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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經過全球化的洗禮，城市之間的交往已漸漸脫離國家的外衣，直接與世界接

軌，正如同 Taylor〈1995〉所宣稱，全球化嚴重的侵蝕了城市與國家機關之間共

生共榮的歷史關係，導致了全球都會化和資本累積的新圖貌再也無法與國家機關

的領土契合（孫同文，2005）。扮演著全球網絡的關鍵節點，城市或都會區的治

理逐漸地受到學界的重視與討論，「城市競爭力」更逐漸取代「國家競爭力」的

論述，成為近年來學術界熱烈討論的顯學。 

經濟發展政策往往是以中央政府為主導，然而近期以來，各國地方政府在經

濟事務方面的關注與著墨相對中央政府已是不遑多讓。以美國為例，地方經濟發

展真正成為地方政府所重視的政策議題，係發生於 1970 年代末期與 1980 年代初

期的嚴重經濟衰退之後，開始了大型的、以州為主體的招商政策，例如 Mississippi

透過其平衡農業與工業計畫（Balance Agriculture with Industry Plan）讓地方政府

可以透過發行公債來提供資金給有意興建廠房、或是由他處遷移至該州的公司

（張育哲，2007：9）。 

在台灣則是由於近年來區域調整、重劃的呼聲，加上馬英九總統競選期間的

三都十五縣政見，引發政界以及學界對於都會區治理的重視。馬總統上任後，更

是快速地通過了四個直轄市－台北縣、台中縣市、高雄縣市、台南縣市，今〈98〉

年 4 月進一步修改地方制度法，將縣市合併升格法源化，最快即可於 99 年 12

月底完成縣市的合併。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之規劃，不僅是作為調整行政區域

疆界的作用，同時有協助中央強化國家競爭力、地方強化城市競爭力的雙重考

量。然而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對於如何在各縣市既有的基礎上，透過合併前

的競合及協力，以對合併後的整體區域發展作一完整規劃，對於未來台灣地區形

成的五大都會區域發展而言，都是一個未曾有過的挑戰。 

本文以台中都會區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首先探究核心的台中市發展歷程，以

及其現有的規劃對於未來的都會區域治理將產生何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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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都市化都市化都市化都市化〈〈〈〈城市化城市化城市化城市化〉〉〉〉的產生與都會治理的需求的產生與都會治理的需求的產生與都會治理的需求的產生與都會治理的需求 

城市的發展歷程總共可分為四個階段，在西元 3200 年以前，古埃及孟菲斯

城以及中國的殷墟、商城屬最早期的城市，然而此時的城市系統結構和功能結構

很不完善，主要是商品的交換和政治統治的集中。第二階段是封建時期，城市逐

步成為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重心，但城市人口的增加仍然緩慢。接續是 1640 年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到 1917 年蘇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近代城市發展，具體

特徵為：人口快速增加；出現了生產力、社會財富、人口、消費以及城市建設的

高度集中；城市成為整個國民經濟和地方經濟的中心；城市的結構趨於合理化、

功能趨於多樣化、經濟對政治、軍事的影響和控制明顯加強；工業企業之間、城

市行業之間、區域城市之間以及國家之間的專業化協作得到長足的發展；城市基

礎建設和公共事業得到明顯改善，例如道路、供水、供電、供熱等達到集中化的

程度。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進入了現代城市發展階段，

這一階段與前階段最大的不同在於藉由智能化、信息化〈informatization〉、生態

化和協同化，城市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城市彼此之間的聯繫大大地增強（張波、劉

松濤，2007：29-30）。 

都會區（metropolitan area）的產生與成長是現代都市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特

