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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治理營運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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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在區域發展上，受到全球化競爭的壓力、區域經濟統合的利益、公共
議題的跨域特質、公共財生產的規模效益等因素影響，在政治、經濟以及永續
發展等環境驅力的牽引下，促使地方政府走出傳統競爭對立關係，逐步展開跨
縣市的府際合作，並擴散發展出結盟的合作型態。
本文以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為研究對象，運用次級資料分析及深度訪談
等研究方法。進一步透過比較研究途徑，從治理的行動、過程以及結果等三個
構面，比較二聯盟在運作機制、發展議題、合作範圍、任務類型、制度化程
度、合作程度、民主正當性以及區域發展影響性等面向的趨同及趨異性。同時
提出改善區域聯盟治理營運的政策思考，以及促進地方政府區域結盟的政策學
習等策略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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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在區域發展上，受到全球化競爭的壓力、公共議題的跨域特質、公共
財生產的規模效益、區域經濟統合的利益等因素影響，在政治、經濟以及永續
發展等環境因素的牽引下，促使地方政府紛紛走出傳統競爭對立關係，逐步展
開跨縣市的府際合作，並擴散發展出多縣市結盟的協力型態。發展的進程也逐
漸由零星的個案合作、非正式的聯繫協調機制，逐步趨向制度性發展。
然而，區域聯盟雖然提供了一種協力治理的新契機，但是在協力關係中
因為涉及多元行動者，以及其代表的個別利益和共同利益，因此在治理行動
與治理過程中將產生結構複雜性、多樣性以及聯合行動複雜性等特性，這些
特性促成了協力關係的建立，但相對地也影響了協力治理的結果（Huxham,
2000:337-57）。而各地方政府事權割裂、聯合行動缺乏，以及組織結構分立等
干擾因素，也成為聯盟協力治理上的重大挑戰。
因此，近年來在跨域協力治理的相關經驗研究重點，主要聚焦在府際關係
的因素分析以及合作機制中制度與議題的規劃探討。在影響跨縣市協力合作的
因素則包括：財政上的困境、上級政府的鼓勵、支持與協助、中央立法及制度
建立、地方府際互助合作競爭、以政黨一致為前提、財務資金運作困難、地
方與中央政府政策協調、與現制接軌及整合、府際整合難易度、互蒙其利、個
別利益與合作利益之衝突性、計畫複雜性、合作案件獲取資訊情形、合作利益
分配情形、參與縣市政府的特性、合作縣市政府內部決策原則、合作案件的辦
理方式案件、合作案件達成情況及案件成效等，同時對於合作機制中制度與議
題規劃提出相關的建議（王德興，2004；鍾璨年，2006；林靜茹，2006；蔡玉
滿，2006）。
另外，國內相關學者研究在探討臺灣跨域協力治理機制時，經常指出跨域
合作事務一旦落到執行層面，就會受制行政層級差異、行政轄區本位主義的影
響，加上財務經費分擔的爭議與都市服務的公共財產生跨轄區的外溢效果，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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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行政權責與利益分配的難以協調，以及現行法制規範的疏漏、行政區劃未
與地方發展同步、資源分布未與行政區域合一和建設需求未與行政區劃同調，
同時又有政治意識型態、黨同伐異與地方利益的干擾因素等問題，更侷限了
跨域合作的可能性（呂育誠，2007:20-21；李長晏，2007；陳立剛、李長晏，
2003:5-6；夏鑄九，2004；趙永茂，2003:62-63；紀俊臣，2004:13-14；紀俊
臣，2008:30-31；黃錦堂，2003:10-12）。
而在制度設計與規劃上，臺北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則分別委託夏鑄九
（2007）以及吳濟華、柯志昌（2007）等學者，針對北臺與高高屏的區域治理
與跨域合作機制進行應用性探討與規劃的研究，顯見對於區域治理營運的高度
期待與迫切需求。
然而，上述研究的研究範圍多著重在合作個案、府際合作為主，並以單一
區域為研究對象，而在區域聯盟共同治理營運的全觀面影響探討仍有不足。因
此本文主要目的，即從實務面切入，藉由深度訪談內容的質化分析，進行北臺
與高高屏區域聯盟治理營運的比較研究，以補充個案研究的不足，更藉由比較
研究深入探究區域聯盟在協力合作中，所呈現出聯盟共同治理的實質影響與意
涵。
本文主要的核心研究問題為：北臺與高高屏兩聯盟在協力治理營運的行動
面、過程面以及結果面中的趨同性及趨異性為何？而這些異同又該如何促使區
域共同治理的改善與變革？

