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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行政區劃調整方案之擬議與展望 

 
本章藉由第三章「各國行政區劃之比較」、第四章「北部區域地理空間及網

絡分析」之結果，參酌相關文獻以設計台灣行政區劃之調整方案，並針對各調整

方案進行比較、分析。其後，透過專家學者問卷調查，歸納出台灣行政區劃問題

與調整方向之參考，將本研究所提出之調整方案加以檢視，進而據以提出台灣行

政區劃調整之建議方案；最後，藉由行政區劃調整與國土政策之方向，形塑台灣

未來之「新地理空間」。本章研究架構如圖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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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第五章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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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台灣行政區劃調整方案之設計 
 
    本節以本研究「各國行政區劃現況之比較」、「北部區域空間分析以及行政區

劃調整構想」為參考，參酌薄慶玖（1996）、劉道義（1999）、周志龍（2000）以

及夏鑄九（2002）等人提出台灣行政區劃調整之建議，針對台灣行政區劃提出三

種調整方案，以供專家學者問卷之檢視與意見之提出後，進行比較分析及建議方

案之研擬。以下即為各方案之內容： 
 

壹、方案甲—3 都(市)3 市 13 縣 2 特別行政區 

本案以劃設「3 都(市)」為構想，包括「台北都」—台北市、台北縣、基隆

市合併，「台中都」—台中市、台中縣合併，以及「高雄都」—高雄市、高雄縣

合併；新竹市、嘉義市以及台南市維持「市縣分治」；金門縣改為「金門特別行

政區」，原屬連江縣之馬祖列島改設「馬祖特別行政區」，地位皆與縣、市同。本

案與行政區劃現制之比較如表 5-1 所示。 
 

表 5-1  現制與方案甲之比較 
現制 方案甲 

台北市、基隆市、台北縣 台北都 

台中市、台中縣 台中都 

高雄市、高雄縣 高雄都 

「福建省」金門縣 金門特別行政區 

「福建省連江縣」之南竿鄉、

北竿鄉、莒光鄉、東引鄉等 
馬祖特別行政區 

（不變）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苗栗縣、彰化縣、

南投縣、雲林縣、嘉義市、嘉義縣、台南市、

台南縣、屏東縣、宜蘭縣、花蓮縣、台東縣、

澎湖縣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案設計台北、台中以及高雄三「都」， 
與新竹、嘉義及台南等三「市」做區別，類似 
日本將都市區分為「都」（東京都）及「府」 
（大阪府、京都府）之區劃。在調整幅度上， 

圖 5-2  方案甲調整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僅涉及台北縣市與基隆市三合一、台中縣市合 
併以及高雄縣市合併，金門、連江兩縣改設「 
特別行政區」以外，其他行政區皆沿用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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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方案乙—8 市 15 縣 2 特別行政區 

此案將基隆、台北、新竹、台中、嘉義、台南與高雄等七市加以擴大，並增

劃桃園市，成為西部八市，而地位與縣、特別行政區亦同。（詳見表 5-2） 
 

表 5-2  現制與方案乙之比較 
現制 方案乙

基隆市 

台北縣金山鄉、萬里鄉、瑞芳鎮、平溪鄉、雙溪鄉、貢寮鄉 
基隆市 

台北市 

台北縣石門鄉、三芝鄉、淡水鎮、新店市、深坑鄉、石碇鄉、坪林鄉等
43  

台北市 

桃園縣桃園市、龜山鄉、八德市、蘆竹鄉、大園鄉；台北縣鶯歌鎮 桃園市 

桃園縣中壢市、平鎮市、觀音鄉、新屋鄉、楊梅鎮、龍潭鄉、大溪鎮、復興鄉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竹東鎮、寶山鄉、北埔鄉、峨眉鄉 
新竹市 

新竹縣竹北市、湖口鄉、新豐鄉、新埔鎮、關西鎮、芎林鄉、橫山鄉、五峰鄉、尖石鄉 新竹縣 

台中市 

台中縣太平市、大里市、霧峰鄉、烏日鄉、大肚鄉、龍井鄉、大雅鄉、潭子鄉 
台中市 

台中縣豐原市、新社鄉、和平鄉、東勢鎮等
44

  台中縣 

嘉義市 

嘉義縣水上鄉、番路鄉、中埔鄉 
嘉義市 

嘉義縣太保市、朴子市、鹿草鄉、義竹鄉、布袋鎮、大埔鄉、東石鄉、六腳鄉等
45

  嘉義縣 

台南市 

台南縣永康市、仁德鄉、歸仁鄉 
台南市 

台南縣新營市、後壁鄉、白河鎮、東山鄉、柳營鄉、六甲鄉、關廟鄉、官田鄉等
46

  台南縣 

高雄市 

高雄縣鳳山市、大寮鄉、林園鄉、鳥松鄉、大樹鄉、仁武鄉、大社鄉、橋頭鄉、梓官鄉、

彌陀鄉、岡山鎮、燕巢鄉、阿蓮鄉、路竹鄉、永安鄉、湖內鄉、茄萣鄉 

高雄市 

高雄縣旗山鎮、田寮鄉、美濃鎮、內門鄉、杉林鄉等
47

  高雄縣 

（不變）苗栗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屏東縣、宜蘭縣、花蓮縣、台東縣、澎湖縣 

「福建省」金門縣 金門特別行政區

「福建省連江縣」之南竿鄉、北竿鄉、莒光鄉、東引鄉等 馬祖特別行政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案「多市制」設計方式，類似南韓劃設特別市、廣域市的做法，以及德國

面積較小之「城市邦」的劃設。 
 

                                                 
43 烏來鄉、八里鄉、林口鄉、五股鄉、蘆洲市、泰山鄉、三重市、新莊市、板橋市、樹林市、

汐止市、永和市、中和市、土城市、三峽鎮 
44 清水鎮、梧棲鎮、沙鹿鎮、后里鄉、神岡鄉、外埔鄉、大甲鎮、大安鄉 
45 新港鄉、溪口鄉、民雄鄉、大林鎮、梅山鄉、竹崎鄉、大埔鄉、阿里山鄉 
46 大內鄉、楠西鄉、玉井鄉、南化鄉、下營鄉、麻豆鎮、西港鄉、七股鄉、佳里鎮、將軍鄉、

北門鄉、學甲鎮、鹽水鎮、新化鎮、左鎮鄉、山上鄉、新市鄉、善化鎮、安定鄉、龍崎鄉 
47 六龜鄉、茂林鄉、桃源鄉、甲仙鄉、三民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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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方案乙調整示意圖       圖 5-4  方案丙調整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參、方案丙—7 市 10 縣 2 特別行政區 
表 5-3  現制與方案丙比較

本案維持大台北地區二分

為基隆、台北兩市之區劃；新

竹、台中、台南及高雄分別為

縣市合併，並改稱為市；桃園

縣改稱為市；嘉義縣市合併，

改稱為縣。 

現制 方案丙 
基隆市 

台北縣金山鄉、萬里鄉、瑞芳鎮、平溪

鄉、雙溪鄉、貢寮鄉 

基隆市 

台北市 

台北縣石門鄉、三芝鄉、淡水鎮、新店

市、深坑鄉、石碇鄉、坪林鄉、烏來鄉、

八里鄉、林口鄉、五股鄉、蘆洲市、泰

山鄉、三重市、新莊市、板橋市、樹林

市、汐止市、永和市、中和市、土城市、

三峽鎮等 

台北市 

桃園縣、台北縣鶯歌鎮 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 新竹市 

台中縣、台中市 台中市 

台南縣、台南市 台南市 

高雄市、高雄縣 高雄市 

嘉義縣、嘉義市 嘉義縣 

（不變）苗栗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屏東縣、宜蘭

縣、花蓮縣、台東縣、澎湖縣 

「福建省」金門縣 金門特別行政區 

「福建省連江縣」之南竿鄉、北竿鄉、

莒光鄉、東引鄉等 
馬祖特別行政區 

 
本案除澎湖縣及金門、馬

祖兩特別行政區以外，在台灣

本島部分之各行政區面積較為

均衡，並無面積小、人口多之

「小市」制，與荷蘭於歐陸主

要國土部分之行政區劃相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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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調整方案之比較 

有關上述各調整方案之設計目標、考量、調整內容、調整方式以及優缺點等

項目之比較，詳如表 5-4 所示。 
 

表 5-4  各調整方案之比較 
比較項目 方案甲 方案乙 方案丙 
方案名稱 三大都(市)案 多市案 七市案 
設計目標 形塑「全球城市」 地方都市發展導向 避免「空間極化」 
設計考量 「全球化」考量 「地方化」考量 「經濟生活圈」考量 

調整理念 

透過台北、台中及高雄之

縣市合併，擴大面積與人

口規模，形塑大面積、全

球城市位階之北中南三大

都會區。 

擴大現有各大、中型都市

範 圍 （ 與 周 圍 鄉 鎮 市 合

併），強化地方城市相對於

各地方生活圈之中心性與

節點功能。 

以「經濟生活圈」概念，

考量各生活圈區位條件、

產業結構以及建設發展之

不同調整行政區域範圍，

並避免空間發展極化現象

產生。 

區劃數目 3 都(市)3 市 13 縣 
2 特別行政區 

8 市 15 縣 
2 特別行政區 

7 市 10 縣 
2 特別行政區 

參考國家 日本 南韓、德國 荷蘭 

主要區劃 
調整 

北部區域：台北都（市）—

台北縣、基隆市與台北市

「三合一」。 
中部區域：台中都（市）—

台中市、台中縣合併。 
南部區域：高雄都（市）—

高雄市、高雄縣合併。 

北 部 區 域 ： 基 隆 市 （ 擴

大）、台北市（台北縣併入

台北市）、桃園市（新設擴

大）、新竹市（擴大）。 
中 部 區 域 ： 台 中 市 （ 擴

大）。 
南 部 區 域 ： 嘉 義 市 （ 擴

大）、台南市（擴大）、高

雄市（擴大）。 

北 部 區 域 ： 基 隆 市 （ 擴

大）、台北市（台北縣併入

台北市）、桃園市（桃園

縣）、新竹市（新竹市、新

竹縣合併）。 
中部區域：台中市（台中

市、台中縣合併）。 
南部區域：台南市（台南

市、台南縣合併）、高雄市

（高雄市、高雄縣合併）。

調整方式 行政區域合併 行政區域重新劃分 行政區域合併 

優點 

1.僅涉及「北北基」三合

一、「中中」及「高高」

縣市合併，調整幅度較

小，可行性較高。 
2.三大都市易於形塑「全球

城市」，與國際接軌。 

1.深化西部各主要節點城

市之功能。 
2.解決各主要城市都市地

區人口飽和與發展用地

取得之壓力。 

1.依照地方生活圈範疇劃

設，並將經濟、產業與

生活納入考量。 
2. 地 方 行 政 區 劃 形 勢 完

整，且城鄉發展能互蒙

其利。 

缺點 

將資源集中挹注於「全球

化」導向之都市，有擴大

「三大都」與其他縣市區

域發展差距之虞。 

將都會區周邊精華區域納

入，不但割裂縣市關係，

亦擴大縣市發展差距。 

隱含「區域均衡發展」之

目標導向，反有因資源分

配之分散，造成無法針對

特定區域重點發展之限制

與困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5-4 可知，前述三調整方案之主要目標、考量、理念與運用方式各不相