徵，也是二十一世紀世界城市化發展的主導趨勢（陳立剛、李長晏，2003），然

而都會區或稱都市化、城市化的發展與都會區的治理有著程度上的差異。都市化

或城市化的研究起源於因應農業社會進化到工業社會歷程的影響，以美國期刊

《世界城市》對於都市化的界定來說明：「都市化是一個過程，包括兩方面的變

化，一是人口從鄉村向城市移動，並在都市從事非農業工作；二是鄉村生活方式

向城市生活方式轉變，包括價值觀、態度和行為等方向的內容」（轉引自趙曉雷，

2009：3），這種經濟生產模式的轉變，引導了都市化的發展。然而，不同的學科

對於城市化的理解亦有所不同；地理學家強調城鄉經濟和人文關係的變化，認為

城市是地域上各種活動的中樞，城市化是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引起的農業人

口向城鎮人口、農村居民點狀向城鎮居民點狀形式轉化的全過程；社會學家以社

群網（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網）的密度、深度和廣度作為研究城市的對象，強調

社會生活方式的主體從鄉村向城市的轉化；人口學家研究城市化，主要是觀察城

市人口數量的增加變化情形，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的提高，城市人口規模的

分布及變動等，並分析產生這種變化的經濟、社會原因和後果；人類學家則以社

會規範為中心，認為城市化是人類生活方式的過程；歷史學家則認為城市化就是

人類從區域文明向世界文明過渡中的社會經濟現象（趙曉雷，2009：4）。 

在全球化的理論下，都市進一步成為與世界接軌的主角。Harvery〈1989〉「時

空壓縮理論」〈Time-space compression〉與 Castells〈1989〉「流動空間理論」指

出，透過技術和經濟之快速變遷，時空結構快速崩潰與再結構，不相鄰之空間可

藉由節點(nodes)與樞紐(hubs)所形成之網絡產生各種物質之流動，使世界各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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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濟發生空前的巨變與緊密化的發展(魏思全，2007)，因此都會區的重要性已

愈趨重要。然而，城市的發展與政府的規劃能力有密切的關係。最早期一般多認

為城市政府僅需要承擔「守夜人」的職責。之後因應城市規劃的興起，由法國建

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在 1928 年發起國際建築會議、1933 年發表「雅典憲

章」，著重都市機能，提出都市應涵蓋四個功能：居住〈living〉、工作〈work〉、

娛樂〈recreation〉與運輸〈transportation〉。近期更有「新都市主義」的興起，進

一步強調整個都會區域應如同鄰里地區一樣，以開放空間作為主要架構，主張改

變傳統住商分離的都市形式，以避免大都市住宅郊區化所造成的單調與孤立的都

市生活（李坤昇，2007）。 

城市節點的發展也在全球化下成為討論的議題，1915 年 Patrick Geddes 即以

世界城市〈world city〉來說明界定國際性的重要商業活動所聚集的世界大都市 

〈如倫敦、紐約、東京過去 150 年來為世界經濟的權力中心〉。1982 年，Friedmann 

和 Wolff 提出世界城市是國際資本最具關鍵性的決策中心/指揮中心的說法。

Sassen〈1991〉指出全球城市〈world city〉具有集中生產性服務業及金融服務業

的管理組織與營運，其所展現的是生產面的全球控制的功能〈魏思全，2007〉。

由於城市本身具有擴張和聯結的功能，區域治理開始成為研究的主題之一，區域

治理與都會治理所關心的議題雖有範圍或用語上的差異，但都強調空間上的變動

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以及進一步地探討國家角色的變動、私人團體力量的提升

與重要性等〈李長晏，2009；夏鑄九、劉昭吟，2003〉。 

 

參參參參、、、、台中市發展歷程台中市發展歷程台中市發展歷程台中市發展歷程 

在探討台中縣、市的都會治理之前，本文先回顧台中市都市區域的整體成長

情形，以及發展現況，作為進一步探究其作為都會區核心的相關要件。 

一一一一、、、、    都市計畫與市地重劃都市計畫與市地重劃都市計畫與市地重劃都市計畫與市地重劃 

都市計畫是一個城市如何發展最基本的規劃工具，市地重劃則是為了解決城

市區域發展失衡、雜亂無序所為之重新規劃整理手段。民國 34 年抗戰勝利後，

11 月底台灣行政區域確定，臺中市由原臺中州改為省轄市。34 年 12 月 25 日將

臺灣省行政區域劃分為臺北、臺中、臺南、新竹、高雄、花蓮、臺東、澎湖等八

縣，大臺中地區的行政區域從戰前臺中州到戰後初期的臺中縣，為大縣制時期。

臺中市劃分為東、南、西、北、中五區；36 年因轄地過小，未能具備都市條件，

乃於 36 年 2 月將台中縣屬之南屯、西屯、北屯三鄉併入成為 8 區；39 年縣、市

分治，行政區域採行小縣制，臺中市迄今未曾變更市治及管轄範圍土地面積為

163.4652 平方公里。民國 38、39 年間，中央政府自大陸撤退來台灣，台中市的

人口驟増，以致造成沿綠川、柳川、干城營區等周圍地帶違章建築蔓延，阻礙市

區正常發展，故 43 年完成台中市都市計畫公布實施，以原有計畫地區略予擴大，

計畫面積增為 3,685 公頃〈蘇全正，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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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5 年省政府遷移中興新村，台中市成為省府出入之門戶，因此大力進

