預先規劃益損

協商的機制。 
2. 從北臺區域現行合作八大議題看來，某些並不具空間性，請問當前貴單

位進行之都會區域規劃方案，對這些非空間性的議題可能產先哪些關聯

或效應？ 

陳隊長志銘 
1. 我們做都會區域規劃的時候，提問題，也提方向，並請部會提出配套計

畫。不盡然限定空間相關議題。 

邱專門委員敬斌 
1. 都會區域規劃之各方案不侷限於空間議題，然而其效益將涵蓋空間層面

及非空間層面。目前可思考先著重於空間相關議題，做出跨域合作成效，

再推動至非空間相關部門。 
2. 未來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之工作小組將持續與貴單位互動，以課長

層級為主。 
3. 十月底八縣市將與貴單位進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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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北臺跨域合作機制規劃之研究」 
拜會「行政區域調整方案之研究」團隊 訪談紀錄 

一、時間：2007 年 10 月 03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 00 分 
二、地點：國立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 
三、受訪者：劉佩怡 助理教授 
四、與談人士：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邱敬斌 專門委員 
         吳名秋 約聘工程師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郭恆佳 研究助理 
中華經濟研究院     溫蓓章 博士（協同主持人） 
城邦國際開發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左昭德 總經理（協同主持人） 

五、發言重點摘要： 

邱專委敬斌 
1. 希望能藉由都會區域規劃、行政區劃和北臺合作團隊的拜會，資訊交流、

統整方向並協調步調一致。使合作過渡到合併的過程更順暢。 
2. 北臺合作團隊即將由各縣市組成工作小組，將大型計畫案提供都會區域

規劃團隊參考，爭取列入。未來工作小組轉型為北臺辦公室幕僚，協助

執行落實。 
3. 北臺合作團隊並非同一政黨下的產物，而是縣市間認同合作的需求所推

動的成功經驗。 
4. 目前北臺合作議題迴避敏感的財政議題，以免影響合作意願。 

劉助理教授佩怡  
1. 個人較關心法制化問題，具體合作的各議題非個人專長。我贊成先合再

併的理念，不過由調查和訪談資料來看，政治上的因素會對先合再併造

成推動上的困難。 
2. 就法制面來看，地方制度法並未給予地方政府的合作任何協助或支援，

故仰賴目前（法制）的合作恐怕較困難，如北縣即使可在部分條件下適

用部分直轄市的規範，仍需向中央爭取經費，而中央卻不一定同意的情

況；宜考慮化整為零，交由各縣市的自治條例或自治事項，較有實效。 
3. 而行政區域劃分，目前還在法案規劃當中，所以基本上無法源（邱專委

隨後補充，現行區域計畫法中可設「區域建設推動委員會」推動之）。 
4. 目前行政院與立法院針對行政區劃法與財政收支劃分法的動態： 

(1) 行政院版行政區劃法草案已通過行政院院會，送立法院但本會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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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機率不高，待立院闖關不過後立委改選，將再度回到行政院。 
(2) 行政區劃法草案在選前提出，主要可能是為解決台中問題，讓台中