同，亦有其優缺點。因此，除透過比較分析以外，亦須透過專家學者問卷調查之

方式加以釐清，以做為本研究建議方案設計之參考依據。以下即針對專家學者問

卷設計過程、訪問對象與結果分析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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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專家學者問卷與結果分析 
 

壹、問卷設計之過程 

  一、論文章節與探討面向之過渡 

透過本研究之兩大核心—第三章「各國行政區劃之比較及台日國土政策

之沿革」與第四章「台灣北部區域地理空間及網絡分析」，可將各節探討之

結果與課題歸納為「行政治理面」、「實質規劃面」、「經濟產業及生活環境面」

等，做為探討台灣行政區劃問題之課題面向（如圖 5-5）。 
 
 
 
 
 
 
 
 
 
 
 
 
 
 
 
 
 
 
 
 
 
 
 
 
 
 

政府層級架構 

地方行政區劃 

行政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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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設 

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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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台灣行政區劃調整與

國土政策之沿革 

日本行政區劃與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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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行政區劃之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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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層級體系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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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空間分析 

交通及流動空間分析 

地理空間結構變遷與

行政區劃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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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生活 

在地條件 

經

濟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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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生

活

環

境

面

圖 5-5  論文主體章節與探討面向之過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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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論文探討面向、課題、解決方式與欲達成之目標 

而上述各探討面向—行政治理面、實質規劃面、經濟產業及生活環境面

之課題、解決方式及欲達成之目標，如表 5-5 所示。 
 

表 5-5  論文探討面向、課題、解決方式及目標 
解決方式及 

面向 課題 
欲達成之目標 

＊直轄市自治位階高於縣(市)，
是否合理？ 

簡化政府層級。 
政府層級架構 

地方行政區劃 整併鄉鎮市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地方行政區劃數量是否過多？

行政效率 
＊不對稱的政府層級與過多的地

方行政區劃，是否造成行政效

率低落？ 

透過簡化政府層級及

整併鄉鎮市區，提升行

政效率。 

行

政

治

理

面 ＊財政與社會資源的分配，是否

合理？是否符合公平、效率原

則？ 

公平而有效率的進行

財政與資源分配。 
財政與社會資源

分配 

＊行政區劃能否符合都市發展現

況或趨勢？ 
權衡都市發展現況，調

整行政區劃。 
都市發展 

＊重大交通建設或交通路網的發

達，是否改變了舊有行政區域

劃分之考量因素及範圍？ 

權衡交通建設及路網

之建設，調整行政區

劃。 
交通建設 

公共設施 
＊公共設施能否有效的提供與配

置？ 
以公共設施之有效提

供，為行政區劃調整之

考量。 

實

質

規

劃

面 

＊行政區劃與國土計畫、重要政

策能否配合？ 
配合國土計畫與政

策，調整行政區劃。 
國土計畫與政策 

＊行政區劃對於人口成長、密度

與移動之影響為何？ 
權衡人口分布與移動

情形，調整行政區劃。
人口 

產業 
＊各縣市區域之產業結構與角色

分工為何？ 
權衡產業結構與角色

分工，調整行政區劃。

生活 

＊行政區劃能否滿足或因應生活

機能、維生系統、醫療服務以

及教育水準之空間分布與變

遷？ 

權衡各項生活指標之

空間分布與變遷情

形，調整行政區劃。 

經

濟

產

業

及

生

活

環

境

面 
＊如何利用在地條件形塑經濟生

活圈與新地理空間？ 
權衡在地條件，調整行

政區劃。 
在地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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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問卷設計架構 

依據上述關於台灣行政區劃問題之課題面向，設計為專家學者問卷題目

之架構，如圖 5-6 所示。此問卷48由工作/居住地所在行政區之生活滿意度出

發，探討各面向所存在之主要課題，以及與「地方行政區域劃分」和「地方

政府層級架構」之關聯性，進而找出行政區劃與政府層級之現況問題、解決

（調整）方式以及各種方式所能達成之目標與考量因素。此外，問卷第二部

分為本章第一節所提出之調整方案，藉由問卷加以檢視其理想度、可行性，

並獲取專家學者相關意見與建議。（問卷內容參見「附錄」） 
 
 
 
 
 
 
 
 
 
 
 
 
 
 
 
 
 
 
 
 
 
 
 
 
 
 

圖 5-6  問卷設計之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8 問卷內容請參閱「附錄  台灣行政區劃議題之專家學者問卷」（頁：附 1）。 

其他建議 

重新劃分 區域合併 區域合作 

解決方式 

工作/居住地所在行

政區之生活滿意度 

存在之問題與面向 

與行政區劃及政府

層級架構之關聯性 

現行行政區劃及政

府層級產生之問題 

達成目標

之效果 

考量因素 考量因素 考量因素 

達成目標

之效果 

達成目標

之效果 

乙案 甲案 丙案 

可行性 理想度

理由 

調整方案之選擇 

 

 

 

 

 

（本研究第三章、第四章 

對應 之課題面向） 

理由 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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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卷訪問對象與結果分析 

一、訪問對象 

本研究針對行政區劃議題所設計之問卷，因定位為「專家學者」問卷，

故經權衡專家學者問卷之特性與問卷分析方式後，選擇不同背景及領域之相

關專家學者計 12 名，透過面訪、郵寄及遞交方式進行問卷填答。專家學者

問卷訪談對象如表 5-6 所示。 
 

表 5-6  專家學者問卷訪問名單與簡歷（按姓名筆劃順序排列） 
姓名 現職/相關資歷 學歷 問卷回收日

尤清 立法委員 
（前）台北縣長 

德國海德堡大學

法學博士 94.4.27

吳家昌 
德霖技術學院財務金融系副教授 

（前）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都市及住宅發

展處副處長 

國立政治大學 
地政研究所博士 94.4.29

吳容明 考試院副院長 
（前）台灣省常務副省長及政務副省長 

國立政治大學 
地政研究所博士 94.5.2

周志龍 國立台北大學都市計劃研究所教授 
英國利物浦大學

城鄉規劃與都市

設計博士 
94.5.10

紀俊臣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前）內政部民政司司長 

國立政治大學 
政治研究所博士 94.5.6

柯鄉黨 （前）內政部營建署署長 
美國康乃爾大學

建築及計畫學院

碩士 
94.5.13

張元旭 內政部地政司司長 國立政治大學 
地政研究所碩士 94.5.25

陳明燦 國立台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德國波昂大學 
農學博士 94.5.10

彭光輝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建築與都市設計研究所

教授 

英國曼徹斯特大

學建築、規劃與

景觀學院博士 
94.5.25

黃健二 中國文化大學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兼任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學 
建築及都市計畫

專修工學博士 
94.5.9

鄭興弟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兼任教授 

美國南伊利諾大

學政治學博士 94.5.5

顏愛靜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 
地政研究所博士 94.5.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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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進行之專家學者問卷，由於有效份數 12 份，在統計上屬於「小

樣本」，故運用 SPSS 統計軟體進行「無母數檢定」及「敘述統計」兩種量

化分析方法。詳如下所述： 
  (一) 無母數檢定：單一樣本 K-S 檢定 
          針對問卷中採「李克特量表（Likert-type scale）」所設計之題型，

以無母數檢定法之「單一樣本 K-S（Kolmogorov-Smirnov）」檢定。由

於假設受訪專家學者填答各選項（子題）五個量度之機率相等，故虛無

假設即假設其為「均勻分配」；若顯著水準在＜0.05 的情況下，即「拒

絕」虛無假設，亦即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該分配為均勻分配。因此，在

樣本分配不為均勻分配的情況下，可視其正、負最大差異絕對值之大

小，觀察其答題趨勢之偏向。 
 

  (二) 敘述統計：平均數及百分比分析 
          針對問卷中「單選題」及「複選題」兩種題型，設定有勾選者為 1、

無勾選者為 0，以簡單敘述統計方法求得各選項之平均數。因此，平均

數值愈接近 1，即代表該選項（子題）被勾選之比例愈高。此外，在方

案選擇部分以百分比統計圖呈現，以觀察受訪者選擇各方案之比例。 
 

  三、問卷結果歸納 

經由專家學者問卷之調查，運用上述方法進行分析後，其結果主要可歸

納如下： 
    (一) 受訪者對於「工作地」及「居住地」之滿意度 
            在「工作地」所在行政區（區/鄉/鎮/市）之滿意度部分，主要之「不

滿意」指標包括都市發展情形、交通建設、公共設施配置以及環境景觀，

「滿意」指標有教育水準及醫療服務；「居住地」所在行政區之滿意度

部分，主要之「不滿意」指標有公共設施配置、治安狀況及環境景觀，

「滿意」指標有產業發展情形、教育水準、醫療服務以及生活機能。 
 
 

表 5-7  「受訪者對於『工作地』之滿意度」分析結果（部分） 
最大差異值 漸近顯著性 結果 

項目 圖形 
＋ －  (雙尾) 評斷 

0

5

10

1 2 3 4 5

傾向 
都市發展情形 0.583 0.250 0.001

不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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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10

1 2 3 4 5

傾向 
交通建設 0.583 0.333 0.001

不滿意 

 

0

5

10

1 2 3 4 5

傾向 
公共設施配置 0.500 0.167 0.005

不滿意 

 