行開發建設，都市的發展進入穏定成長期，台中市商業開始數倍成長，站前與市

中心商業極度集結，尤其是中正路、中山路、成功路 3 條主要幹道周邊最為集中

（賴志章，1993）。製造業在此時則由原先主要集中於緊鄰鐵道的東南區，順著

聯外道路以及台中市的開發逐漸往屯區遷移。民國 49 年台中市已面臨舊市區發

展飽和，以及郊區建設不足的現象，在 53 年省政府制定「實施平均地權條例台

灣省施行細則」以為各縣市實施市地重劃之依據，台中市政府始於 55 年著手辦

理第一期東區大智路段之市地重劃，順利解決公共設施不足，房屋不足，違章等

問題，開啟台中市市地重劃之先河，台中市東區都市空間得以向台中縣市界邊緣

發展。1民國 66 年，因台中市人口結構、經濟型態、社會體系在都市迅速發展下

皆發生明顯變化，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委員會都市發展處制定「台中市綱要計

畫」，作為台中市都市發展的基礎規範，其主要內容有：1.以商業、辦公與行政

中心為核心向外發展；2.中心區外環以高、中、低密度住宅區；3.工業區除設於

鐵道東、西南區外，另於大度山上設置工業區；4.建構幅射是聯外道路與市區環

形幹道所組成之交通網路。另外民國 66 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計畫處公

告「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68 年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另訂定「台灣中部區域

計畫」，規劃台中為台中都會區之中心（張勝彥，1999）。 

民國 66 年交通運輸系統的改良打破口中市長久以來的發展趨勢，當年公車

開放民營，並且延伸進入郊區，民國 67 年中山高速公路全線正式通車，民國 68

年中清路與中港路完成拓寬工程，連接交流道，台中市對外聯繫更為便利，連帶

大度山上之台中工業區進駐廠商為之增加，同年都市計畫區紛紛針對屯區規劃，

市政府更要求大型公有土地釋放開發。 

民國 70 年台中市政府公告「變更台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說明書」，提出南

屯、西屯、水湳、台中港路交流道先行開發，都市空間結構改為多核心，並成立

副都市中心，製造產業空間約束於工業區等概念。在此開發前提下，第一期土地

重劃下所提供的良好環境條件，使都市開始向西北區進入高速成長階段。在第

4-8 期之都市重劃，除第 6 期位於干城的小面積重劃外，其他皆是順著文心路和

太原路所規劃，如此一來形成都是核心向外牽引的力量，尤其是第 7 期規劃為副

都市中心重劃區，更是加速商業空間發展外移（洪芝怡，2007）。 

台中市由光復後一直呈現快速發展，然而市中心卻因為土地使用的缺乏彈性

而受侷限，密集的老舊建物以及大批的違章建築，市中心衛生、安全、治安皆為

人所詬病，市中心區的改造勢在必行。民國 76 年起，市政府開始整頓市中心建

設，改建第一市場，拆除柳川沿岸違章建築，設置單行道，增建停車場，舊市區

容貌 獲得大幅改善。另外，東南區土地利用的改良則是另一繁榮是中心區的計

                                                
1
 台中市現行的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的配置，請參閱圖一；各期土地重劃的發展歷程，請參閱表一

和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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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日治時期以來的歷次都市即將此東南區規劃為工業區，設有許多工廠、糖廠、

酒廠等大型工業廠區皆設於此，在此時已經出現都市發展遲滯的現象，於是台中

市政府於民國 75 年的「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不包含大坑風景區）」，

將東南區土地使用變更為商業區與住宅區，遷移該地區小型工廠於台中工業區

內，規劃干城與糖廠為購物商場，遷建酒場與戰車修補基地，釋放大片公有土地，

期望能推動該地區停滯的發展（洪芝怡，2007）。 

 

 

圖一、 台中市現行都市計畫分區略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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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台中市各期市地重劃時間表 

重劃期別 辦理時間 重劃總面積 提供建築用地面積 

第一期 大智 54.12~56.8 14.5283 公頃 11.0995 公頃 

第二期 麻園頭 59.6~60.2 24.2614 公頃 17.5778 公頃 

第三期 忠明 64.3~64.11 18.6491 公頃 10.9186 公頃 

第四期 中正、東山 68.2~69.8 440.6556 公頃 311.0398 公頃 

第五期 大墩 72.6~74.1 228.3124 公頃 156.7420 公頃 

第六期 干城 76.2~79.1 19.4306 公頃 13.1627 公頃 

第七期 惠來 79.2~81.11 353.3983 公頃 202.5476 公頃 

第八期 豐樂 77.7~80.12 148.7966 公頃 86.4580 公頃 

第九期 旱溪 79.4~83.4 120.5302 公頃 72.5515 公頃 

第十期 軍功、水景 82.9~89.2 221.2018 公頃 118.0421 公頃 

第十一期 四張犂 82.2~86.8 141.0193 公頃 78.2623 公頃 

第十二期 同心 規劃中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市地重劃成果網，2009， 

http://210.241.111.220:8080/redraw/ebook/index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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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台中市市地重劃成果圖 

資料來源：http://210.241.111.220:8080/redraw/ebook/indexc.htm 

   
 

二二二二、、、、產業經濟發展產業經濟發展產業經濟發展產業經濟發展 

台中市為中部區塊之中心都市，其三級產業人口佔全市產業人口近 71%，服

務範圍不僅包含台中市，更廣達中部區域的其他縣市2。依據行政院主計處公布

台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內容，自民國 65 年以來，台中市的製造業在產

值成長率及就業人數呈現相對下降的現象，而服務業則不斷上升成長，開始轉型

                                                
2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經濟建設白皮書，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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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以服務業為主體的都市。而服務業的場所單位及員工人數變動則以「金融保