者均為區域內的地方政府基於共同利益或共同危機，在互惠的原則下，所建構
出的空間夥伴組織，更是臺灣現行具有制度性常態運作的聯盟組織，因此在臺
灣區域聯盟的研究上，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以下段落的安排將先由文獻中
探討協力治理的理論與實務觀點，再說明本文研究設計，概述北臺與高高屏區
域聯盟的協力治理機制，進一步就二聯盟治理營運進行比較分析，最後則是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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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區域聯盟協力治理營運理論研析
區域聯盟是一種制度的安排，也是一種工具的選擇。亦即同時運用制度性
功能與工具性功能的觀點來達成區域聯盟善治的目標。
在制度的安排上，區域聯盟主要係受到協力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領域治理（territorial governance）以及參與治理（participatory
governance）三種治理趨勢的影響（Sterling, 2005:141-47），在此趨勢下，夥伴
關係備受重視，是以促成了聯盟制度的安排，而如此制度的安排擴大了民主的
空間，催化了民主治理的實現，同時也形成政治機會的結構。在政治機會上，
聯盟所創造的政治環境，提供成員協力合作的誘因，也塑造了集體行動的預期
心理，假設結果預期是成功的，則會促使其參與集體行動，如果預期將會失
敗，也就失去合作的動因；也就是說聯盟成員如果對於自身或成員彼此獲利的
情形是可預期的，則較易形成聯盟夥伴關係，相反地，期待落差也將會造成集
體行動的失敗或聯盟的崩解。
在工具性的觀點中，區域聯盟對於區域治理具有導航的能力，其主要關注
的問題在於在既定的聯盟架構下，一個成員如何影響其他成員的行動，如何與
其他成員形成夥伴協力關係。因此，從工具性觀點來看，聯盟治理是一種介於
傳統政府行政體制與市場機制之間的修正，以促使此種理性導航途徑較能適
應全球化及自由化趨勢下更形複雜的跨域治理情境。而在此跨域治理的情境
下，區域聯盟提供了空間夥伴、部門協力、功能協調的整合性治理平台，提
供了包括Christensen（1999）指出的協力合作光譜中的自主性（autonomy）、
交換資訊（information exchange）或資源共享（resource sharing）、共同學習
（joint learning）或互助（assistance）、評估與討論（review and comment）、
共同計畫（joint planning）、共同負擔財務支出（joint funding）、聯合行動
（joint action）或聯合經營協議（joint operations agreement）、聯合開發（joint
venture）或契約服務協議（contractual services agreement）及機構活動的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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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ger）等等類型的協力治理工具（李長晏，1999；陳立剛，2001）。
基於上述觀點，本文將針對區域聯盟的協力治理營運（governance
operation）進行理論探討，以作為本研究建構模型之理論基礎，及型塑本文之
分析架構。

一、區域聯盟的協力治理
區域聯盟係指在不同管轄權之中，跨越現有行政轄區的限制，藉由共同分
擔責任為基礎的合作性組織，其運作的模式並不侷限於正式組織編制的框架，
而是擴展至各成員協調與互動的過程中。其對於議題的處理具有彈性與環境適
應性，同時也反映出地方政府在區域空間發展上的治理軌跡。區域聯盟也是
一種整合機制，基於共同利益的群體透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安排，以協力分
工、集體行動的做法達成共同目標，這種聯盟的關係可以是長期的，也可以是
階段性的，其理論的背景主要來自於協力治理的觀點。
檢視國內外協力理論之相關文獻，本文研究發現協力治理的概念，近年來
不管是在學術社群或實務領域已成為快速成長的討論課題之一，舉凡各國之
間、國內的政府部門，或是政府部門與民間部門等，所共同執行的計畫方案都
可見到協力的身影。然就國內協力治理文獻而言，多數的學者大多單獨運用協
力、夥伴關係、公私協力、多層次治理或網絡治理等相關概念作為其研究的主
軸。例如，陳恒鈞（2008:41-42）就指出協力是一個鬆散的概念，迄今尚未有