縣部份併入台中市後，台中市獨立升格。 
(3) 因選舉考量，藍營尚未提北中南東大區塊的構想。即便馬市長曾提

出推動構想，恐怕也無法急於一時。三都 15 縣的區域發展模式，較

有可能；以台北市成為北臺的火車頭，帶動區域發展。 
(4) 在上述眾多的政治干預下，使區域合作終只能是合作，法制化實有

困難。 
5. 我認為各縣市間的關係不應為形式化的平起平坐，宜參考長三角「市管

縣」的模式。 
6. 對跨域合作的看法： 

(1) 即使未來北台合作的都會區域規劃的委員會有建立編制，中央不見

得會給預算，涉及政績歸屬中央或地方；目前財劃法預算中 70%屬

中央，僅 30%屬地方，若能設計得較為平衡較好，但涉及立法院的

朝野攻防。 
(2) 以自治事項向中央爭取經費並不容易；以退為進，變成「中央委辦

業務事項」或許較可行。 
(3) 建議注意財劃法，其決定地方政府是否有預算能做事。 

溫博士蓓章 
1. 即使地方財劃預算比例提高，也無法解決合作所需經費的問題。例如在

個別的縣市議會中，跨域性的建設項目往往難以取得共識。 
2. 依劉老師所言，行政區劃法短期無法通過，而行政區域與空間規劃在範

疇上具差異性。八議題中，哪些可藉著都會區域規劃發展來往前推進，

而哪些則會特別有限？ 

邱專委敬斌 
1. 地方財劃預算比例提高，有助於投入轄區內基礎建設，為跨域合作奠定

基礎。 

劉助理教授佩怡 
1. 「地方合作」之目的往往為了帶有摒除中央干預的意味，經費挹注將有

助於穩固地方的合作關係。 
2. 關於八議題，個人以為最具需求性的應為「產業發展」與「交通運輸」。

產業發展如何促成合作機制？值得討論。在本研究過程中曾訪問經濟領

域學者，他們也不見得能提出具體而完整的看法。 
3. 最難以進行或許是「族群與新移民」、「健康社福」，涉及中央政策，如全

民健保等。但如老人年金等社會福利，應有充裕發展空間。 
4. 「環境資源」如國家公園等，地方權限似乎有限，但垃圾處理等議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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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可操作。 
5. 「休閒遊憩」，如北縣市、桃園等皆不難促成，但「如何合作」，個人尚

不清楚目前地方政府如何運作。 
6. 「防災治安」個人較不熟悉其運作方式。 
7. 「文化教育」不易執行，尤其搞教育的似乎較保守，且中央與地方權限

的劃分，似乎在「教科書」一案上也還有爭議。 
8. 要處理上述議題的合作，以我的理解難度很高。要解決眾多問題似乎不

容易，把問題列出來或許是目前較可作的。 
9. 議題的操作應讓民眾感受到因合作而受益。 

溫博士蓓章 
1. 行政區劃與跨域合作的機制，未來應如何連結？ 

劉助理教授佩怡 
1. 在我們目前的方案中（去年研究成果及今年期中報告以來的基礎），提出

了短中長期作法： 
(1) 縣市合併：以縣市為單位，將台北縣市、新竹縣市等等先行合併，

但政治干預大。 
(2) 合作機制：就是你們現已領先提出的這些看法。 
(3) 區域政府：成立區域政府，這將影響地方政府層級。此階段變革的

最終目的已不是合作機制，而是政府組織改革。 
2. 目前本研究並未涉及上述各階段執行、演化的機制，僅能大致指出各階

段應有哪些變革內容。 

溫博士蓓章 
1. 由政治或公共行政的角度，如何界定跨域合作的「成功」？ 

劉助理教授佩怡 
1. 需要先設立合作的目標為何，訂定指標，才能評估是否成功。未來推動

委員會應要思考此部分。指標中亦應考慮顧客滿意度，例如民意調查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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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北臺跨域合作機制規劃之研究」 
專家學者座談會（II）會議記錄 

一、時間：96 年 10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1：30~3:15 
二、地點：市府大樓東南區 11 樓 研考會會議室 
三、主持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夏鑄九 所長 
四、與談人士：  

學者專家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陳小紅 教授 
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 高永光 院長（吳冠儒先生代表出席）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徐世榮 教授 
交通大學運輸研究所 馮正民 教授 
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國土隊 陳志銘 隊長 
  
相關局處單位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汪禮國 股長 
  
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邢斯坦 研究員 
  
研究單位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郭恆佳 研究助理 
中華經濟研究院 溫蓓章 博士（協同主持人） 
城邦國際開發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左昭德 總經理（協同主持人） 

李思儀 助分析師 

五、主持人引言： 

主持人 夏鑄九所長 
1. 首先感謝各位專家學者與會，對「北臺跨域合作機制的規劃」提供寶貴

意見。在此表達感謝。此為臺北市政府研考會於今年 3 月委託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研究團隊負責執行之研究計畫。針對「北臺跨域合

作」進行務實探討、並研究未來可落實、推動之機制。 
2. 就目前新的發展及問題，我們在此舉辦第二次的專家學者座談會，而今

日座談會向各位請教後，我們將立即著手研擬短中長期跨域合作構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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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方式，預計 11 月底提交書面報告、12 月初簡報。 