0

5

10

1 2 3 4 5

傾向 
教育水準 0.083 0.583 0.001

滿意 

 

0

5

10

1 2 3 4 5

傾向 
醫療服務 0.083 0.500 0.005

滿意 

 

0

5

10

1 2 3 4 5

傾向 
環境景觀 0.667 0.167 0.000

不滿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5-8  「受訪者對於『居住地』之滿意度」分析結果（部分） 
最大差異值 漸近顯著性 結果 

項目 圖形 
＋ －  (雙尾) 評斷 

0

5

10

1 2 3 4 5

傾向 
公共設施配置 0.500 0.250 0.005

不滿意 

 

0

5

10

1 2 3 4 5

傾向 
產業發展情形 0.083 0.417 0.031

滿意 

 

0

5

10

1 2 3 4 5

傾向 
教育水準 0.083 0.583 0.001

滿意 

 

0

5

10

1 2 3 4 5

傾向 
醫療服務 0.083 0.667 0.000

滿意 

 

0

5

10

1 2 3 4 5

傾向 
治安狀況 0.583 0.083 0.001

不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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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10

1 2 3 4 5

傾向 
生活機能 0.167 0.500 0.005

滿意 

 

0

4

8

1 2 3 4 5

傾向 
環境景觀 0.417 0.167 0.031

不滿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影響受訪者滿意度之面向與課題 

            「行政治理面」最值得探討的主要課題為「財政收支劃分之『公平』

與『效率』問題」，其次為「地方政府行政資源與行政效率問題」；「實

質規劃面」最值得探討的主要課題有「公共設施之配置，能否落實公平

性與效率性原則」及「交通建設與路網之建立，是否能滿足生活圈通勤

之需求」；「經濟產業面」最值得探討的主要課題為「區域經濟是否具有

競爭力」，其次為「能否提供工作機會、滿足就業需求」；「生活環境面」

最值得探討的主要課題為「環境景觀是否寧適」，其次為「能否有效利

用與形塑在地條件（自然環境、歷史文化與發展潛力）」及「生活機能

之提供是否充足」。 
 

表 5-9  「影響受訪者滿意度之面向與課題」分析結果 
「行政治理」課題面向 「實質規劃」課題面向 平均數 平均數

地方政府層級與自治地位之「不對

稱」情形 
規劃及發展，是否應以個別縣市為

單位各自進行考量 0.42 0.58

財政收支劃分之「公平」與「效率」

問題 
交通建設與路網之建立，是否能滿

足生活圈通勤之需求 0.75 0.75

地方政府行政資源與行政效率問

題 
公共設施之配置，能否落實公平性

與效率性原則 0.50 0.83

全球化/地方化發展思維應如何取

捨 
教育及醫療等社會資源分配之「公

平」與「效率」問題 0.42 0.25

「經濟產業」課題面向 「生活環境」課題面向 平均數 平均數
能否因應人口成長、遷移與人口密

度之變化 能否因應產業發展與變遷 0.50 0.25

能否提供工作機會、滿足就業需求 生活機能之提供是否充足 0.58 0.67
區域經濟是否具有競爭力 環境景觀是否寧適 0.83 0.92
能否兼顧產業投入與配置之效率

性，達成規模經濟 
能否有效利用與形塑在地條件（自

然環境、歷史文化與發展潛力） 0.33 0.7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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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課題面向與地方行政區劃、政府層級架構之關聯性 
            經由檢定結果可知，「地方行政區域劃分」與「地方政府層級架構」，

皆與「行政治理面」關聯性最高；餘雖皆未通過顯著性檢定，但圖形顯

示大致傾向相關，僅「地方政府層級架構」與「行政治理面」之關聯性

無明顯傾向。 
 

表 5-10  「課題面向與地方行政區劃之關聯性」分析結果（部分） 
最大差異值 漸近顯著性 結果 

項目 圖形 
＋ －  (雙尾) 評斷 

0

5

10

1 2 3 4 5

傾向 「地方行政區域劃分」與

「行政治理面」之關聯性 0.333 0.417 0.031
相關 

 

0

4

8

1 2 3 4 5

傾向 「地方政府層級架構」與

「行政治理面」之關聯性 0.167 0.417 0.031
相關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 地方行政區劃與政府層級之現況問題 

            最主要的問題有： 
1.財政分配違反公平與效率原則 

         2.「鄉、鎮、市、區」級地方行政區數量過多 
         3.公共設施無法配合行政區劃而有效配置 
         4.交通路網之發展改變行政區域範圍之考量 
         5.行政區劃無法因應人口成長與變遷之需求 
 

表 5-11  「地方行政區劃與政府層級之現況問題」分析結果 
地方行政區劃與政府層級之現況問題 平均數 

地方政府層級架構不對稱（「直轄市」位階高於「縣/市」） 0.33 
「鄉、鎮、市、區」級地方行政區數量過多 0.67 
財政分配違反公平與效率原則 0.92 
社會資源分配違反公平與效率原則 0.50 
都市發展溢出行政區域範圍 0.50 
交通路網之發展改變行政區域範圍之考量 0.58 
公共設施無法配合行政區劃而有效配置 0.67 
行政區劃與重要經建計畫無法相互配合 0.50 
行政區劃無法因應人口成長與移動之情形 0.58 
行政區劃無法滿足產業發展與變遷之需求 0.25 
行政區劃未能有效提供地方生活機能 0.33 
行政區劃未考量或已無法配合在地條件（自然環境、歷史文化與發展潛力） 0.4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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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行政區劃調整之方式 
            在行政區劃調整之三種方式（行政區域重新劃分、行政區域合併以

及行政區域合作）中，以「行政區域合作」—即「建立跨行政區（如都

會區）之『區域合作』機制」為主要選擇，其次為「行政區域合併」。 
 

表 5-12  「行政區劃調整之方式」分析結果 
行政區劃調整之方式 平均數 

行政區域重新劃分 0.33 
行政區域合併 0.58 
建立跨行政區（如都會區）之「區域合作」機制 0.7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六) 各種行政區劃調整方式所能達成之目標 

選擇「行政區域重新劃分」者認為透過此種調整方式，較能達成「財

政分配之公平效率」及「社會資源分配之公平效率」之目標。 
選擇「行政區域合併」者認為透過此種調整方式，較能達成「財政

分配之公平效率」之目標。 
選擇「行政區域合作」者認為透過此種調整方式，較能達成「利於

城鄉規劃與發展」及「公共設施有效配置」之目標。 
 

表 5-13  「各種行政區劃調整方式所能達成之目標」分析結果（部分） 
最大差異值 漸近顯著性 結果 

項目 圖形 
＋ －  (雙尾) 評斷 

0

2

4

1 2 3 4 5

「行政區域重新劃分」

達成「財政分配之公平

效率」之效果 

傾向 
0.750 0.250 0.022

顯著 

 

0

2

4

1 2 3 4 5

「行政區域重新劃分」

達成「社會資源分配之

公平效率」之效果 

傾向 
0.250 0.750 0.022

顯著 

 

0

2

4

1 2 3 4 5

「行政區域合併」達成

「 財 政 分 配 之 公 平 效

率」之效果 

傾向 
0.143 0.524 0.043

顯著 

 

0

2

4

1 2 3 4 5

「行政區域合作」達成

「 利 於 城 鄉 規 劃 與 發

展」之效果 

傾向 
0.125 0.500 0.037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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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6

1 2 3 4 5

「行政區域合作」達成

「公共設施有效配置」

之效果 

傾向 
0.750 0.250 0.000

顯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七) 各種行政區劃調整方式之考量因素 

選擇「行政區域重新劃分」者認為此種調整方式之主要考量因素

中，以「行政管理需求」、「地方財政問題」、「地方意識：地方民眾之情

感與認同」、「自然環境（地形、氣候、水文等）」、「區域均衡發展」以

及「全球化/地方化發展導向」等較為重要。 
選擇「行政區域合併」者認為此種調整方式之主要考量因素中，以

「行政管理需求」、「地方財政問題」、「產業分布情形」、「地方意識：地

方民眾之情感與認同」以及「區域均衡發展」等較為重要。 
            選擇「行政區域合作」者認為此種調整方式之主要考量因素中，以

「行政管理需求」、「地方財政問題」、「產業分布情形」以及「區域均衡

發展」等較為重要。 
 

表 5-14  「各種行政區劃調整方式之考量因素」分析結果（部分） 
最大差異值 漸近顯著性 結果 

項目 圖形 
＋ －  (雙尾) 評斷 

0

2

4

1 2 3 4 5

「行政管理需求」考量

因素對「行政區域重新

劃分」之重要性 

傾向 
0.750 0.250 0.022

重要 

 

0

2

4

1 2 3 4 5

「地方財政問題」考量

因素對「行政區域重新

劃分」之重要性 

傾向 
0.250 0.750 0.022

重要 

 

0

2

4

1 2 3 4 5

「地方意識：地方民眾

之情感與認同」考量因

素對「行政區域重新劃

分」之重要性 

傾向 
0.250 0.750 0.022

重要 

 

0

2

4

1 2 3 4 5

「自然環境（地形、氣

候、水文等）」考量因素

對「行政區域重新劃分」

之重要性 

傾向 
0.750 0.250 0.022

重要 

 



第五章  台灣行政區劃調整方案之擬議與展望 
 

5-16 

0

2

4

1 2 3 4 5

「區域均衡發展」考量

因素對「行政區域重新

劃分」之重要性 

傾向 
0.250 0.750 0.022

重要 

 

0

2

4

1 2 3 4 5

「全球化/地方化發展導

向」考量因素對「行政

區域重新劃分」之重要

性 

傾向 
0.750 0.250 0.022

重要 

 

0

3

6

1 2 3 4 5

「行政管理需求」考量

因素對「行政區域合併」

之重要性 

傾向 
0.857 0.143 0.000

重要 

 

0

3

6

1 2 3 4 5

「地方財政問題」考量

因素對「行政區域合併」

之重要性 

傾向 
0.571 0.429 0.021

重要 

 

0

3

6

1 2 3 4 5

「產業分布情形」考量

因素對「行政區域合併」

之重要性 

傾向 
0.429 0.571 0.021

重要 

 