為者（可能是個人、團體、組織以及部門），以互信為基礎組成互動網絡，彼
此能夠相互分享資源，並且共擔責任。此外，制定一套協議規則一起共事解決
問題，達成共同目標之後，可以共享利益。在此定義下，凸顯出協力治理是兩
造雙方的互動行為、涉及組際間複雜的互動網絡、雙方協議分享資源、參與者
共同承擔責任、以及協力雙方共享效益等五項特質。又呂育誠（2008）從夥伴
關係觀點來理解協力治理，其指出協力治理的產生是源於今日社會中處理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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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既不能完全採行市場的供需機制，亦不能固守傳統民主政治的制衡程序，
而是各利害關係人都有參與義務並承擔相對的責任。換言之，在夥伴關係觀點
下，處理公共事務的主導權既不是狹隘的顧客，也不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
企業、第三部門等任何單一組織或層級，而是共同分享利益與承擔責任。另
外，有學者更著眼於公私協力關係，探討公私協力治理模式的問題與挑戰，觸
及公部門與私部門不同的立場與利益，進而透過雙方合產關係的建立以提升政
府治理能力（吳英明，1995；李宗勳，2004:41-77）。至於從多層次治理觀點來
詮釋協力治理，則能展現出協力治理是一種結合公私行動者在視情況而定的交
換和合作下之連結過程，而在此過程中強調協商與網絡的重要性，並賦予行動
者更多的策略與自治行為，以型塑共同利益的浮現（李長晏，2007）。由以上
國內文獻分析可歸結出：多數學者的論述多著重在公部門與營利組織、非營利
組織之間。若予以再細分，則像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地方政府與地方政
府間，以及中央、地方政府與非政府部門三者間等，雙方或多方以協力的方式
提供公共服務與執行政策，其中亦必須有一套管理的規則與機制，來規範行為
者雙方的互動關係，同時，這個協力關係必定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或願景。
反觀國外的協力治理相關文獻顯示，協力（collaboration）一詞最早是源自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不過當時協力這個詞彙則含有貶意、負面的內涵，意思是
「通敵」，但經由世代變遷、昔日滄海都可能變成今日桑田時，協力的定義與
意涵當然也會有所轉換，而本文則嘗試整理各研究者針對協力所下的定義，並
將之綜合歸納，藉以建構協力治理的初步概念性定義。
首先，Thomson與Perry（2006:23）界定協力是一種自主行動者透過正式和
非正式協調所進行的互動過程，能夠共同的創造規則和結構，進而治理他們之
間的關係，以及共同決定與執行一系列議題；這個過程即是一個包含共享形式
與對彼此有益的互動關係。
另兩名學者Donaldson與Kozoll（1999:1-2）則將協力定義為：所有形式的
組織一起共事以達成各種目標。他們認為協力的特點在於；第一，協力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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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套策略，可以發展或執行許多層面的義務；第二，運作的過程強調如何
發展並維持協力關係。
Mattessich與Monsey（1992）也指出協力是一種持久且為成員所共同深信
的關係，它將許多個別組織相邀融入一個相互承諾達成共同任務的結構中，這
些關係的維持端賴於參與的組織所提出的計畫與明確可信賴的溝通管道。從前
述兩氏的觀點來看，協力關係的形成，政府與非政府部門之間必須要針對欲形
成協力的使命與目標加以檢視，確認是相容的，而且在某些計畫或任務中也有
合力規劃與行動的機會，在資源上有相互交流協調的現象，亦有分擔風險之情
況。
其次， Huxham（1996:7）則將協力簡單地定義為：為了取得某種形式
的共同利益，在一個相當具正面性的會議或組織中與其他人共事（working
together）。該學者亦提出如「協力優勢」（collaborative advantage）、協力治理
的挑戰等概念。
Vigoda（2002:529）將協力定義為：權威當局和國家行政官員在夥伴關係
中所扮演角色稱之為協力，而該角色為公民所接受且能讓民眾的生活更加美
好；這些不是基於他們有權力或具有優勢地位，而是他們應該做的義務。
Gray（1989:15）的觀點則是扣緊在動態、交互影響的脈絡上，其認為協力
是一種動態、相互影響與演化的概念，其中包括配合和協調的過程，亦即配合
與協調經常有可能發生在協力的過程當中，成為協力過程的一部分。