六、發言重點摘要： 

陳志銘隊長 
1. 本局刻正進行全台三大都會區域規劃，其中有關後續「執行面」的課題

及內容與今日報告之「三階段」構想十分相似：第一階段為地方政府之

間的「水平合作」；第二階段為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垂直合作」，

這是透過區域計畫的擬定過程；第三階段則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與民

間團體的「三角關係」，強調參與及合作觀念，由公部門負擔基礎設施，

而涉及財務融資問題，可適時引入金融業、通信界、營建業，讓民間參

與推動；另外民間的第三部門則可扮演監督的角色。 
2. 關於法源問題，行政部門深知法案常受限立法院的審議進度，故目前彈

性的作法就是透過政院通過的「綱要計畫」或「方案」來推動，即使為

非法定計畫，也可以透過這個機制讓各部會動起來，例如國土復育條例

沒立法通過，就訂定一個國土復育策略方案既行動計畫；如果未來國土

計畫法也沒立法通過，目前的想法是將北台都會區域計畫以報院核定的

方式，透過方案的核定來編列預算推動執行。 

吳冠儒先生（高永光院長代表） 
1. 高院長負責之研究案為期三年，去年結論為以縣市合併為主要方向；今

年主要課題在於民意調查，十一月底結案，目前正進行最後統計工作。 
2. 行政區域劃分之考量指標，均不外乎社會經濟、政治行政面向。 
3. 未來行政區劃之考量，亦可能朝向大區域合併，如北北基、高高屏等。 

馮正民教授 
1. 以捷運機場線為例，涉及跨域之「規劃權責」、「建設權責」、「營運維護

權責」、「監理審核權責」等眾多面向。 
2. 在機制面，更涉及「財務分配機制」（又分組織的財務、計畫項目的財務）、

「組織組成機制」、「行政體制機制」（官方、半官方、非官方等等）、「監

理機制」、「政策性的合作機制」。 
3. 公私合作機制的 scope 很大，涉及哪些項目十分重要。 
4. 未來是否會用一個或三個觀察議題案例去揭示合作機制如何調整？或以

原則性的建議為主？ 
5. 短期合作機制應可包括： 

(1) 組織，即 taskforce 的重整。 
(2) 以專案方式進行合作。 
(3) 增加獎勵機制。 

6. 中長期合作機制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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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參考國外案例，中央優先補助「跨域合作」的計畫。 
(2) 運用促參法作為公私合作的機制。 

溫蓓章博士 
1. 務實討論合作機制時，「議題」將影響相關配套，另 scale 不應太 rigid。

由此出發，本研究分析既有機制運作的基本問題，並以三議題為例分析

當前推動合作的困境，從而提出初步的建議方向，就教於各位專家學者。

當方向明確之後，將再發展相關的建議與行動方案。 
2. 由現行委員會提出之議題分析，各自有其 driving force，及推動困境。例

如： 
(1) 主要為一般行政資訊交換性質之合作，行政性質為主；但對於行政

人員而言，缺乏與組織晉升、個人成就等動機之連結，目前十分缺

乏持續的動力。 
(2) 交通一卡通議題由臺北智慧卡公司扮演最重要推手角色，屬於利益

導向；故有積極動機共同努力推動。 
(3) 觀光國旅行程議題擺在行政性框架下很難往前推，其實可以是利益

導向性質的合作案，但目前缺乏與私部門合作的機制，又擔心會有

圖利特定團體之虞，目前其實是進退失據的狀況。 
(4) 北北基產業地用議題需有中央政府更大的政策力量去推動，屬於高

政策性質的議題，需中央政府介入。但這種政策性議題，在目前的

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下，實質上是地方之間難以合作，而是各地方

政府競爭，各自向中央爭取的。 
 

3. 感謝馮教授提示到促參法應用於公私合作機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智慧

卡公司之運作模式也提供不同啟發，且透過國外案例研究，發現亦可組

設「公法人」推動議題，而公法人受政府監督，在日本與德國皆有類似

案例。這些可為後續研提機制建議之參考。 

陳小紅教授 
1. 談北臺合作機制時，另一具體重點是這八縣市未來五至十年的重大建設

項目究竟為何暨三地可能存在的合作空間又何如？如以北北基產業發展

及用地議題為例：  
(1) 以北北基產業用地議題為例：「南港經貿園區」這塊就十分重要，但

未來台北市科技走廊的發展過程中，基隆怎麼來配合，又如何延伸

至台北縣？其間所涉及之中央政府與地方權限的分工等等。 
(2) 淡水港、松山機場等基礎設施的跨域合作，其規劃基調為何？ 
(3) 公有土地，理論上是政府做事時少數可以掌控的資源，臺北市究竟