0

3

6

1 2 3 4 5

「地方意識：地方民眾

之情感與認同」考量因

素對「行政區域合併」

之重要性 

傾向 
0.143 0.857 0.000

重要 

 

0

3

6

1 2 3 4 5

「區域均衡發展」考量

因素對「行政區域合併」

之重要性 

傾向 
0.714 0.286 0.002

重要 

 

0

3

6

1 2 3 4 5

「行政管理需求」考量

因素對「行政區域合作」

之重要性 

傾向 
0.111 0.556 0.008

重要 

 

0

4

8

1 2 3 4 5

「地方財政問題」考量

因素對「行政區域合作」

之重要性 

傾向 
0.778 0.222 0.000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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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8

1 2 3 4 5

「產業分布情形」考量

因素對「行政區域合作」

之重要性 

傾向 
0.222 0.556 0.008

重要 

 

0

4

8

1 2 3 4 5

「區域均衡發展」考量

因素對「行政區域合作」

之重要性 

傾向 
0.778 0.222 0.000

重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八) 台灣行政區劃調整設計方案之選擇 

            多數專家學者認為「甲案」為最理想之方案，至於可行性方面，則

以選擇「皆不可行」者較多。 
 
 
 
 
 

圖 5-7  「台灣行政區劃調整設計方案之選擇」分析結果 

9%

9%
27% 55%

甲案 乙案 丙案 皆不理想

27%

9% 18%
46%

甲案 乙案 丙案 皆不可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專家學者之其他建議 

至於專家學者選擇各調整方案之原因，以及提出之其他重要建議，如表

5-15 所示： 
 

表 5-15  專家學者問卷之其他意見彙整（按姓名筆劃順序排列） 
「理想方案」與 「可行方案」與

姓名 其他建議 
選擇理由 選擇理由 

關於台灣行政區劃之調整，下列工作或考量應優先進行： 

1.「多市」＋「行政區域合作」之模式； 

尤清 2.財政收支合理分配； 

3.警政、教育及交通經費由中央支應； 

4.河川流域整合在同一規劃及執行機構（例如由水利署下設置「高屏溪流域管理局」）。 

乙案：只針對都市區

域問題，在空間上予

以擴大，原則上可避

開行政區域大幅度

變更之阻力。 

甲案：區域範圍較

大，問題解決之空間

較具彈性、包容性及

整體性。 

吳家昌  

吳容明 丙案：規模適度。 丙案：阻力較少。  

甲案：選擇性的範圍

較有問題迫切性。 

皆很困難：政黨政治

競爭不合作。 

1.跨行政區合作治理機制的創制。 
周志龍 

2.行政法人化是個重要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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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俊臣 甲案：資源可合理分

配。 

甲案：符合一般民眾

之期待。 

1.把握時間，限期完成。 

2.內政部應即成立規劃作業單位。 

柯鄉黨 甲案：都會區之整合

最具共同利益。 

皆不可行：三都會區

之 行 政 劃 分 不 合

理，多市、七市方案

無法解決問題。 

1.政治現實面的考量影響行政區劃的可行性

很大，惟極不易處理，宜從有共識之部分

先處理（調整、合併），視大勢之所趨再

予整合較可行。 

2.採都會區之規劃，保留現行體制，但都會

區政府權力僅限於都會性公共事務之協

調、整合及都會性公共建設經費之補助與

審核工作，較易成功。 

張元旭 甲案：符合區域均衡

配置。 

甲案：調整幅度較

小，且符合傳統思考

及民眾主張。 

1.以合併達成區域規模之擴大，可發揮規模

經濟效果，減低區域過份瑣碎之缺失。 

2.除了三大都會之外，其他縣市仍宜作適度

之合併，以發揮整合資源、減少行政浪費

之效果。 

陳明燦 丙案：較符合現有狀

態。 

皆不可行：政治因素

干涉。 
 

彭光輝 

皆不理想：地方政治

阻力大，如能建立合

作機制較為務實、理

想、可行。 

皆不可行：地方政治

阻力大，建立合作機

制較為務實、理想、

可行。 

1.行政區劃調整無法解決地方政治與都市發

展問題。 

2.建立合作機制，培養互信共事比較務實。

黃健二 
甲案：都會區內容易

做到現有之縣（地

域）之互補與分擔。 

皆不可行：現實政治

力量之介入，減少首

長和民代數量，既得

利益之減少，就不能

被政治人物接受。 

 

鄭興弟 

1.關於調整方案的部分，應將甲、乙兩案合併，朝向全球化、加強都市競爭力與「區域生

活圈」概念之考量。 

2.調整方案應加強對東部、外島地區之敘述。 

3.在全球化考量下，擴大北、中、南「全球都市」之領域（如「北台」應照顧到新竹、苗

栗；「中台」應將彰化、南投及雲林納入考量）。 

顏愛靜 

丙案：顧及人口、產

業分布，一體考量

「住—學」、「住—

業」通勤範圍，顧及

區域均衡發展，且調

整範圍較為居中。 

甲案：調整範圍相對

較小，故較為可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5-15 及圖 5-7 可知，在方案「可行性」選擇方面，雖選擇「皆不

可行」之專家學者佔多數，但續探其原因及其他建議，則可發現多數專家學

者認為「區域合作」可做為較佳之解套方式，此與問卷第一部分「行政區劃

調整方式」中「區域合作」選項填答平均數最高之結果相符。因此，本研究

關於台灣行政區劃調整建議方案之設計，除以甲案為主要依據，並將乙案及

丙案之優點加以結合外，「區域合作」機制之建立更形重要。以下即根據上

述之問卷分析結果，歸納台灣行政區劃相關問題，並依序針對行政區劃調整

方式、方向與目標進行探討，進而提出台灣行政區劃調整之建議方案與「區

域合作」機制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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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行政區劃之問題與調整方向 
 

經由本研究前述探討以及專家學者問卷之結果，可歸納出台灣現行行政區劃

之問題、調整方式以及調整之參考。以下即依序說明之。 
 

壹、台灣行政區劃之相關問題 

經由本研究各章之分析結果，以及專家學者問卷之驗證後，台灣現行行政區

劃之問題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行政區劃與「財政分配問題」 

在本研究專家學者問卷分析結果中，財政分配之「公平」與「效率」，

為最廣為認同之現況問題。中央與地方稅收如何界定？中央統籌款如何分

配？能否滿足地方財政之基本需求？皆與行政區域劃分及政府層級架構密

切相關。雖然地方財政困境並非全然為行政區劃所影響49，但透過地方行政

區劃之整併，重新整合地方財政、調整分配比例，使得地方政府財源皆能滿

足需求、有效運用，對於城鄉發展、地方建設以及民眾生活皆有正面助益。 
 

  二、「鄉（鎮、市、區）」級地方行政區劃數量過多 

就台灣本島而言，扣除離島以及面積廣大的原住民鄉等 32 個行政區

後，一共有 320 個鄉鎮市區，平均一個鄉鎮市區的面積為 62.6366 平方公里，

遠低於日本市區町村之平均面積（146.7983 平方公里）。而在國發會達成取

消鄉鎮市自治地位之共識後，應為減少地方行政區數量，提高行政效率之良

好時機。 
 

  三、行政區劃與「跨行政區交通建設、路網分布與通勤圈之改變」 

在以往交通不便、運具選擇較少的情況下，大大小小的聚落因人類聚居

而逐漸形成，亦成為行政區域劃分之主要考量。而在重大交通建設及路網建

構、形成後，大幅提高聚落與聚落間的易達性、關聯性，不但擴大了通勤圈

範圍，亦改變行政區劃之考量。如台北縣、市雖以淡水河、新店溪為界，但

透過一般鐵公路、快速道路以及捷運路網之緊密連結，舊有「以河為界」之

行政區劃考量，重要性便降低不少。 
 

 
49 紀俊臣（2004：252）認為地方財政困境，已是司空見慣、眾人皆知的事實，但其原因經調查

並非區劃肇致，而是財政收支不平衡，入不敷出，以及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劃和分配不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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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行政區劃與「人口成長與移動之變遷」及「公共設施配置問題」 

由於城鄉快速發展之結果，造成公共設施之需求大增，以提供其人口所

需之基本設施，進而造成地方政府財政壓力，以及公共設施配置效率性問題

之產生。以往過於細分之地方行政區劃，造成許多面積狹小卻人口眾多的行

政區，高度的土地開發及人口集中情形，不但使生活品質降低，更不利於區

域整體性規劃與發展之考量。因此，透過行政區劃之調整，權衡人口成長與

移動之變遷，並使公共設施能有效配置，以達成城鄉合理發展、生活品質提

升之目標。 
 

  五、其他問題 

本研究認為台灣現行行政區劃之相關問題，除上述五個主要問題以外，

尚有以下幾點值得探討： 
    (一) 不對稱的政府層級架構 
            根據 93 年 12 月底之統計資料，台北市人口數為 2,622,472 人，佔

台灣地區總人口 11.63%；面積為 271.7997 平方公里，佔台灣地區總面

積 0.75%。高雄市人口數為 1,512,677 人，佔台灣地區總人口 6.67%；

面積為 153.5927 平方公里，佔台灣地區總面積 0.43%。無論就人口數或

面積而言，台北市、高雄市之層級與人口佔 81.45%、面積佔 98.32%之

「台灣省」相同，有違行政區劃之「比例均衡」原則，亦造成統籌分配

款與國家資源分配之公平性問題。 
 
    (二) 行政區名稱與現況不符 

在地方行政區名稱方面，由於時代變遷與發展情況之不同，「鄉」、

「鎮」、「市」的行政單位名稱多與現況人口及發展情形不符。如 93 年

12 月底，桃園縣龜山鄉人口數 122,705 人、蘆竹鄉 118,581 人、高雄縣

大寮鄉 110,745 人，而嘉義縣朴子市則僅有 44,057 人、台東縣關山鎮亦

僅 10,421 人。如此行政單位之命名已與劃設之初產生落差，亦極易造

成誤解與混淆。 
 
    (三) 行政區劃不恰當或不合時宜 

有些行政區劃，早在劃設或改制之初就有可議之處。如台北市、台

中市及嘉義市，破壞行政區域之完整性；新竹市、嘉義市為升格而升格，

由同一生活圈之新竹縣、嘉義縣抽離，割裂縣市關係。此外，行政區劃

有「名稱上」或「體制上」的不合時宜，如「福建省金門縣」、「福建省

連江縣」等；有因時代變遷與城鄉發展造成之不合時宜，如大台北、大

台中及大高雄縣市行政區擴大或調整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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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灣行政區劃之調整方式 