險及不動產」和「工商服務業」為主要成長項目，可見台中市已成為台中都會區

專門技術服務提供的主要來源。  

若就台中市工商統計資料及都市經濟型態分析，台中市的產業結構已逐漸發

展成為第三級產業（服務業）為主的消費型都市，其優勢產業為藝文業、建築及

工程技術業、工商服務業、金融保險以及顧問服務業，正在衰退的產業類別為不

動產業、法律及會計服務業、機械設備業以及旅館業（如表二、三、四）。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單位：千家 

87 年 88 年 89 年 90 年 91 年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年底別 

表三、 臺中市近 10 年商業登記家數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2009， 

http://www.tccg.gov.tw/sys/SM_theme?page=493f8a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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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工廠登記現有家數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主計處（2009） 

年底別 總計 食品業 菸草業 紡織業 

成衣服

飾業 皮革業 製材業 家具業 

紙製品

業 印刷業 

化學材料

業 

化學製品

業 

石  油           

煤氣業 
橡膠業 塑膠業 

非金屬                

工業 

金屬基

本工業 

金  屬                         

製品業 

機械設

備製造

業 

電力及

電子業 

運輸工

具業 

精密器

械業 

雜項工

業 
  

83年底 4,323 145 －－－－ 50 68 23 122 113 92 263 31 91 5 40 373 34 84 721 1,278 325 219 70 176   

84 年底 4,213 146 －－－－ 47 66 22 106 106 90 261 31 86 5 40 345 37 84 711 1,253 328 221 65 163   

85 年底 4,144 146 －－－－ 50 66 17 104 104 85 261 29 85 2 39 328 34 81 711 1,229 332 226 63 148   

86 年底 4,189 151 －－－－ 49 65 20 99 105 84 263 30 84 4 39 327 33 80 714 1,242 369 226 63 152   

87 年底 4,058 151 －－－－ 47 57 19 89 102 84 255 31 86 4 35 313 30 80 689 1,215 343 215 61 152   

88 年底 4,054 145 －－－－ 45 57 20 88 96 82 257 30 88 2 36 302 27 80 694 1,229 352 214 63 147   

89 年底 3,824 132 －－－－ 40 49 17 80 78 77 225 32 85 2 35 279 29 82 667 1,156 335 198 60 136   

90 年底 3,834 137 －－－－ 34 52 21 78 75 82 248 23 90 3 36 284 28 74 674 1,182 327 198 56 132   

年  底  別 總計 
食品及

飲料業 
菸草業 紡織業 

成衣、

服飾品

及其他

紡織製

品業 

皮革、

毛皮及

其製品

業 

木竹製

品業 

家具及

裝設品

業 

紙漿、

紙及紙

製品業 

印刷及

其輔助

業 

化學材料

業 

化  學製

品業 

石 油 

及煤製

品業 

橡膠製品

業 

塑膠製品

業 

非金屬礦

物製品業 

基本金

屬工業 

金屬製

品業 

機械設

備製造

業 

電腦、

電子產

品及光

學製品

業 

電子零

組 

件業 

電力機

械器材

及設備

製造業 

運輸工 

具製造 

業 

精密、光

學、醫療

器材及鐘

錶業 

其他工

業製品

業 

91 年底 3,865 149     - 34 55 21 74 76 80 251 24 90 4 39 290 29 73 673 1,189 21 24 290 191 57 131 

92 年底 3,855 152     - 33 58 50 79 55 74 260 26 79 2 40 283 29 75 705 1,282 77 72 137 144 43 100 

93 年底 3,414 136     - 28 48 34 71 42 67 213 25 80 1 37 271 29 71 662 1,151 77 67 90 101 41 72 

94 年底 3,381 135     - 27 48 34 67 38 66 212 26 82 1 37 266 30 69 659 1,141 74 67 87 97 47 71 

95 年底 3,328 142     - 23 47 33 61 38 64 205 25 81 1 35 259 31 68 646 1,126 76 70 84 97 4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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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工工工工業業業業－－－－台中市目前總有較大的五個工業區台中市目前總有較大的五個工業區台中市目前總有較大的五個工業區台中市目前總有較大的五個工業區 