有多少公有土地？目前是變賣取得現金作別的事，或是該如何利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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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外「北縣升格」後已出現若干問題，如「警察人事權」歸屬的問題即

為一例。 
3. 建議把主軸抓準，在最後建議時點明共同困境，若目前經費有限無法處

理，後續還需發展哪些課題。 

徐世榮教授 
1. 我想我們都蠻務實的，研究團隊也把「垂直合作」的思維放在中期。就

水平合作階段，我個人的想像應會建立在「軟連結」之上，我們來談合

作機制的建構。長期才是尋求剛性的組織連結。 
2. 「議題」導向、「個案」導向，確實應為思考重點，由個案作為連結的核

心。 
3. 以狹義界定，傾向將「合作機制」界定為「組織」面的問題，如是否成

立 ad-hoc 委員會、成立公司由政府入股處理特定議題。 

左昭德總經理 
1. 研究團隊長期關心北臺跨域合作，包括「北臺區域休閒地區城鎮地貌改

造整合計畫」、「北部區域交通運輸合作發展策略」，以及獲得「北北基產

業與地用計畫」獲評選為優先議約廠商等，但由於經費刪減，實無法承

攬執行；此外亦配合專業者都市改革組織擔任北縣景觀總顧問，看到北

縣在換黨執政情境下面對施政延續性等嚴重問題。 
2. 中下階層的行政官員確實有無力之處，大多縣市承辦人員在既有業務負

擔下，額外處理相關業務，卻無法獲得相應的獎勵。在臺北市的熱心推

動下，北臺合作過去仍有些成果，延續到今年似乎缺乏動能與明確進展。 
3. 日前若順利受委託執行「北北基產業與地用計畫」，便能進一步以「作用

者」角色深入到陳老師最為關心的議題，在此感到十分抱歉；由於委託

單位研考會的立場希望看制度性、方向性的建議，故研究團隊以「觀察

者」的角色為主進行本研究，尚祈各位專家鑒諒。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1. 目前八縣市運作表面不錯，但實質內容的討論很缺乏；臺北市目前是相

對積極。早期臺北市有企圖心把資源整合共享，各首長認為跟臺北合作

可以分到一些能見度，願意參與，但相對也較忽略議題部份。 
2. 「合作」之實質困難包括： 

(1) 首長任期，各首長任期不一致、無法接合，合作難以接續。 
(2) 首長預算並非一上任就有，而是先延續前任藍圖，隔年才編出自己

的預算。 
(3) 跨域合作議題若納入編制內，只要送議會，相關預算經常難以通過。 

4. 「分工」亦有實質困難。以產業用地為例，臺北市當然較適合作營運總

部，但北縣難道會因此放棄嗎？故分工這件事在實際運作機制上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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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的建議是私部門談得太少，可把 NGOs、NPOs 的力量整合納入。 
4. 針對現有問題，因經費很少、時間很短，請先把目前遇到的問題談清楚。 

臺北市研究與發展考核委員會 
1. 對本研究，我想重點仍在研究案例之啟示如何呈現，讓報告的閱讀者容

易理解如何應用。 
2. 研考會期待就個案而言，短期能有一些建議。如時間許可，再擴展到國

外案例之應用部份。 
 

七、結論 

主持人 夏鑄九所長 
1. 綜合上述，歸納出以下結論，作為未來努力方向： 

(1) 目前所提出的構想方向，專家學者與長官大致同意，會進一步加以

深化。 
(2) 如何引入第三部門、民間團體等參與成員的擴張等，可為結論建議

的方向之一。 
(3) 現有合作機制問題的分析，需與未來機制之間加以連結。 
(4) 臺北縣升格對現行機制形成新的困境，應加以分析。 
(5) 本研究聚焦於機制的研究，而非特定議題。 
(6) 既有委員會的三級制度後續如何操作，是我們提出結論建議的努力