一、行政區域重新劃分 

所謂「行政區域重新劃分」，顧名思義即為行政區域範圍之重新界定，

打破現行行政區域範圍、或以現行行政區域範圍為基礎作增減，而進行行政

區劃調整之方法。此種行政區劃調整方式不受舊有行政區劃所囿，調整後解

決問題之能力最高，但執行上牽涉層面太廣、前後變化過大，所引起之反彈

亦最多，故執行之困難度相當高。 
 

台灣之行政區劃，三百年來歷經多次重新調整50；民國 39 年實施地方

自治以後，台北市、高雄市、新竹市以及台南市之行政區劃皆有改變，但高

雄市、新竹市僅因周邊鄉鎮之併入而擴大，台南市亦僅為市轄兩區之合併，

故嚴格來說，僅有台北市於民國 79 年將 16 區改劃為 12 區之調整，堪稱行

政區域之完全「重新劃分」案例。 
 

  二、廣域行政之運作模式 

所謂的「廣域行政」，廣義指「為因應跨越既存的行政區域間，所產生

的行政需求，而涉及的相關制度運作」；狹義指「兩個以上的地方公共團體，

其事務的共同處理；或地方自治團體的合併」（游慶忠，2000：13）。因此，

無論是兩個或兩個以上之行政區進行「合併」，抑或不涉及行政區劃調整、

僅建立區域「合作」機制，皆屬「廣域行政」之運作方式。「廣域行政」一

詞主要取自日本，與英國（甚至歐洲多數國家）採取之「區域治理」模式，

以及美國採取之「都會區治理」模式，皆為跨行政區運作機制之範例。 
 

而以「區域合併」及「區域合作」兩者相比，前者改制幅度較大，不僅

需要行政區劃相關法令的配合，還需要進行財政資源的重新分配，以及地方

權力結構的重組，在實踐上較為困難；而後者僅為地方權力結構、財政資源

配置之微幅調整，相對比較容易實現51。 
 

此外，在本研究進行之專家學者問卷結果中，有超過七成之受訪者認為

「建立跨行政區（如都會區）之『區域合作』機制」，最能解決或改善台灣

行政區劃之現況問題，認為「行政區域合併」者亦接近六成，可見「廣域行

政」實為較適於台灣採取之行政區劃調整方式。 
 

 
50 參見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台灣行政區劃調整與國土政策之沿革」。 
51 參閱陳朝建，「廣域行政的法制變革模式-以區域合作的法制類型為中心」，國立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政策論壇電子報，2004.02.20 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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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台灣行政區劃調整之方向與目標 

  一、地方政府層級架構之配合調整 

由於國家領土觀念之改變，加以地方政府權能劃分與治理考量，「台灣

省」之自治地位已隨省府組織精簡而幾近消失。在此情形下，加以「人口/
面積」比例原則之考量，台北、高雄兩「直轄市」層級高於其他縣市之情形，

便有值得檢討的空間。申言之，即「台灣省」虛級化後，原下轄之 5 市 16
縣等於轉由中央直轄，北、高兩「直轄市」地位便無繼續存在之必要。反之，

若維持現行「不對稱」之地方政府層級，除了無法解決長期以來中央統籌分

配款之爭議，亦無法兼顧財政及社會資源配置之「公平」與「效率」考量。

而外島金門、連江兩縣，隸屬「福建省」之政府層級地位亦已無時代意義，

改而賦予直屬中央之「特別行政區」地位應為較適合之做法。 
 

  二、整併「鄉（鎮、市、區）」級行政區劃 

台灣地區目前共有 368 個鄉（鎮、市、區）級行政區域。在取消鄉（鎮、

市）自治地位之政策趨勢下，過多、過細碎區劃之地方行政區域已無實質意

義，且有因政府機關設置、人員編制不當而造成行政效率低落、資源浪費等

問題之虞。因此，若以合併方式減少鄉（鎮、市、區）級行政區域之數量，

除了牽涉層面較小、可行性較高以外，對於提高行政效率、節省地方政府資

源，以至健全地方發展與縮短城鄉差距等「規劃面」考量亦能兼顧。 
 

  三、跨域公共事務與行政治理運作機制之建立 

由於行政區域重新劃分牽涉層面廣，可能面臨之困難與爭議亦多，執行

之困難度自然頗高。因此，運用跨行政區之「廣域行政」模式處理地方公共

事務、規劃建設及行政治理等層面之實際運作，不但可行性較行政區劃重新

調整高，亦能有效達成行政區劃檢討與調整之主要目標。此與本研究所進行

專家學者問卷中，「建立跨行政區（如都會區）之『區域合作』機制」勾選

比例最高之結果一致。 
 

  四、「經濟」與「生活」之空間整合 

由本研究第四章之分析結果可知，台灣地區（以北部區域為例）地理空

間分布與發展確有明顯之變遷情形，亦反映出行政區劃方面值得檢討與調整

之必要性。因此，若以包含經濟、產業發展、生活環境與傳統「地方生活圈」

所能供應生活機能與服務種類為整體考量，透過行政區劃調整與「廣域行政」

模式之配合運用，將「經濟空間」與「生活空間」做整體而有效的整合，可

謂本研究主張台灣行政區劃調整之最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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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透過本研究前述章節之制度比較與實證分析後，已分別歸納

台灣行政區劃現況問題、調整參考與調整目標；而透過專家學者問卷之檢視

與驗證，除能釐清與確認本研究所歸納之結論以外，更提供各種不同層面之

觀點與建議，以做為本研究進行台灣行政區劃調整方案設計之重要參考。 
 

肆、台灣行政區劃調整建議方案之設計 

一、鄉（鎮、市、區）級行政區域之合併 

關於鄉（鎮、市、區）級行政區數量過多之問題，已多次提及；而鄉（鎮、

市、區）級行政區域如何整併，本研究認為應考量之合併因素有： 
    (一) 人口/面積原則 

在行政治理便利性與能力之考量下，人口數多而密集之鄉（鎮、市、

區）可為小面積之區劃；而面積廣大之非都市區域及原住民鄉，由於人

口較少，故應為大面積之區劃。 
 

    (二) 自然環境因素 
河川、山脈、平原等自然地理環境，為行政區域劃分之基礎考量。

屬於同個地形（地理）區的兩個（甚至數個）鄉（鎮、市、區），無河

川、山脈等天然屏障之阻隔，便往往具有合併之基本條件。 
 

(三) 聚落與交通路線52

在城鄉人口移動與長期發展之情況下，「都市化」的結果使得許多

互為相鄰之鄉（鎮、市、區），其聚落或交通路線已連成一體，抑或因

交通路線之連結而提高相鄰鄉（鎮、市、區）依存關係。上述情形皆構

成合併之條件。 
 

    (四) 生活型態與人文環境 
產業結構、經濟與文化環境相同或相近之鄉（鎮、市、區），因生

活型態及人文環境之條件相似，提供了區劃合併之基礎。 
 

綜上所述，以圖 5-8 為例，各鄉（鎮、市、區）合併之理由如下：台中

縣東勢鎮、石岡鄉及新社鄉之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包括「皆為客家族群聚

居地」之特色）相似；大甲鎮、大安鄉及外埔鄉以大甲溪與台中縣其他區域

相隔，且皆為平原地形；嘉義縣東石鄉、布袋鎮皆為臨海鄉鎮，居民以從事

漁、鹽業為主；彰化縣社頭鄉、田中鎮及二水鄉，為東倚八卦山山脈之平原

 
52 此項指標除以街道圖、衛星空照圖等相關資料觀察以外，亦參考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統

計地區標準分類」之「都市化地區分類」資料。（以下「台灣行政區劃調整之建議方案」部分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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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且有鐵、公路等交通路線之串聯。又圖 5-9 中，三重與蘆洲、中和與

永和，以及中壢與平鎮，彼此間聚落、交通路網已連成一體，故構成合併之

要件。 
 
 
 
 
 
 
 
 
 
 
 
 
 
 
 
 
 
 
 
 
 
 
 
 
 
 
 
 
 
 

53圖 5-8  鄉(鎮、市、區)合併案例一
54；本研究繪製 資料來源：地圖王

 
53 [圖片說明] 左上：東勢鎮、新社鄉、石岡鄉；右上：大甲鎮、大安鄉、外埔鄉；左下：布袋

鎮、東石鄉；右下：田中鎮、社頭鄉、二水鄉。 
54 底圖取自：馬路灣[地圖王出版公司製作部]（2003），「台灣走透透—地圖王」，台北：戶外生

活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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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圖 5-9  鄉(鎮、市、區)合併案例二

資料來源：同圖 5-8 
 

二、台灣行政區劃調整之建議方案 

基於上述針對各調整方案之比較，以及鄉（鎮、市、區）級行政區域之

合併原則，本研究提出台灣行政區劃調整之建議方案，如表 5-16、5-17 以

及圖 5-10 所示： 
 

表 5-16  台灣行政區劃調整後縣（市、特區）面積與人口資料 
所轄鄉（鎮、市、區）數 

現制
【註】

新制 
人口密度 

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鄉 鎮 市 區 鄉 鎮 市 區

(人/ Km2) 

台北市 15  4 10 19 25 2,436.00 6,639,440  2,726
宜蘭縣 8 3 1  1 2 2 2,143.63 462,286  216 
桃園市 7 2 4  8 1,242.08 1,936,497 1,559
新竹市 9 3 1 3 6 1,531.69 854,196 558
苗栗縣 11 6 1  5 1 2 1,820.31 560,643 308
                                                 
55 [圖片說明] 左上：三重市、蘆洲市；右上：中和市、永和市；下：中壢市、平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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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13 5 3 8 16 2,214.90 2,548,332 1,151
彰化縣 18 7 1  1 5 3 1,036.38 1,290,794 1,245
南投縣 8 4 1  5 3 1 4,001.16 564,381 141
雲林縣 14 5 1  1 5 2 1,290.84 736,772 571
嘉義縣 14 2 2 2 5 4 1 1,961.70 828,244 422
台南市 22 7 2 6 16 2,191.65 1,860,591 849
高雄市 23 3 1 11 20 2,946.27 2,751,602 934
屏東縣 29 3 1  5 5 2 2,775.60 900,199 324
台東縣 13 2 1  6 1 3,515.25 240,373 68
花蓮縣 10 2 1  6 1 4,628.57 349,149 75
澎湖縣 5 1  5 1 126.86 91,808 724