（一）台中工業區3
 

為了促進中部地區的發展，並配合十大建設中兩項重大工程；南北高速公

路和台中港的興建，因此政府在大肚山麓開闢了台中工業區，是一個大型的綜

合性工業區，本工業區開發面積共 580 公頃，其中工業用地 372 公頃，公共設

施用地 140 公頃、社區住宅用地 68 公頃，分三期開發：  

第一期：62 年至 66 年，168 公頃  

第二期：66 年至 70 年，232 公頃  

第三期：72 年至 76 年，180 公頃  

（二）環隆科技工業園區 

環隆科技工業園區係由環隆科技主導並邀集三十餘家廠商共同開發，為由

民間自行申請開發之工業區，屬一中型規模之綜合性之工業區，坐落於台中市

西屯區福林、永林及國安段等 43 筆都市計畫區內，距離台中市區域中心約 13

公里及台中市副都市中心 7 公里車程。土地分屬於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

華民國、台中農田水利會及台中市政府。基地使用面積約 37.8 公頃（因送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降低為 32.4 公頃）。其各進駐產業營業項目將以通訊、資訊、消

費性電子、航太、醫療保健、高級材料、半導體、精密機械與自動化工業等，

並配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之廠商，目前預計有 43 家廠商加入，以高科技且

附加產值高的投資事業為主，並沿用前述「橫山工業區」所適用之法令，以「經

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土地出租及提供設定地上權辦法」向台糖公司承租土地，以

提供投資廠商使用。 

（三）台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 

因應廠商用地需求熱絡，台中市府已積極推動辦理台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

新園區開發相關事宜，用地徵收作業已於 94 年底取得，相關配合作業皆已陸續

完成行政程序，預計投資金額高達 439 億 4,000 萬元，95 年 5 月陸續動工及配

合廠商進駐時程提供建廠。一期土地於 94 年底預售招商時，吸引 153 家廠商提

出申請，最後僅 91 家獲准進駐，用地供不應求；二期園區預訂明年 10 月取得

土地及預售招商，99 年 1 月交地，讓廠商進駐建廠，整體開發作業預定 100 年

6 月完成4。 

（四）文山工業區 

台中市於民國 75 年 2 月 22 日公告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已將轄區內

東區、南區、北區等原有工業區大部分變更為住宅區，加上台中市政府近年來

辦理數期市地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工廠及違章工廠，均亟需搬遷。而由於開發

                                                
3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網站，http://www.moeaidb.gov.tw/iphw/taichung/home/Main.jsp，檢索

日期：2009 年 10 月 15 日。 
4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網站，http://www.besland.com.tw/webnews/news.asp?new=1362，檢索

日期：2009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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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之台中工業區第一、二、三期工業用地，廠商申購踴躍，可供建廠之用地

皆已售罄，為有效輔導業者遷廠並改善都市生活環境品質，故繼續研擬擴大開

發台中工業區第四期（現已更名為台中文山工業區），並採用平均地權條例區段

徵收方式進行開發，面績約為 218 公頃（通盤檢討後為 196.78 公頃），由於正

進行開發中之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週邊土地價格急遽攀升，引發文山工業區

內土地所有權人一再陳情，要求市府迅即採區段徵收方式予以開發，然精密機

械科技創新園區之開發，最初亦曾考量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但由於作業過於

繁複，並涉及龐大資金之籌措，仍決定採一般徵收方式，委由台灣土地開發公

司合作開發精密機械園區。土地面積計 124 公頃餘，開發工程費即高達 103 億

元，文山工業區土地面積共 198 公頃餘，開發工程費用估計最低需求不少於 150

億元。在市府資金籌措及作業遭遇相當困難的情況下，台中市政府於今年 10

月已公開說明文山工業區暫不開發5。 

（五）台中科學園區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分別位於台中縣、市交界，面積為 413 公頃，

於民國 92 年 7 月開始動工開發，第一期先行開發園區內台中縣範圍土地，第二

期持續開發台中市及雲林縣虎尾園區部分，第三期進而開發后里園區部分，為

配合產業整體發展需求，已針對土地使用、交通運輸、水電及電訊、雨污水處

理與排放、廢棄物處理等相關建設工程進行完善規劃，而園區土地使用區分為

園區事業專用區、管理及服務區與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用地等三類，以提供高

科技產業發展的優質環境，促進中部產業升級。98 年度營業額預估可望超越新

台幣 2,500 億元之目標值6。 

                                                
5
 資料來源：工業區開發管理通報季刊第 43 期（2007 年 1 月） 

http://idbpark.moeaidb.gov.tw/chinese/Research/Annals_Journal/journal/043/043-025.htm 
6
 資料來源：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網站，

http://www.ctsp.gov.tw/chinese/02intro/01develop.aspx?v=1&fr=2&no=167，檢索日期：2009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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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台中市工業區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肆肆肆肆、、、、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的規劃構想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的規劃構想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的規劃構想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的規劃構想 