關鍵。 
2. 預計一個月後先將期末報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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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北臺跨域合作機制規劃之研究」 
期末審查會議記錄及意見回應說明表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二下午二時 
二、地點：臺北市政府西北區九樓 902 會議室 
三、主席：翁副主任委員瑞廷 
四、出席人員： 

學者專家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陳教授小紅 陳教授小紅 
臺北大學都市計劃研究所周教授志龍 周教授志龍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李教授長晏 
東吳大學發展處陳處長立剛 陳處長立剛 

市府單位 
都市發展局劉科長思蓉 劉科長思蓉 
交通局沈技正慧虹 沈技正慧虹 
產業發展局許專員維倫 許專員維倫 
環境保護局洪研究員明宏 洪研究員明宏 
教育局 請假 
本會綜計室邢研究員斯坦 邢研究員斯坦 
本會會計黃會計燕芬 黃會計燕芬 
本會總務 未出席 
本會兼政風 未出席 
本會第一組紀組長素菁 紀組長素菁 
 劉研究員晃美 

研究團隊 
研究主持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夏教授鑄九 夏教授鑄九 
研究協同主持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溫博士蓓章 溫博士蓓章  
研究協同主持人城邦國際開發顧問左總經理昭德 左總經理昭德 
研究人員 郭研究助理恆佳 
 

五、主席致詞：（略） 
六、研究主持人報告：（略） 
七、討論與建議：（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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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大學都市計劃研究所周教授志龍： 
1. 本報告書投入相當的資料收集、分析架構清晰，也提出建設性的政策建

議參考。 
2. 關於 6-15 頁所提短期縣市合併，中期合作機制兩個策略是否再考量可行

性，將兩者互調調整。 
3. 關於策略機制建議中，由於中央政府層級的政策影響頗為深遠，建議加

入中央政府的角色、功能的限制，如成立跨域合作基金等。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李教授長晏： 
1. 報告書中 2-15 頁的分析：「正式化」與「行政參與程度」，此一分析架構

立意甚佳、創意性頗高。在第五章國內跨域合作三議題加以應用，分屬

不同的象限，若能補充資料與論證，成果將更具參考性。 
2. 有關北臺與高高屏，第三章比較分析部份，似乎較有所不足，是否可進

一步補充，可使報告更為完整。 
3. 有關北臺區域發展委員會未來的發展方向，如何從非正式組織機制走向

正式化組織運作，可能會涉及組織定位、經營方式、與中央的關係等議

題上，建議能細緻化的處理。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陳教授立剛： 
1. 此研究無論從國際視野，或政治經濟脈絡的鋪陳來說，均做出十分精彩

的歸納。 
2. 所謂「機制」之研究，有無涉及法制或體制的部份？ 
3. 「合作」在臺灣可說是十分困難，可再就「合作」的型態樣貌加以強化。 
4. 合作的機制在國外往往是 local（government）對 local（government），本

研究已提及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的部份，若多談一點將更有貢獻。 
5. 強化水平合作機制，針對不同議題、地方政府的功能，合作樣態有異。

對於目前的三個議題，若可研擬出一些 patterns 或後續 model，將有利於

後續執行的學習。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陳教授小紅： 
1. 「跨域合作」是一個困難較高的研究，因為是動態性質，一直在改變中；

若可連結議題與機制，做出一些模擬，將有助於實際上的操作。 
2. 目前北台合作機制相當鬆散，但其實領導縣市的角色十分重要。不同議

題特性，領導縣市及其角色功能可能不同。 
3. 結論的部份，是否可以給我們一個 vision，例如八縣市聯合爭取國際博覽

會等等。 
4. 第四章各國案例的比較，若能加以與北臺的進行比較，就可知道哪些是

獨有的，哪些是我們可採借國外經驗的。 

都市發展局劉科長思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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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臺北市所執行的跨域合作機制有兩種，一為北臺區域合作推動委員