的產生是置身在由一個或更多個公共機構與非國家（non-state）或非政府的利
害關係人，兩者作直接性地共同參與集體決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的性質是正
式的，以達成共識為導向（consensus-oriented），並且具備審議式機制，其目
的是促使公共政策執行或管理公共計畫方案或資產的成效更為彰顯。兩氏認為
上述定義主要是著重在六個重要的標準上面：（1）藉由政府機關或制度創建一
個論壇（the forum）；（2）在此論壇中的參與者必須包含非國家行動者（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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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actors）；（3）參與者們必須直接地共同投身於決策制定的行動上，而且不
能只是提供政府機關「諮詢」；（4）此論壇必須要有正式的組織化以及集體的
對話與會晤；（5）此論壇的目的在於促使決策能經由共識後產生（即使促成的
共識在現實面並無法達到）；（6）協力形式的重點主要聚焦在公共政策或公共
管理上。
上述各家學者對協力治理的觀點，均可說驗證了Peters（1998）所指出的
協力治理包含五個要件，即：第一、協力包含兩個或多個行動者；第二、每個
行動者都是主角（principal）；第三、行動者間存有持久的關係及持續的互動；
第四、每個行動者對協力必須提供一些物質或非物質的資源；第五、所有行動
者對協力的成果皆分擔責任（shared responsibility）。
此外，各家學者的界定大致上仍不脫個別行動者之間或組織之間相互合作
的一種手段、方式，甚至能衍生出長期和穩固的合作關係等等特點之列。實際
上，雖然政府部門經常都是協力行動的發起人或創立者，但是有的學者則要
求須有非國家利害關係人（non-state stakeholders）的參與，像是Mattessich 與
Monsey（1992）以及Ansell與Gash（2007）等學者的論點。而Vigoda（2002）
則認為權威當局和行政官員組成的夥伴關係即可稱之為協力，一些學者也曾經
把機構間的協調與協力治理劃上等號，本文認為這種論述並沒有什麼錯誤，上
述相關文獻在運用到協力治理這個詞彙時，實際上都是要特別突顯出政府部門
和非國家利害關係人間的互動關係。在此，本文融合國內外相關文獻對協力治
理概念的不同論述，將協力治理界定為：「協力治理係在一種多元行動者的結
構形式上，透過組織與參與行動者之間更正式且緊密的連結過程，表現出一種
更完整和一致性的組際互動關係，以完成共同目標之追求，進而創造與建立社
會資本、共識認知及資源共享」。

二、區域聯盟協力治理營運的構面
基於前述協力治理理論的觀點，本文認為區域內的成員，因面對多樣、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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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公共事務，單一的地方政府已經無法獨立解決，必須尋求與其他的地方政
府協力合作，因此，聯盟成員基於共同利益而形成共同目標，並在此目標下進
行規範性的集體作為。但是由於所處的環境不同，以及個別利益、目標不同，
為了達成共同目標，因此需具有共識的原則、規範或制度結構，來引導個別行
動者朝向一致性的作為，在民主行政的共同治理型態中，更多行為者的參與是
被鼓勵的，而且行動者間是平等互動、彼此合作、相互協商的多元夥伴關係。
是以，本文將區域聯盟的治理型態視為是一種典型的協力治理營運模式，
試圖從治理行動、治理過程以及治理結果等區域聯盟協力治理營運的構面，發
展出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的比較分析架構。以下茲就此三個治理營運構面論
析之：

（一）治理行動面
區域聯盟的治理行動乃意謂著聯盟的形成是來自或超越政府以外的機構及
行動者，所形成的一種複雜合作組合。在此組合中各行動者間自主形成一種自
行治理網絡；此一自我治理網絡在某一特定政策領域中擁有權威，並且與其他
行動者在特定的領域中進行合作和分擔責任。在治理的行動面，主要分析涉及
聯盟成員行動中建立的合作機制以及側重的議題運作。
1. 建立合作的機制：聯盟的合作機制基本上是在協力理念下，以夥伴關係
為基礎所形成的制度安排，以及在治理網絡中行動者的互動連結。同時從分享