金門特區 6   6 153.06 64,456 421
馬祖特區 4   4 28.80 9,359 325

總計 229 58 32 49 50 25 16 91 36,188.04 22,689,122 62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現制」鄉（鎮、市、區）以「新制」所轄鄉（鎮、市、區）為範圍 

 
表 5-17  台灣行政區劃調整後鄉（鎮、市、區）面積與人口資料 

調整後 
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人口密度

(人/ Km2)
信義區 松山區、信義區 20.50 438,468 21,393
大安區 大安區 11.36 312,554 27,510
中山區 中山區、大同區 19.36 345,380 17,837
中華區 中正區、萬華區 16.46 355,931 21,625
文山區 文山區、深坑鄉 52.09 279,213 5,360
內湖區 南港區、內湖區 53.42 374,183 7,004
士林區 士林區 62.37 288,921 4,633
北投區 北投區 56.82 248,989 4,382
基隆區 基隆市 132.76 392,337 2,955
板橋區 板橋市 23.14 541,512 23,404
土城區 土城市、樹林市 62.69 396,132 6,319
三重區 三重市、蘆洲市 23.75 565,700 23,817
雙和區 永和市、中和市 25.86 641,510 24,809
新莊區 新莊市、五股鄉、泰山鄉 73.76 529,035 7,172
新店區 新店市 120.23 285,186 2,372
汐止區 汐止市 71.24 173,890 2,441
三峽區 三峽鎮 191.45 86,958 454
淡水區 淡水鎮、三芝鄉、石門鄉 187.91 160,785 856
瑞芳區 瑞芳鎮、平溪鄉 142.07 50,984 359
林口區 林口鄉、八里鄉 93.65 87,876 938
石碇區 石碇鄉 144.35 7,692 53
坪林區 坪林鄉 170.84 6,303 37
貢寮區 雙溪鄉、貢寮鄉 246.22 24,074 98
金山區 金山鄉、萬里鄉 112.59 40,948 364
烏來區 烏來鄉 321.13 4,879 15

台

北

市 

小計 2,436.00 6,639,440  2,726
調整後 
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人口密度

(人/ Km2)
宜蘭市 宜蘭市、壯圍鄉、員山鄉 179.80 153,013 851

宜

蘭

縣 
羅東市 羅東鎮、冬山鄉、五結鄉、三星鄉 274.29 183,527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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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鎮 頭城鎮、礁溪鄉 202.32 69,609 344
大同鄉 大同鄉 657.54 5,772 9
蘇澳鎮 蘇澳鎮、南澳鄉 829.67 50,365 61

小計 2,143.63 462,286  216 
調整後 
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人口密度

(人/ Km2)
桃園區 桃園市、龜山鄉 106.82 491,470 4,601
八德區 八德市、鶯歌鎮(北縣) 54.84 253,171 4,617
中壢區 中壢市、平鎮市 124.27 544,497 4,381
龍溪區 大溪鎮、龍潭鄉 180.35 196,292 1,088
楊梅區 楊梅鎮 89.12 136,178 1,528
南崁區 蘆竹鄉、大園鄉 162.90 197,985 1,215
觀音區 新屋鄉、觀音鄉 173.00 105,893 612
復興區 復興鄉 350.78 11,011 31

桃

園

市 

小計 1,242.08 1,936,497 1,559
調整後 
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人口密度

(人/ Km2)
新竹區 新竹市、寶山鄉 168.94 400,250 2,369
竹北區 竹北市、湖口鄉、新豐鄉、新埔鎮 223.81 262,272 1,172
關西區 關西鎮 125.52 32,759 261

竹東區 竹東鎮、橫山鄉、芎林鄉、北埔鄉、

峨眉鄉 258.12 146,086 566

尖石區 尖石鄉 527.58 8,220 16
五峰區 五峰鄉 227.73 4,609 20

新

竹

市 

小計 1,531.69 854,196 558
調整後 
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人口密度

(人/ Km2)
苗栗市 苗栗市、公館鄉、頭屋鄉 161.84 137,849 852
通苑鎮 苑裡鎮、通霄鎮 176.10 89,665 509
竹南市 竹南鎮、頭份鎮、造橋鄉 138.88 178,679 1,287
後龍鄉 後龍鎮、西湖鄉 116.88 49,902 427
卓蘭鄉 卓蘭鎮、大湖鄉 167.15 35,971 215
銅鑼鄉 銅鑼鄉、三義鄉 147.72 38,437 260
南庄鄉 南庄鄉、三灣鄉、獅潭鄉 297.22 24,624 83
泰安鄉 泰安鄉 614.51 5,516 9

苗

栗

縣 

小計 1,820.31 560,643 308
調整後 
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人口密度

(人/ Km2)
中區 中區、西區、東區 15.87 210,692 13,276
北區 北區 6.94 147,249 21,225
南區 南區 6.81 105,943 15,557

西屯區 西屯區 39.85 188,656 4,735
南屯區 南屯區 31.26 138,674 4,436
北屯區 北屯區 62.70 230,078 3,669
豐原區 豐原市、神岡鄉 76.23 227,080 2,979
大里區 大里市、烏日鄉、霧峰鄉 170.36 314,886 1,848
太平區 太平市 120.75 170,363 1,411
東勢區 東勢鎮、新社鄉、石岡鄉 204.50 98,213 480
大甲區 大甲鎮、外埔鄉、大安鄉 128.33 131,995 1,029

台

中

市 

清水區 清水鎮、沙鹿鎮、梧棲鎮 121.24 213,121 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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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里區 后里鄉 58.94 55,042 934
潭雅區 潭子鄉、大雅鄉 58.26 180,011 3,090
大肚區 大肚鄉、龍井鄉 75.04 125,148 1,668
和平區 和平鄉 1,037.82 11,181 11

小計 2,214.90 2,548,332 1,151
調整後 
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人口密度

(人/ Km2)
彰化市 彰化市、秀水鄉、花壇鄉 131.39 319,075 2,429
鹿港鎮 鹿港鎮、福興鄉 89.36 133,374 1,493
和美鎮 和美鎮、伸港鄉、線西鄉 80.35 140,434 1,748
北斗鎮 北斗鎮、溪州鄉、田尾鄉、埤頭鄉 161.87 127,789 789
員林市 員林鎮、埔心鄉、永靖鄉、大村鄉 112.41 238,376 2,121
田中鎮 田中鎮、社頭鄉、二水鄉 100.20 109,018 1,088
二林鎮 二林鎮、大城鄉、竹塘鄉 198.75 93,331 470
溪湖鎮 埔鹽鄉、溪湖鎮 70.67 91,417 1,294
芳苑鄉 芳苑鄉 91.38 37,980 416

彰

化

縣 

小計 1,036.38 1,290,794 1,245
調整後 
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人口密度

(人/ Km2)

南投市 南投市、草屯鎮、芬園鄉(彰縣)、中

寮鄉 360.31 247,697 687

埔里鎮 埔里鎮 162.22 87,069 537
竹山鎮 竹山鎮 104.03 60,022 577
集集鎮 集集鎮、名間鄉、水里鄉 239.66 76,684 320
鹿谷鄉 鹿谷鄉 141.90 20,077 141
魚池鄉 魚池鄉 121.37 17,541 145
國姓鄉 國姓鄉 175.70 22,392 127
信義鄉 信義鄉 1,422.42 17,421 12
仁愛鄉 仁愛鄉 1,273.53 15,478 12

南

投

縣 

小計 4,001.16 564,381 141
調整後 
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人口密度

(人/ Km2)
斗六市 斗六市、林內鄉、古坑鄉 297.92 160,546 539
斗南市 斗南鎮、虎尾鎮、土庫鎮、大埤鄉 210.91 170,984 811
西螺鎮 西螺鎮、莿桐鄉 100.65 81,521 810
北港鎮 北港鎮、元長鄉、水林鄉 186.05 107,301 577
二崙鎮 二崙鄉、崙背鄉 118.05 60,559 513
麥寮鄉 麥寮鄉 80.17 32,613 407
台西鎮 東勢鄉、褒忠鄉、台西鄉 139.51 61,794 443
四湖鎮 四湖鄉、口湖鄉 157.58 61,454 390

雲

林

縣 

小計 1,290.84 736,772 571
調整後 
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人口密度

(人/ Km2)
嘉義市 嘉義市、水上鄉、中埔鄉、番路鄉 376.17 385,732 1,025
太保鎮 太保市、新港鄉 132.95 70,412 530
朴子鎮 朴子市、六腳鄉 111.83 71,996 644
布袋鎮 布袋鎮、東石鄉 141.35 61,879 438
民雄鎮 大林鎮、民雄鄉、溪口鄉 182.71 125,033 684
義竹鄉 義竹鄉、鹿草鄉 133.61 40,030 300

嘉

義

縣 

竹崎鄉 竹崎鄉 162.23 40,576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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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鄉 梅山鄉 119.76 22,874 191
大埔鄉 大埔鄉 173.25 3,524 20

阿里山鄉 阿里山鄉 427.85 6,188 14
小計 1,961.70 828,244 422

調整後 人口密度

(人/ Km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2)
東區 東區 13.42 192,331 14,336
南區 南區 27.27 130,676 4,792
北區 北區 10.43 124,164 11,900

安南區 安南區 107.20 168,418 1,571
安平區 安平區、中西區 17.33 139,328 8,041

新營市、鹽水鎮、柳營鄉、下營鄉、

麻豆鎮 新營區 239.58 204,710 854

永康區 永康市、新化鎮 102.33 249,166 2,435
白河區 白河鎮、後壁鄉、東山鄉 323.54 85,093 263
佳里區 佳里鎮、西港鄉、七股鄉、將軍鄉 224.84 133,197 592

台

南

市 

善化區 162.27 115,564 712善化鎮、新市鄉、安定鄉、山上鄉

學甲區 學甲鎮、北門鄉 98.09 42,285 431
六甲區 六甲鄉、官田鄉 138.34 48,209 348
玉井區 大內鄉、玉井鄉、楠西鄉 256.31 39,390 154
南化區 南化鄉、左鎮鄉 246.42 14,767 60
仁德區 仁德鄉、歸仁鄉 106.56 131,063 1,230
關廟區 關廟鄉、龍崎鄉 117.72 42,230 359