會，二是臺北縣市合作。其實這兩個合作機制是分離的，但因為幕僚人

員都相同，所以目前和諧感尚存，希望能看到一個單一的機制，而那個

機制可以如變形蟲般，可以由兩兩縣市談一些，亦可八縣市一起談。希

望規劃單位能就這個部份的架構給予一些建議。 
2. 報告內有提到公私部門作之機制。這一節目前比較難以具體想像，可否

請規劃單位就國外案例加以補充。 
3. 成立「行政公法人」或「公司化組織」和現行由行政部門合作比較的優

點為何？ 

產業發展局許專員維倫： 
1. 關於獎勵機制設立部份若有進一步探討，將更有助於實際操作。 

交通局沈技正慧虹： 
1. 章節名稱第五章第二節建議以「北臺八縣市票證整合合作計畫」為名，

至於悠遊卡整合，是因現行以發行量及使用量而言（1100 萬張發行量），

其已為電子票證之領導地位，但「悠遊卡通用」並不一定等同「票證通

用」。 
2. 交通部業已意識到現行全省所有的電子票證整合，應是整合系統使任一

家公司之卡片均可通行，僅在後端營運公司的金流及清分系統。如金融

卡一般，技術並非困難。 
3. 交通票證整合，延伸的意義在於通行的便利無礙。營運業者主動，智慧

卡公司與客運業者得以合作，是因消費者的力量遠大於行政力量。 

環境保護局洪研究員明宏： 
1. 非常感謝研究單位的整理，十分詳盡。 

邢研究員斯坦： 
1. 對於本報告的成果，已經達到目的。雖然可以再進行細部的比較，但目

前研究的成果已可提供我們未來的參考。 

主席（翁副主任委員瑞廷）： 
1. 跨域合作的目的，其實就是希望能更提昇區域的競爭力，希望未來有機

會時，這些建議可以發揮作用。 

研究主持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夏教授鑄九： 
1. 首先關於周教授之意見，6-15 頁為本團隊訪談內政部委託「行政區域調

整規劃之研究」的政治大學團隊時，該團隊所提出的看法，但他們也了

解該方案現實上存在困難。 
2. 將在加強「正式化」、「行政部門投入程度」之支持資料，以及北臺與高

高屏合作之比較，將盡可能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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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陳立剛教授提到合作樣態，將試著加強。 
4. 關於陳小紅教授提到領導城市的角色，世界各國的區域發展，中心城市

確實發揮關鍵角色，而多半需姿態放低才會成功，市府也十分了解。本

團隊過去曾幫助臺北市，籌劃北臺八縣市因應陸客來台。此案例或許值

得作為補充。 
5. 目前臺北市已爭取花卉博覽會，適合「公私合作」，或許可將問題點出；

此外捷運不只基隆，還包括桃園。 
6. 將盡力加強行政公法人的部份。 
7. 主席所言十分清楚，本研究即是面對全球化年代下的區域競爭。其實無

論就勞動力市場或消費市場看來，都會區域之功能連結均十分迫切；如

松山機場直航不僅為政治問題，更是功能問題，關乎區域功能的越界連

結，是整個北臺最需要的。 
8. 各位建議非常寶貴，將遵照修改。 

 
八、主席結論（翁副主任委員瑞廷）： 

本案經與會審查委員一致同意期末報告審查通過。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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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研考會委託研究期末報告審查意見回應說明表 
研究案名稱：北臺跨域合作機制規劃之研究 

 