供聯盟創造政策規劃、服務遞送的新契機。
2. 側重的發展議題：發展議題是區域聯盟行動的主要客體，其關係著聯盟
實質的運作成效，同時影響著個別成員以及區域的整體發展趨向。

（二）治理過程面
區域聯盟的治理過程乃意謂著在聯盟治理網絡的互動過程中，行動者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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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關係與集體行動的概念在治理活動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此時治理網
絡的目的不在於特定行動者或組織目標的達成，而是著眼於許多行動者間如
何相互調適其策略，以促使集體行動和共同結果出現。將區域聯盟治理視為
是一種過程，即假定治理是社會和政治行動者作為的一種動態結果（dynamic
outcome）。治理途徑時常被認為比較注意過程及其行動結果，如此將有利於我
們在觀察區域公共事務管理時，釐清在不同的政策議題中，各類行動者可能形
成的各種互動模式及其領航關係。在治理的過程面，主要分析在於聯盟推動合
作的範圍、創新任務的類型以及過程制度化程度。
1. 推動合作的範圍：聯盟的共同治理依合作範圍可分為單一目的以及多重
目的合作型態。單一目的合作型態係指聯盟成員共同採取單一行動或是進行特
定任務的方式合作，各個成員合作的目的性一致。多重目的合作型態則是站在
區域整合的觀點，將不同任務整合進入多重目的的組織內，以期達到整體區
域成長的目的。然而因為組織的任務來自不同部門，任務偏好的優先性不同，
因此產生不同的競爭、合作邏輯。多重目的的合作類型具有與個別服務高度相
關，以及功能政策互賴等特徵。在服務遞送的供應鏈中，個別服務具有高度關
連性，因此個別成員可以從服務合作遞送中，藉由知識交流以及資源分享而獲
利，整體的服務合作趨向於採取相似或相同的治理機制。多重目的合作在不同
功能的政策上，也可能會有相互依賴的關係，因此必須透過整合性計畫與策略
性協調，以提高執行效率。是以，從合作範圍的觀點下預期，成員縣市間公共
服務遞送自主性的發展，將透過多重目的鬆散性的服務機制（loosening service
agencies），或是將多重目的的組織（multi-purpose）解制重組為單一目的的組
織（single-purpose）。
2. 創新任務的類型：區域聯盟的合作任務與協商機制型態有顯著的相關
性，不同的任務類型，需要不同的合作機制配合，因此任務類型不同，則合作
協商機制也有所差異。
3.過程制度化程度：聯盟治理在各成員面對共同問題時，將解決問題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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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發展的機會內嵌於制度中，制度同時也反映了聯盟的多樣性、複雜性和動態
性，因此聯盟制度將決定成員集體行動的結果，也限制了個別成員的行為，制
度化的程度也成為穩定聯盟的因素之一。聯盟的制度結構主要透過政策網絡、
正式協議以及常態性組織來建構。政策網絡的結構型態較鬆散，可充當成員相
互諮詢協調與共同決策的方法，其正式化程度低，參與者維持定期的聯繫。正
式協議的構成是較具整合性的合作方式，能夠建立正式的決策程序，做為區域
夥伴共同政策、服務遞送的協調。而常態性組織則是最具制度化的合作方式。
從正式決策程序是否具有彈性或僵固性來看，常態性組織較缺乏彈性，正式協
議則在個案中具有強制力，政策網絡則最具彈性，相對地其決策也最不具強制
力。

（三）治理結果面
在治理的結果面，主要分析聯盟達成協力合作程度、運作的民主正當性、
擴增區域發展影響性，以探究在聯盟治理下，治理結果的產出效益以及影響。
1. 達成協力的合作程度：府際間的協力合作理念是一種協力增效作用的概
念，從分享資源、風險、報酬及協力的優勢，而非以競爭的優勢來獲取利益和
增進方案。同時藉由工作夥伴關係提供組織改進個人服務傳送之目的及建立
許多新的契機（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從水平面向而言，府際協力的目
的是希望能夠促進地方政府間的合作。在府際間協力合作程度上，Christensen