針對台中縣市的合併升格問題，前總統陳水扁於民國 89 年競選時即提出台

中「三個第三」的政見－在中部地區設置第三個國際機場、第三個科學園區及

第三個直轄市，針對台中的第三個直轄市主張雖未於任期內實現，卻引發廣泛

的行政區劃、合併升格、都會治理等的探討。張隆盛、黃啟楨〈2002〉亦認為

台中市不僅為中部地區政治、文化、經濟重鎮，且周邊之鄉鎮市亦隨著台中市

而急速發展，彼此間之密切程度已儼然成為一個大都會。 

行政區劃的相關工作，在中央政府層級一直持續有所討論，尤其是馬總統

2008 年競選總統期間所提出的「三都十五縣」主張，在當選後由經建會及研考

會加以研究落實。2009 年 3 月，經建會舉辦「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規劃」全國會

議，並提出「2030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其主要考量各區的發展定位、利用區

域性的發展政策工具，採取租稅優惠、協助用地取得、協助提供技術資源等，

進行差異性的考量。同時要積極促成六大發展區域之治理模式，初步建議將我

國國土分為北台、中台及南台三大都會區域及東台、中央山脈與離島三特區，

計六個區塊，並視特定功能業務之需求，分別逐步推動各區塊的跨域治理機制。

例如，區域之大眾運輸系統、觀光發展、水資源等等，可依其業務分別成立區

域性治理組織。建立區域合作組織，研擬區域之發展計畫，並提出一個規劃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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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五項主軸議題7）： 

一、在「創新與產業經濟發展」部分，將善用產業群聚，規劃區域創新

系統，建立產官學研聯繫網絡；並強化區域文化創意產業特色，建構

完整的文創產業供應鍊，規劃生態旅遊空間與發展策略。  

二、在「國土保育與保安」部分，將建置「中央山脈保育軸」，促進原

住民部落永續發展；推動流域上、中、下游、海岸整體規劃及綜合治

水；劃設優良農地，及推動再生能源與節能減碳。  

三、在「城鄉永續發展」部分，將推動成長管理，並檢討及提升土地開

發審議效率，提高地方審議自主權限。  

四、在「交通及通訊基礎建設」部分，將提升門戶區位的運輸服務機能，

強化國土空間的整體國際接軌力；並建立國內運輸系統無縫整合及有

效分工。  

五、在「區域治理及適性發展」部分，將循序強化國土資源的區域治理

及跨域治理機制；建立城鄉夥伴關係，引導區域適性發展。  

 

 

 

 

 

 

 

 

 

 

 

圖四、 行政區劃規劃架構圖 

資 料 來 源：經 建 會 網 站，http://land.cepd.gov.tw/。（ 檢 索 日 期：2009 年 10 月 15 日 ） 

                                                
7
 資料來源：行政院網頁

http://www.i-taiwan.nat.gov.tw/c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66:2009-04-03

-03-40-34&catid=10:2009-01-05-03-22-04&Itemid=33，檢索日期 2009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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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會則是提出的「三大生活圈」與「七個發展區域」之推動目標，在「三

大生活圈」政策目標上，之所以不採東京或倫敦以集中資源來發展單一區域（發

展極）之都會區發展模式，主要是考量台灣過去歷史長期發展軌跡與人民生活

經驗，因此採取推動以二至三個成長極（growth pole），來解決重北輕南問題，

落實區域均衡發展。而在「七個發展區域」目標上，亦符合民眾長期對於區域

生活範疇的普遍認知進行規劃，並依每個地方特色作適性發展，可以具有獨特

性。此外，並鼓勵各縣市與相鄰縣市進行合作聯盟，藉由成立區域發展委員會

等溝通平台，推動共同治理，以落實發展區觀念（如圖六）。 

 

  

 

圖五、國土空間結構圖 

資 料 來 源：經 建 會 網 站，http://land.cepd.gov.tw/。（ 檢 索 日 期： 2009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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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三大生 活圈  

資 料 來 源 ：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網 站 ，  

http://www.rdec.gov.tw/lp.asp?ctNode=12852&CtUnit=2421&BaseDSD=7&mp=100 。（ 檢 索 日

期 ： 2009 年 10 月 15 日 ）  

 

 

圖七、 七個發展區域圖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研 考 會 網 站 ，

http://www.rdec.gov.tw/lp.asp?ctNode=12852&CtUnit=2421&BaseDSD=7&mp=100

。（ 檢 索 日 期 ： 2009 年 10 月 1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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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台中台中台中台中縣縣縣縣、、、、市市市市針對台中市合併升格之針對台中市合併升格之針對台中市合併升格之針對台中市合併升格之規劃構想規劃構想規劃構想規劃構想 

台中縣、市政府在 98 年送交內政部之合併升格直轄市之計畫書中，因「行

政區劃法」尚未訂頒，故目前台中縣、市規劃改制後暫時維持現狀，僅將臺中

縣原各鄉（鎮、市）改為「區」，村（里）均改為「里」，即將 29 鄉（鎮、市、

區）改為 29 區，計有 625 里，12,965 鄰，其行政區域範圍、人口及面積皆不變，

俟改制直轄市後，再依相關法令規定，重新調整行政區域。  

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後，其行政區域就是現臺中縣市整體的範圍，規

劃分為 29 區，人口數為 2,627,991 人，土地面積為 2,214.8968 平方公里。地籍

圖資已登記公有土地 318,255 筆，面積 122,092 公頃；私有土地 1,151,428 筆，

面積 73096 公頃；公私共有土地 6,498 筆，面積 642 公頃，總計 1,476,181 筆，

面積 195,830 公頃。  

（一）朝多核、六軸的環狀空間發展模式  

1、多核心：舊市區、新市政中心、水湳經貿園區、捷運機廠、鎮南休閒園

區、中科等發展核心。  

 