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一、 本報告書投入相當的資料收集、分析架構清

晰，也提出建設性的政策建議參考。 
敬悉。 

二、 關於 6-15 頁所提短期縣市合併，中期合作

機制兩個策略是否再考量可行性，將兩者互

調調整。 

6-15 頁非本團隊提出之策

略，而是本團隊訪談內政部委

託「行政區域調整規劃之研

究」的政治大學團隊時，該團

隊所提出的看法，但他們也了

解該方案現實上存在困難。

臺北大學 
都市計劃研究所

周教授志龍 

三、 關於策略機制建議中，由於中央政府層級的

政策影響頗為深遠，建議加入中央政府的角

色、功能的限制，如成立跨域合作基金等。

本研究於表 2-1 整理各國案

例比較，並且逐一指出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及其他參與者的

角色；其中，歐盟即以類似合

作基金概念進行跨域合作。

本研究並強調，在設計合作機

制與中央政府等作用者之功

能時，需回歸具體合作議題的

特性。 

一、 報告書中 2-15 頁的分析：「正式化」與「行

政參與程度」，此一分析架構立意甚佳、創

意性頗高。在第五章國內跨域合作三議題加

以應用，分屬不同的象限，若能補充資料與

論證，成果將更具參考性。 

遵照辦理。由於委託單位期待

以務實、符合現實發展的角度

進行研究，故本研究嘗試以目

前之研究架構串連不同的領

域。 

二、 有關北臺與高高屏，第三章比較分析部份，

似乎較有所不足，是否可進一步補充，可使

報告更為完整。 

遵照辦理。 

中興大學 
國家政策與公共

事務研究所 
李教授長晏 

三、 有關北臺區域發展委員會未來的發展方

向，如何從非正式組織機制走向正式化組織

運作，可能會涉及組織定位、經營方式、與

中央的關係等議題上，建議能細緻化的處

理。 

現於第六章第一節中，指出未

來國土計畫法草案是否通過

的對組織定位、經營方式及與

中央關係的影響；將加強整合

於第六章第三節中。 

一、 此研究無論從國際視野，或政治經濟脈絡的

鋪陳來說，均做出十分精彩的歸納。 
敬悉。 東吳大學 

發展處 
陳處長立剛 二、 所謂「機制」之研究，有無涉及法制或體制

的部份？ 
法制或體制均是機制運作的

基礎背景。因此，第六章短、

中、長期發展策略之建議內

容，已經考慮可能的法制（都

會區域計畫、行政區域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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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整），或體制（廣納民間能量

建立『夥伴關係』）的變革方

向，研提建議的北台跨域合作

機制策略 

三、 「合作」在臺灣可說是十分困難，可再就「合

作」的型態樣貌加以強化。 
有關合作的型態樣貌，在報告

書第 2-7 頁起已有概要討

論。研究結論亦建議：針對不

同議題性質（行政性、利益導

向、政策性），合作機制調整

的重點不同，呈現出不同議題

性質的合作型態樣貌、工作重

點方向差異。 

四、 合 作 的 機 制 在 國 外 往 往 是 local
（government）對 local（government），本

研究已提及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的部

份，若多談一點將更有貢獻。 

藉由案例回顧，本研究指出跨

域合作機制運用「公私合作」

的可能性與重要性，但此概念

本身涉及領域廣泛，本研究現

已整理國內外以「公私合作」

概念推展「區域合作」的個

案。國外案例部份，請參閱本

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三節案例

說明；而就國內既有的合作現

況而言，則可參閱本文第五章

第二節。 
就機制發展策略設計的角度

學理層次，如何將「公私合作」

進一步歸納或理論化，甚至發

展為完整的操作方法，需要針

對議題特性來作規劃以本文

篇幅恐難完整說明，該議題本

身亦值得在後續研究獨立加

以發展。 
就現況而言，目前臺北市已爭

取花卉博覽會，適合「公私合

作」，本文將嘗試點出問題。

五、 強化水平合作機制，針對不同議題、地方政

府的功能，合作樣態有異。對於目前的三個

議題，若可研擬出一些 patterns 或後續

model，將有利於後續執行的學習。 

本研究透過第五章分析現行

三項合作議題，以及其他的合

作議題性質，已就關鍵作用者

之特性，從中抽繹出「行政

性」、「利益驅動」、「政策性」

三個並非互斥的類別。 
為使後續執行更具操作性，本

研究之短、中、長期策略亦已

循上述三類別加以發展，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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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助於執行者因應多樣的合作