形式的合作，這些方式包括：自主性、交換資訊、共同學習或互助、評估與討
論、共同計畫、共同負擔財務支出、聯合行動或聯合經營協議、聯合開發及合
併等（李長晏，1999）。
2. 聯盟運作的民主正當性：民主正當性係指組織形成的政治代表性與課責
性。就代表性而言，派出機關民主正當性較低，而各縣市自主性參與的聯盟，
民主正當性較高，但是還要視公民直接參與的程度而定。公民可以在政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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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個階段自主參與，聯盟可以透過議題的運作鼓勵公民參與，更可以藉由公
民參與以強化服務遞送的廣度以及品質。
3. 擴增區域發展的影響性：未來區域發展有四個重要的趨勢：第一是超大
都市的形成；第二是區域決策權往更高層次流動，迫使公民放棄已經到手的自
治權，政治權力有往高層流動的趨勢；第三是行政區域的重劃與地方政府的重
整；第四則是因為基於區域的地方利益，在各方競逐下，由於缺乏權威性指
導，分工與合作將被對抗與妥協逐漸代替（歐信宏等，2004）。此一論點，亦
提供了區域聯盟對區域發展趨勢觀察的新方向。

參、研究設計
以下將分別說明本文研究架構、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途徑：

一、研究架構
本文以北臺區域發展聯盟與高高屏區域聯盟為研究對象，採取Pierre與
Peters 兩位學者分別於2000年及2005年提出有關治理的論述，① 配合Hulst與
Montfort（2007）兩位學者所提出影響城市間合作模式的因子，② 歸納整合出
治理行動、過程以及結果等三個比較面向的研究架構（如圖一）。

①

②

Pierre與Peters（2000, 2005）兩位學者於2000年出版有關治理的論著一書中將治理視為是
一種過程，亦是一種結構，同時更是一種分析架構。另外兩位學者又於2005年出版的論
著中，指出治理模型的三項基本構成元素：即行動者、過程與結果等。
Hulst與Montfort（2007）從合作機制、發展議題、合作範圍、任務類型、制度化程度、
合作程度、民主正當性以及區域發展影響性等各面向比較分析歐洲各大城市間合作的現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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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以次級資料分析（secondary data analysis）
為基礎，結合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並透過比較研究途徑進行聯盟治
理營運之比較分析。

針對本研究涉及之區域聯盟、區域治理、區域發展、區域整合、治理結構
等相關議題，蒐集國內外碩博士論文、國內外政府部門與學術單位的研究報
告、期刊等理論與經驗研究文獻，以及網路等相關實務資訊。
藉由文獻檢閱彙整的過程，由理論面分析區域聯盟制度的形成、演化，以
及治理結構，並以文獻分析獲得的初步基礎，作為深度訪談的問題建構。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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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政府部門公開之相關統計數據、會議紀錄等次級資料進行內容以及統計分
析，由實務面的事例、經驗進行歸納、推論等實證分析。

（二）深度訪談法
在深度訪談法的運用上，主要訪問聯盟成員中主要參與聯盟運作幕僚的單
位一級主管以及資深主要承辦人員，針對治理營運的訪談結果進行比較，以深
化政策執行面的建議。
1. 訪談對象選取：本研究針對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所有成員，每一縣市
政府原則各選取一名代表進行深度訪談，以了解每一縣市政府對聯盟運作的看
法，訪談對象的選取方式根據聯盟運作的基本架構，採取立意原則，選擇對
於聯盟整體運作接觸面最廣的幕僚小組成員為受訪對象，並以滾雪球方式藉由
推薦，選定12位資深參與者為受訪者，以提高代表性。12位受訪者在聯盟中的
幕僚角色均屬專門幕僚，除負責整體性的行政事務協調、例行性的議事庶務之
外，更與各主政議題業務單位間有互動協調的關係。再者，依據決策權力的大
小分成決策型幕僚以及服務型幕僚，決策型幕僚層級較高，在幕僚小組內具有
決策權力；服務型幕僚則以襄助及服務為主。而部份受訪者亦同時具有創始推
動者以及聯繫窗口的角色。受訪者資料及訪談提綱如附錄一、二。
2. 訪談大綱規劃：訪談大綱主要依據研究目的、研究架構建構而成，主要
包括治理行動、治理過程以及治理結果三大問題構面，核心問題的規劃除涵蓋
各構面欲了解的問題之外，同時也包含了聯盟運作評價的特性。例如，核心
問題中之「聯盟資源結構以及資源投入的回饋程度」主要在於了解聯盟治理結
構中的資源結構，同時也內含著聯盟成員對於資源投入的回應性評價，進一步
操作性地轉化為訪談提綱之「在此合作的機制下，縣市間資源依賴程度如何？
您所處縣市本身主要優勢資源（例如，政治力、經濟力、文化、特色產業、人
力、專業技術……）與其他合作縣市有哪些性質相同？哪些剛好相互依賴或相
互支援？資源投入的情形是否與其他縣市對等？貴縣（市）的投入可以在合作