小計 2,191.65 1,860,591 849
調整後 人口密度

(人/ Km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2)
新興區 鹽埕區、新興區、前金區 5.25 120,610 22,974
鼓山區 鼓山區 14.75 111,635 7,571
左營區 左營區 19.39 179,441 9,255
楠梓區 楠梓區 25.83 161,814 6,265
三民區 三民區 19.79 360,363 18,212
苓雅區 苓雅區 8.15 193,997 23,797
前鎮區 前鎮區 19.12 201,871 10,558
旗津區 旗津區 1.46 29,828 20,376
小港區 小港區 26.76 333,474 12,462
鳳山區 鳳山市 39.86 153,118 3,842

岡山區 岡山鎮、橋頭鄉、燕巢鄉、永安鄉、

彌陀鄉、梓官鄉 188.26 238,297 1,266

高

雄

市 
旗山區 414.27 116,665 282旗山鎮、美濃鎮、杉林鄉、內門鄉

大寮區 林園鄉、大寮鄉 103.33 181,497 1,757
仁武區 154.24 178,567 1,158大樹鄉、仁武鄉、大社鄉、鳥松鄉

田寮鄉、阿蓮鄉、路竹鄉、湖內鄉、

茄萣鄉 路竹區 211.66 155,638 735

六龜區 六龜鄉 194.16 16,310 84
甲仙區 甲仙鄉 124.03 8,491 68
茂林區 茂林鄉 194.00 1,757 9
桃源區 桃源鄉 928.98 4,846 5
三民區 三民鄉 252.99 3,383 13

小計 2,946.27 2,751,602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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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 
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人口密度

(人/ Km2)
屏東市 屏東市、長治鄉、麟洛鄉 121.21 259,341 2,140
潮州鎮 潮州鎮、萬巒鄉、泰武鄉、來義鄉 389.57 93,858 241

東港鎮 東港鎮、崁頂鄉、林邊鄉、南州鄉、

新埤鄉 154.33 111,921 725

恆春鎮 恆春鎮、車城鄉 186.61 42,085 226
萬丹市 萬丹鄉、內埔鄉、竹田鄉、新園鄉 206.71 175,157 847
九如鎮 九如鄉、里港鄉、鹽埔鄉、高樹鄉 265.44 106,973 403
枋寮鎮 枋寮鄉、佳冬鄉、春日鄉 248.72 56,443 227
琉球鄉 琉球鄉 6.80 13,139 1,932
滿州鄉 滿州鄉 142.20 8,591 60
枋山鄉 枋山鄉、獅子鄉 318.27 11,355 36

三地門鄉 三地門鄉、霧台鄉、瑪家鄉 553.89 16,424 30
牡丹鄉 牡丹鄉 181.84 4,912 27

 
 
 
 
 
 
 

屏

東

縣 

小計 2,775.60 900,199 324
調整後 
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人口密度

(人/ Km2)
台東市 台東市、卑南鄉 522.46 130,328 249
成功鄉 成功鎮、東河鄉、長濱鄉 509.37 37,237 73

關山鄉 關山鎮、池上鄉、海端鄉、鹿野鄉、

延平鄉 1,567.04 38,220 24

太麻里鄉 太麻里鄉、金峰鄉 477.32 16,202 34
大武鄉 大武鄉、達仁鄉 375.59 11,597 31
綠島鄉 綠島鄉 15.09 3,132 208
蘭嶼鄉 蘭嶼鄉 48.39 3,657 76

台

東

縣 

小計 3,515.25 240,373 68
調整後 
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人口密度

(人/ Km2)
花蓮市 花蓮市、吉安鄉、壽豐鄉 313.11 207,540 663
鳳林鄉 鳳林鎮 120.52 13,113 109
光復鄉 光復鄉、瑞穗鄉 292.70 29,700 101
新城鄉 新城鄉、秀林鄉 1,671.27 36,322 22
豐濱鄉 豐濱鄉 162.43 5,694 35
玉里鄉 玉里鎮、富里鄉、卓溪鄉 1,450.06 49,459 34
萬榮鄉 萬榮鄉 618.49 7,321 12

花

蓮

縣 

小計 4,628.57 349,149 75
調整後 
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人口密度

(人/ Km2)
馬公市 馬公市 33.99 53,997 1,589
湖西鄉 湖西鄉 33.30 12,933 388
白沙鄉 白沙鄉 20.09 9,253 461
西嶼鄉 西嶼鄉 18.71 8,308 444
望安鄉 望安鄉 13.78 4,190 304
七美鄉 七美鄉 6.99 3,127 448

澎

湖

縣 

小計 126.86 91,808 724
調整後 
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人口密度

(人/ Km2)
金城鄉 金城鎮 21.71 22,035 1,015

金

門

特

別 金湖鄉 金湖鎮 41.70 14,228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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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沙鄉 金沙鎮 41.19 10,631 258
金寧鄉 金寧鄉 29.85 11,436 383
烈嶼鄉 烈嶼鄉 16.00 5,747 359

行

政

區 
烏坵鄉 烏坵鄉 2.60 379 146

小計 153.06 64,456 421
調整後 人口密度

(人/ Km行政區 所轄現行行政區 面積(Km2) 人口(人) 2)
南竿鄉 南竿鄉 10.40 5,505 529
北竿鄉 北竿鄉 9.90 1,831 185
莒光鄉 莒光鄉 4.70 1,109 236
東引鄉 東引鄉 3.80 914 241

馬

祖

特

別

行

政

區 小計 28.80 9,359 325

總計 36,188.04 22,689,122 62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5-16、5-17 以及圖 5-10 可知，本建議方案將基隆市、台北市及台

北縣合併為「台北市」，新竹、台中、嘉義、台南及高雄縣市合併，桃園縣

改稱桃園市，金門、馬祖則設為「特別行政區」，其餘縣市大致維持原有區

劃56。因此，調整後計有 6 市 10 縣 2 特別行政區；此 18 個地方行政區之等

級相同，皆為直屬中央之一級地方

行政區。 
 

此外，經由鄉（鎮、市、區）

級行政區劃調整後，鄉（鎮、市、

區）數由 368 個（229 鄉 58 鎮 32
市 49 區）減少為 182 個（50 鄉 25
鎮 16 市 91 區）。因此，平均一鄉

（鎮、市、區）人口數由 61,655
人增為 124,665 人，面積由 98.34 
Km2 增為 198.84 Km2。 

 

是故，由圖 5-10 可知，將各

縣市及所轄鄉（鎮、市、區）區劃

做如上調整，不但能避免行政區劃

大幅調整所面臨之困難度與阻

力，更能與台灣地區現況及未來各

「經濟生活圈」之範疇一致。至於

此「經濟生活圈」之分野，詳於本

章第四節述之。 

圖 5-10  台灣行政區劃調整之建議方案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56 小幅度行政區劃變動包括：1.原台北縣鶯歌鎮改隸桃園市八德區；2.原彰化縣芬園鄉改隸南投

縣南投市。 



第五章  台灣行政區劃調整方案之擬議與展望 
 

5-32 

三、廣域行政模式—跨行政區合作之區域劃設 

前述之建議方案運用「廣域行政」模式之「行政區域合併」方式，以期

解決長期以來市/縣（城/鄉）因行政分治而造成財政問題、資源分配不均、

發展差距擴大之問題；而提升至「都會區」層級而論，跨行政區之區域治理，

便須運用「區域合作」模式進行。至於「都會區」範圍如何界定？首先便由

「都市化地區」之分布情形觀之。根據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統計地區標

準分類」，「都市化地區」分類之定義如下： 
 

凡在同一區域內，合於下列標準之一者為都市化地區： 

        1.一個具有二萬人以上之聚居地，其人口密度達每平方公里三百人以上者。 

        2.不同市、鎮、鄉之二個以上毗鄰聚居地，其人口數合計達二萬人以上，且平均人口密

度達每平方公里三百人以上者。 

都市化地區之名稱以區內人口最多聚居地所屬之市、鎮、鄉名稱命名。 

 
若以本研究建議方案「調整後」之鄉（鎮、市、區）為單位，進行「都

市化鄉（鎮、市、區）」分類，則區分標準可進一步定義為： 
 

合於下列標準之一者，為都市化鄉（鎮、市、區）： 
21.合併後人口達 100,000 人以上，且人口密度達 1,500 人/ Km 以上者。 

22.合併後之鄉（鎮、市、區）中，含人口達 75,000 人以上，且人口密度達 1,000 人/ Km

圖 5-11  台灣都市化地區與都會聯盟 

以上之原鄉（鎮、市、區）者。 

 
依此標準，台灣地區「都市化鄉

（鎮、市、區）」之分布情形，如圖 5-11
所示。其中，基隆市至苗栗市、大甲鎮

至南投市、台南市至屏東市，都市化鄉

（鎮、市、區）有密集集中與串聯之情

形，可視為北、中、南三大「都會區」

之主要範圍；藉此，跨台北市、桃園市、

新竹市與苗栗縣之「北台都會聯盟」，跨

台中市、彰化縣與南投縣之「中台都會

聯盟」，以及跨台南市、高雄市與屏東縣

之「南台都會聯盟」，便能一一劃定其範

圍。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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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新地理空間之形塑與展望 
 
    台灣行政區劃調整後，地理空間結構將如何因應與轉變呢？本節由「行政區

劃」與「地理空間」關聯性之探討出發，說明行政區劃調整對空間規劃之意涵，

進而描繪台灣「經濟生活圈」及「網絡城市」之範圍與形態，並展望未來國土空

間之結構。 
 

壹、行政區劃與地理空間之關係 

「行政區劃」與「地理空間」之相互關係，可由圖 5-12 說明之。如圖所示，

在時間軸線上，「舊」地理空間可視為自然之地理環境。隨後，因人口聚居、社

經制度建立，因行政治理考量而有劃設行政區域之需求，而其所依據的便是「舊」

地理空間。行政區劃確定後，人口、產業依循發展，長期以來使得地理空間結構

產生變化；當現況地理空間與行政區劃間產生問題與衝突時，行政區域便有檢討

與調整之必要。最後，透過行政區劃持續、彈性之檢討與調整，形塑「新地理空

間」，並解決其與行政區劃間可能產生之問題與衝突。以下即由經濟生活圈、網

絡城市形態及國土空間結構，探討台灣未來「新地理空間」之形塑與展望。 
 
 
 