議題。 

一、 「跨域合作」是一個困難較高的研究，因為

是動態性質，一直在改變中；若可連結議題

與機制，做出一些模擬，將有助於實際上的

操作。 

敬悉。 

二、 目前北台合作機制相當鬆散，但其實領導縣

市的角色十分重要。不同議題特性，領導縣

市及其角色功能可能不同。 

敬悉。 

三、 結論的部份，是否可以給我們一個 vision，
例如八縣市聯合爭取國際博覽會等等。 

目前北市已在籌辦花卉博覽

會，而此亦為適合「公私合作」

的議題，本研究將於第七章結

論與展望點出。 

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陳教授小紅 

四、 第四章各國案例的比較，若能加以與北臺的

進行比較，就可知道哪些是獨有的，哪些是

我們可採借國外經驗的。 

遵照辦理；將現行北臺委員會

的運作方式放在本文分析架

構中，與第四章第四節中國大

陸案例較為相似（非正式化、

仰賴行政面的成員參與推

動）；而各種合作機制的差異

比較，可參閱第二章表 2-1。

一、 目前臺北市所執行的跨域合作機制有兩

種，一為北臺區域合作推動委員會，二是臺

北縣市合作。其實這兩個合作機制是分離

的，但因為幕僚人員都相同，所以目前和諧

感尚存，但希望能看到一個單一的機制，而

那個機制可以如變形蟲般，可以由兩兩縣市

談一些，亦可八縣市一起談。希望規劃單位

能就這個部份的架構給予一些建議。 

本研究認為合作機制應是「議

題導向」、「尺度彈性」、「包容

多元成員參與」的動態過程；

目的即在於發展出一個單一

如變形蟲般的機制。根據本研

究成果建議，現行之各項北台

合作議題，可區分為三種類

型，依據行政性、利益驅動或

政策性之特性需求，調整各議

題之參與合作的政府尺度與

成員組成。同時，本研究亦建

議針對不同性質議題，推動不

同的發展策略。各項建議細

節，請參見報告書第六章遵照

辦理。 

都市發展局 
劉科長思蓉 

二、 報告內有提到公私部門合作之機制。這一節

目前比較難以具體想像，可否請規劃單位就

國外案例加以補充。 

藉由案例回顧，本研究指出跨

域合作機制運用「公私合作」

的可能性與重要性，但此概念

本身涉及領域廣泛，本研究現

已整理國內外以「公私合作」

概念推展「區域合作」的個

案。國外案例部份，請參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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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三節案例

說明；而就國內既有的合作現

況而言，則可參閱本文第五章

第二節。 

三、 成立「行政公法人」或「公司化組織」和現

行由行政部門合作比較的優點為何？ 
優劣之比較無法單就機制本

身界定，尤其需考量合作議題

之特性。此外，本文第五章第

一節與第二節，分別為現行八

縣市「行政部門間」合作及政

府入股民間公司之「公司化」

合作，並已加以分析優劣。

產業發展局 
許專員維倫 

關於獎勵機制設立部份若有進一步探討，將更有

助於實際操作。 
本研究所建議之獎勵機制，乃

是為了矯正行政性較強的合

作議題之推動，與組織成就、

個人成就動機脫鉤的現況困

境，故建議在人員晉升考評體

系中，納入合作議題推動業務

績效。將在報告書中再予敘

明；但實際操作的具體探討，

仍須回到行政部門的獎懲體

制內執行。 

一、 章節名稱第五章第二節建議以「北臺八縣市

票證整合合作計畫」為名，至於悠遊卡整

合，是因現行以發行量及使用量而言（1100
萬張發行量），其已為電子票證之領導地

位，但「悠遊卡通用」並不一定等同「票證

通用」。 

遵照辦理敬悉。 

二、 交通部業已意識到現行全省所有的電子票

證整合，應是整合系統使任一家公司之卡片

均可通行，僅在後端營運公司的金流及清分

系統。如金融卡一般，技術並非困難。  

敬悉。 

交通局 
沈技正慧虹 

三、 交通票證整合，延伸的意義在於通行的便利

無礙。營運業者主動，智慧卡公司與客運業

者得以合作，是因消費者的力量遠大於行政

力量。 

敬悉。本研究非常贊同這項意

見，故認為有些合作議題屬於

利益驅動類型，可以藉助消費

者需求的力量，予以推動。

環境保護局 
洪研究員明宏 

非常感謝研究單位的整理，十分詳盡。 敬悉。 

本會綜計室 
邢研究員斯坦 

對於本報告的成果，已經達到目的。雖然可以再

進行細部的比較，但目前研究的成果已可提供我

們未來的參考。 

敬悉。 

主席 跨域合作的目的，其實就是希望能更提昇區域的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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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翁副主任委員瑞廷 競爭力，希望未來有機會時，這些建議可以發揮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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