Vol. 6, No. 2 / June 2009

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治理營運之比較 15

中得到適當的回饋嗎？可否舉幾個案例談談？」訪談大綱構面以及意涵規劃如
表一。
3. 研究訪談期間：2008年9月至2008年10月。
4. 資料處理及分析方法：個案編號方式採北臺區域聯盟受訪者取Northern
第一個英文字母N代表，高高屏受訪者取 KKP 第一個英文字母K為代表，北臺
受訪者編號則為N1～N9，高高屏受訪者編號則為K10～K12。訪談內容引述方
式採受訪者編號、題號、段落序號三段式編碼，例如（N4, 36, 1）代表的是該
段引述內容在逐字稿中，北臺聯盟編號N4受訪者，在第36題回答中的第1段。

三、研究途徑
本文主要採用比較研究途徑（comparative approach），透過制度的脈絡進
行質性的比較。比較研究途徑簡略的說，有兩大取向：即最大差異性與最大相

表一
問題構面

核
■
■

治理行動

■
■

■
■

■
■

■

治理結果

■
■

心

問

題

聯盟形成動機、壓力以及協力合作的因素。
北臺區域發展委員會（高高屏首長會報）運作模式特色、優點以及改
善作為。
聯盟資源結構以及資源投入的回饋程度。
成員參與情況、態度、誘因以及約束作用。
聯盟內部權力運作關係以及成員歸屬感。
聯盟合作的政黨影響性。
聯盟的政策與縣市政府施政計畫連結程度。
聯盟運行的法制化程度以及課責性。
聯盟長期持續運作的可行性與正當性。
公民參與的參與程度、參與介面以及參與限制。
聯盟間訊息流通的充分及透明程度。
聯盟對區域發展的影響性。

資料來源：本文規劃。

©

2009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

治理過程

訪談大綱規劃構面以及意涵

16 《臺灣民主季刊》第六卷，第二期
二期
期 (2009年6月)

似性個案解釋法。最大差異性是指尋找個案之間有最大的差異性，但有共同的
自變項影響了因變項，也就是存在兩個案之間共同變項決定了兩個案的共同因
變項。而本文採取最大相似性的比較解釋法，也就是在兩個最相似的個案中，
尋找差異的變項來解釋兩個案的不同結果。
據此，在比較研究對象選取基準上，係以聯盟的類型為主要的比較基礎，
並且選取臺灣現行具有制度性常態運作的北臺與高高屏二個聯盟組織進行比較
研究，比較的脈絡以制度開展、結構安排以及治理營運為主軸，透過比較研
究，分析不同的聯盟型態對於個別區域的發展以及治理趨向的影響。在臺灣區
域聯盟的研究上，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肆、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協力治理機制形成概述
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均為地方政府自主組成的聯盟組織，其協力治理機
制形成與運作分述如下：