圖八、台中市空間發展進 程圖  

資 料 來 源 ：

http://www.rdec.gov.tw/lp.asp?ctNode=12852&CtUnit=2421&BaseDSD=7&mp=100

。（ 檢 索 日 期 ： 2009 年 10 月 1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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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台中市空間發展結 構圖  

資 料 來 源：http://www.rdec.gov.tw/lp.asp?ctNode=12852&CtUnit=2421&BaseDSD=7&mp=100。

（ 檢 索 日 期 ： 98 年 10 月 15 日 ）  

 

2、六軸：臺中－豐原、臺中－大雅、臺中－臺中港、臺中－彰化、臺中－

南投、臺中－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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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台中市空間發展軸線圖 

資 料 來 源 ：

http://www.rdec.gov.tw/lp.asp?ctNode=12852&CtUnit=2421&BaseDSD=7&mp=10

0。（ 檢 索 日 期 ： 2009 年 10 月 15 日 ）  

 

3、環狀 

A、內環：五權路〈小內環〉及忠明路〈大內環〉  

B、中環：文心路          C、外環：環中路 

 

（二）打造 6 大中心、延續 12 大建設  

1、優質人文生活中心  

以居住環境及藝文水準的提升作為兩大目標，強化住宅及社區營造，並使

文化建設內涵更多元化。  

2、中部區域行政中心  

爭取中央部會在臺中設置，使臺中市成為中部區域行政中心，分散首都行

政功能。  

3、多元服務都會中心  

因應中部區域的成長強化區域中心機能，提供多元的商業服務，並逐漸發

展成為國際性商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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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創新科技研發中心  

結合學術資源，設置科技研發園區，促進產業升級，成為綠色矽島的中部

研發基地。使科技產業與服務業成為臺中市經濟發展的雙翼。  

5、綠色景觀生態中心  

利用大坑風景區、大肚山風景帶、河川、綠園道等為臺中市建構大型開放

空間系統，除提供市民休閒遊憩場所，並作為動植物之棲息場所，並保留近臺

中市 1/5 面積的大坑風景區作為臺中市的後花園，一塊自然的綠地特區。  

6、便捷交通運轉中心  

利用臺中市居中的地理位置優勢，將臺中市發展成臺灣及兩岸的交通樞

紐，成為陸海空網路通的交通運轉中心。  

 

伍伍伍伍、、、、對都會治理的反思對都會治理的反思對都會治理的反思對都會治理的反思 

針對經建會、研考會所規劃出的縣市合格構想，以及台中縣、市所提出的

合併升格計畫，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觀點進行反思。 

一一一一、、、、都會區域的空間大小都會區域的空間大小都會區域的空間大小都會區域的空間大小 

都會區是一個範圍未定的名詞，隨著地區發展而不斷地擴張。在本次「五

都」的區域重劃中，社會各界也針對那些縣市應予合併升格而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台中縣、市的合併升格因為已經由多年的討論辨證，而未有太多的疑義。

然而，以台中縣、市的疆界範圍作為台中都會區的範疇是否適宜仍可討論，因

為台中市已是鄰近縣市的產業中心，非僅台中縣而已。 

再者，台中都會區以台中市作為中心，規劃「區域轉運核心」〈舊市區〉、「行

政、居住核心」〈新市政專用區〉、「城際轉運中心」〈水浦機場〉、「休閒娛樂中

心」〈鎮南專用區〉等多核心的方式發展，可以看出主要仍以原台中市的都市計

畫內容為主，並未對台中縣的部分多作考量，並由合併升格的計畫中可以看出

台中縣作為台中市發展腹地的態勢。然而由於提出計畫的時程緊迫，因此未可

確定未來台中都會區發展的方向是否即以台中市為主導的核心，但是可以確定

的是，在台中都會區的發展中，由於有台中縣可作為發展的腹地，並擁有高鐵

及台中港的運輸模式，使台中都會區更具有競爭力。 

 

二二二二、、、、國家及政府的角色國家及政府的角色國家及政府的角色國家及政府的角色 

在經建會所提出的「2030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規劃」架構中，可以看出其試

圖整合出完整的區域發展構想，但是經建會和研考會仍有各唱各的調的疑慮。

針對經建會的規劃，將國土空間的都會階層區分為「北台城市區域」、「中台城

市區域」、「南台城市區域」；研考會則將台灣劃分為三個成長極（三大生活圈）：

「北部生活圈」、「中部生活圈」、「南部生活圈」；並進一步區劃七個發展區域：

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花東及澎金馬。雖用語不同，但



經濟產業政策對都會治理影響的研究：以臺中市為例 

【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 

 