 

舊地理空間 

新地理空間 

現況 
地理空間 

行政區域 
劃設 

行政區劃 
檢討與 
調整 

時間軸 

A 

B 

C 

D 

A  行政區域依「舊地理空

間」劃設。 

B  行政區劃影響(產生)「現

況地理空間」。 

C  現況地理空間與行政區

劃之問題與衝突，產生

行政區劃調整之需求。 

D  以行政區域持續、彈性之

檢討與調整，解決問題

與衝突。 

 
 
 
 
 
 
 
 
 
 
 
 
 
 

圖 5-12  行政區劃與地理空間之關聯性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第五章  台灣行政區劃調整方案之擬議與展望 
 

5-34 

貳、行政區劃調整之空間規劃意涵 

由本章第三節針對台灣行政區劃調整之建議方案可知，此方案在設計上不但

兼有方案甲「全球化」（三大都市）、方案乙「地方化」（擴大城市領域）及方案

丙「經濟生活圈」之考量，透過鄉（鎮、市、區）合併、縣市合併以及都會聯盟

之建立，在空間規劃上具有之目標與意涵為： 

  一、鄉（鎮、市、區）合併 

鄉（鎮、市、區）級行政區域合併之空間規劃意涵有： 
      1.簡化地方區劃，提升行政效率，避免資源浪費。 
      2.地方主要城市得以較為優渥之財政與資源，支應原周圍鄉村區域。 
      3.地方建設與發展較能妥善規劃，一體考量。 
      4.符合人口/面積治理原則。 
 

二、縣市合併 

而透過縣市合併，其空間規劃之意涵有： 
      1.配合調整地方政府層級，解決財政與資源分配問題。 
      2.使行政區劃與「經濟生活圈」之範圍一致。 
      3.整合地方治理事務，避免空間發展極化、縮小城鄉發展差距。 
 

  三、都會聯盟之建立 

「都會聯盟」之主要特色與功能有： 
1.聯繫主要都會區域，進行民生、經濟、交通、環保等層面合作議題之討

論與機制建立。 
2.跳脫「以縣市為單位進行規劃發展」之思維與限制，使區域發展與建設

更具連貫性與整體性。 
3.配合國土計畫法之「都會區域計畫」，具有「策略性」及「協調性」；與

縣（市）並非絕對之「從屬」關係，而是相輔相成之「協力」關係。 
4.具有「行政區劃重新調整」之優點，而無其執行之困難度與阻礙性。 

 
至於以「都會聯盟」機制進行區域合作，值得注意的部分有： 

1.都會聯盟與各縣（市）間，權責配合與範圍之界定必須清楚而具有效率

性。 
2.都會聯盟合作項目可靈活、具彈性，但必須遵循、配合國家重要發展計

畫，以及施行後之「國土計畫法」的精神。 
 

因此，「都會聯盟」合作機制之建立，可處理同一都會區內具共同性、

關聯性之事務與議題；其層次在縣（市）之上，但不涉及行政區域調整及政



地理空間結構變遷下台灣行政區劃調整之研究 
 

5-35 

府層級之改變。藉由以跨縣（市）之鄉（鎮、市、區）的參與、協力合作與

資源共享，改變縣（市）間「各自其政」之現象，對於區域治理、規劃及發

展更具一致性與整體性。因此，在「全球化」思維下，能提升全球競爭力；

以「地方化」角度考量，亦能以其完整資源支應所屬縣（市）所需，互蒙其

利（如圖 5-13）。 
 

都會聯盟  
 

縣

區區  
 
 
 
 
 
 
 
 
 
 

圖 5-13  都會聯盟組織結構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參、新地理空間之展望 

如上所述，「鄉（鎮、市、區）合併」、「縣市合併」及「都會聯盟之建立」

等三種方式，各有其空間規劃意涵及可達成之目標。而回歸至本研究針對台灣地

區行政區劃調整所提出之建議方案，係以與「經濟生活圈」範疇一致之行政區劃

為主要之考量及目標。因此，以下即以「經濟生活圈」之劃設為出發點，觀察台

灣地區「經濟生活圈」之分布情形及「網絡城市」之形態，進而探討未來國土空

間結構之意涵。 
 

  一、經濟生活圈之劃設 

依照各地經濟與產業結構的不同，台灣地區可劃分為台北、桃園等 19
個「經濟生活圈」（如圖 5-14）。就產業類型區分，各經濟生活圈之發展基礎

如下： 
  (一) 傳統農業 
            包括彰化、雲林、嘉義、台南、高雄、屏東以及宜蘭等圈，傳統農

業皆在產業結構中佔有重要地位。而隨著農業人口持續降低以及加入

市

區

市

鄉鎮 

市

協力合作

供
應
支
援 

供
應
支
援

供
應
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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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之影響，如何保障優良農地之生產、剩餘農地之轉型以及開發行

為之管控，實為首要課題。 
 
  (二) 觀光旅遊與休閒農業 
            南投、花蓮、台東、澎湖、金門以及馬祖等圈，自然環境因開發程

度較低而得以維持，觀光旅遊收入亦因而成為重要的經濟基礎。此外，

宜蘭、新竹、苗栗、彰化、雲林及屏東等圈，因鄉村地區傳統產業逐漸

轉型，亦成為觀光旅遊及休閒農業主要發展之地區。 
 
    (三) 漁業 
            台灣四面環海，漁業資源豐富，除西部沿海大小漁港林立以外，嘉

義、屏東、澎湖及濱太平洋之宜蘭、花蓮與台東等圈，漁業皆為重要的

經濟來源。 
 
    (四) 航運 
            基隆、台中及高雄等圈，為海運發達之地；桃園、高雄以至於台中，

擁有國際機場，成為發

展空運之重點區域。 
 
    (五) 傳統工業與高科技產業 
            桃園、高雄為工業

重鎮，雲林亦以台塑六

輕工業區為重要經濟基

礎。近年來，新竹科學

園區的成功，使得台

南、台中、台北等地陸

續因政策而劃設高科技

產業發展地帶。 
 
    (六) 歷史文化特色 
            基隆、台南具有特

殊歷史軌跡，苗栗擁有

深度客家文化，而金

門、馬祖則具有戰略與

國防特殊地位。這些歷

史文化特色，提供當地

觀光旅遊之條件與吸引

力。 圖 5-14  台灣地區「經濟生活圈」之分布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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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金融資訊與服務業 
            台北、高雄與台中為台灣三大都市，產業結構以服務業為主，亦為

金融、資訊高度集中與流動之區域。 
 

由圖 5-14 可知，透過前述以「區域合併」（縣市合併）方式進行行政區

劃調整後之「新」行政區劃，其範圍與經濟生活圈一致。而跨行政區合作之

「都會聯盟」，亦橫跨數個經濟生活圈，故能於不同產業結構與經濟基礎之

情況下，謀求互補、支援之合作關係。 
 

二、網絡城市形態 

台灣地區以快高速公路網、鐵路

網、航空網以及地方生活圈所形塑之網

絡城市形態，各不相同57。整體而言，西

部城市以「總線」形態分布，與東部之

連結性除宜蘭外，以一般鐵、公路與西

部連結所構成之「環狀」形態強度較弱。

而由大台北、大台中及大高雄三大節點

為中心所放射之「星狀」形態，成為台

灣網絡城市體系之樞紐中心。 
 

「節點城市」即為各縣（市）及各

經濟生活圈之主要城市。透過完善、便

捷之交通路網逐漸成形後，各節點城市

不但能強化其於各縣（市）及各經濟生

活圈中的樞紐功能，其相互之連結性亦

將有所提高，且有助於都會聯盟內、甚

至不同都會聯盟間聯繫程度之提升。 圖 5-15  台灣「網絡城市」形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未來國土空間結構 

台灣上述經濟生活圈與網絡城市形態，對國土空間結構之重要意涵為： 
(一) 隨著高鐵即將完工通車，各場站周邊之發展是可以預期的。西部主要

節點城市之角色，隨高鐵通車後之發展效益而將更為深化。在國土空間

規劃上，以各節點城市為中心之「經濟生活圈」發展理念應可更加明確。

而就「全球化」觀點而論，前述「北台」、「中台」及「南台」都會聯盟

 
57 可參閱筆者「台灣地理空間之觀察—以『網路』及『網絡城市』概念而論」一文，發表於台

北：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住宅學會、區域科學學會、地區發展學會 2004 聯合年會暨論文研

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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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計，無論就人口、治理面積、重要建設、產業結構及經濟基礎而言，

皆有形塑「全球城市」之基本條件，但三者之中，「北台」都會聯盟之

條件仍明顯優於後兩者。因此，如何在「兼顧北中南發展機會」與「避

免資源分散」之考量間做取捨與權衡，是值得探討的重要課題。 
 
(二) 北宜高速公路通車後，宜蘭已與大台北連結性大增，但欲將花蓮、台

東納入環狀連結之網絡，必須依賴蘇花高速公路、花東高速公路甚至南

迴高速公路之計畫、興建、完工通車始得以產生。但面臨經濟發展與環

境永續之衝突，東部高速公路、甚至環島高速公路興建與否，尚待相關

單位審慎評估後始能決定。 
 

(三) 西部地區由於交通路網密集且迅速便捷，各節點城市可持續產生「強

連結」效果；而東部地區除宜蘭外，花蓮、台東應可維持「弱連結」狀

態，避免過度開發所帶來之衝擊。目前台灣國土規劃之理念仍視東部地

區為「策略發展」之區域，而筆者認為東部觀光資源豐富，產業發展亦

與西部不同，大量人口、經濟活動之投入反而可能破壞了此一優勢，故

未來國土規劃政策應秉持目前「保育重於開發」之原則。 
 

綜言之，無論台灣未來之政經環境與國家發展方向為何，一個廉能而有

效率的政府是全民所企盼的。在此期望台灣之行政區劃與政府層級，在未來

能有更合適的架構與方向，並配合成長管理策略與國土規劃政策，形塑出屬

於台灣的「新地理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