 

3-80 

可以看出台灣三大都會區域的發展重點是共通的觀點。 

而就中部區域發展的規劃，經建會以「優質文化生活中樞、新興科技走郎

國際都會」為發展定位，而研考會則以「現代化程度高、國際接軌門戶」為發

展特色。在詳盡的規劃內容上，台中縣、市以台中科學園區的產業發展以及台

中港、高鐵、台鐵及國道等的交通運輸規劃作為台中都會區整體發展的基礎。 

從上述的規劃構想，可以仍然脫離不了政府的思考模式，並且在區劃與發

展的規劃上仍然以中央政府作為主導，地方政府則主要著眼於都市發展的現狀

上，再輔以都市計畫的實質手段作為工具。因為一個發展成熟的都市除非向外

擴展，否則在規劃配置上很難能有大幅度的變革。例如台中市的舊城市中心主

要為住宅區與商業區，若有如同中部科學園區這種大型的工業區進駐，除非是

都市外圍尚有未開發的土地，否則難以再開發。因此，在都會區的發展上，國

家和政府仍然佔有十分重要的角色地位。 

 

三三三三、、、、仍是以生產為主仍是以生產為主仍是以生產為主仍是以生產為主、、、、生活次之生活次之生活次之生活次之、、、、生態最後生態最後生態最後生態最後 

無論是經建會、研考會或是台中縣、市政府，都主要是朝向硬體建設方向

進行規劃，針對人文及文化環境的著墨較少。例如經建會五大主軸議題中雖強

調「環境永續」；研考會的生活圈意涵中包含了「生態環境」；台中縣、市的則

以：「利用大坑風景區、大肚山風景帶、河川、綠園道等為臺中市建構大型開放

空間系統，除提供市民休閒遊憩場所，並作為動植物之棲息場所，並保留近臺

中市 1/5 面積的大坑風景區作為臺中市的後花園，一塊自然的綠地特區」。實際

上都非目前世界各國強調環境永續發展目標的方向。尤其是台中市在 93 年曾提

出「台中市地方永續發展策略研究及規劃」，提出「1.超優質生活首都-暢通交

通網路、提昇社區營造、落實全能教育、發展優質文化」、「2.全關照生態城市-

創新資源利用、整合策略管理、確保環境改善」、「3.高科技產業基地-活化產業

經濟」，基本上符合三生-生活、生態、生產的目標。然而當台中縣、市進行大

都會區的規劃時，卻仍以產業生產為優先，未再對於生態環境進行進一步的考

量規劃。 

 

陸陸陸陸、、、、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全球化對於國家角色退位的影響已無需驗證，現今全球各大都市的興起、

繁盛使得城市的管理、治理議題持續熱門。台灣也因為地方制度法制定後，地

方政府自治的程度日趨提升，區域的發展與合作益趨重要。同時也因應政府近

來年對於於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的議題一直有所討論，甚至在馬總統競選時直

接提出「三都十五縣」的政見，讓縣、市合併升格成為中央政府的既定政策，

進而在今年度修改地方制度法，讓有資格的縣、市政府最快於明（99）年底即

可升格為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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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縣、市合併升格不僅僅是疆界重新劃分的行政區劃問題而已，對於

大都會區的整體發展是否有助益？現行的相關制度如何因應未來的發展是應該

進行考量，因此本文以台中都會區為案例，探討作為核心的台中市在形成都市

過程中的相關產業政策與發展，再進一步討論對於都會治理議題的影響為何。

本文發現，區域的重新劃分對於未來都會區的成長保留了一定的發展空間，就

台中縣、市的合併升格而言，雖然台中市已呈現高度飽和的成長狀態，但由於

未來台中縣可提供發展的空間，對於台中都會區的成長具有相當的助益。其次，

亦可發現政府現行在考量都會發展時，仍以政府強制手段為主要工具，私部門

及非營利組織在政府的規劃階段通常不易顯現出來。因此，政府在都會治理的

議題上仍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行動者。再者，雖然永續發展已是世界各國關注

的議題，然而在進行都會發展的規劃時，仍然是以生產面向為優先考量，生活

次之，生態仍在最後考量之列。 

在對照台中市的發展以及台中縣、市提出的合併升格計畫後，本文發現，

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的計畫乃是以目前台中市發展的框架下，將台中縣作為拓

展的腹地，並未進一步地就台中縣、市現行發展狀況下如何進行整併或合作的

探討，本文假設或許是因為提出合併升格計畫的時間過於倉促所致。因此，若

是台中縣、市於明年底即進行合併，其合併的規劃仍宜再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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