一、北臺協力治理機制形成與運作
北臺區域聯盟係由北臺灣八個縣市所組成，成員包括宜蘭縣、基隆市、臺
北縣、臺北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和苗栗縣等。2003年由臺北市政府規
劃聯合北部區域縣市以擴大規模的利基，來突破全球化激烈競爭下邊緣化的壓
力，以轉進為具競爭力的「全球城市」，同時面對當時來自中央政府「重南輕
北」施政重點移轉的弱化壓力，而進行區域結盟。
2003年簽署「北臺區域發展合作備忘錄」，2004年簽署「北臺區域都市發
展策略聯盟備忘錄」，2005年成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2006年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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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2008），計畫性地逐步展開區域聯盟的合作。
北臺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為協商平台以及決策核心，縣市間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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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休閒遊憩、交通運輸、產業發展、環境資源、防災治安、文化教育、健康
社福、「原住民、客家族群及新移民」八大整合性議題跨領域、跨區域分工合
作。八大議題分由各地方政府主政，採「分組分議」原則運作，設立工作小
組，各組各自召開工作小組幕僚會議以及推動小組委員會議，統籌各議題的規
劃、協調、推行，同時也負責執行情形的追蹤，進以擴展出聯盟治理結構的型
態以及價值（曾淑娟，2008）。

二、高高屏協力治理機制形成與運作
高高屏區域聯盟係由南臺灣的高雄市、高雄縣以及屏東縣等三縣市所組
成。三縣市正式性合作共識的源起，最早溯及1996年3月26日高雄市政府主辦
的「首長及有關主管交換意見」會議，會中高雄市長吳敦義、高雄縣長余政憲
及屏東縣長伍澤元共同簽署發表「大高雄都會發展共同聲明」（高雄市政府，
1996），也開啟了未來三縣市首長會報的序幕，更為往後聯盟的合作奠定了重
要的基礎。
高高屏首長會報在1996至1997年間舉辦三次會議後，即因故中斷停擺。
直至1999年再由高雄市長謝長廷發起，邀集高雄縣長余政憲及屏東縣長蘇嘉
全三位首長共同重新召開「高高屏首長會議」，發表「高高屏區域聯盟共同聲
明」，強調區域合作、生態保育及永續經營的立場，同時決議未來定期由三縣
市輪流舉辦「高高屏首長暨主管會報」。

由各縣市先就需跨縣市共同合作或處理之相關議題，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及相關
業務單位先行規劃研擬議案。召開預備會議討論提案，再正式由主管會報決
議。會報所決定與決議合作事項，將由各相關主辦機關或單位負責推動，納入
相關預算執行，並視業務需要進行協調，由各縣市政府研考單位納入列管追蹤
（曾淑娟，2008）。三縣市政府在既有的科層組織業務功能架構，進行體制的
統合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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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治理營運趨同性與趨異性比較
分析
基於前述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分析架構，本文將就建立合作的機制、側
重的發展議題、推動合作的範圍、創新任務的類型、過程制度化程度、達成協
力的合作程度、聯盟運作的民主正當性及擴增區域發展的影響性等面向，進行
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協力治理營運比較分析，進一步探究聯盟治理的實質影
響及意涵。

一、建立合作的機制
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在不同的環境系絡下發展，聯盟的合作機制也回應
了環境的關連性因素，北臺與高高屏在合作體系、資源網絡以及府際運行等合
作機制的相同以及相異之處如表二，其特徵分述如下：

（一）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的共同點
1. 成員政黨一致性
政黨一致性提供了協商合作的基礎，兩聯盟正式密切合作均起始於聯盟成
員屬於同一政黨的時機，因為相同政黨大幅增加了彼此合作的信任感與共識
感，也降低了政治競合的干擾因素，因此合作的交易協商成本也大為減少，也
提供了聯盟形成的良好氛圍。
雖然北臺與高高屏區域合作形成之時，成員內首長政黨傾向並不一致，也
仍然建立起合作與協商的模式，但是終究無法形成緊密的夥伴關係，合作的深
度仍然有限，因此，其後真正形成聯盟型態要一直等到成員同屬一致政黨時才
有了密切的實質合作。
因此，區域合作初期，由於合作的程度並不深，政黨一致性並不是絕對的
影響因素，但是要尋求密切的共識結盟，政黨一致性則是必要考量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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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合作機制

資源整合

透過領域議題進行資源整合

透過個案進行資源配置

內部資源依賴

成長期成員政黨屬性一致（國 成長期成員政黨屬性一致（民
民黨）
進黨）

網
外部資源優勢

運

目前成員與中央政黨一致（中 目前成員與中央政黨不一致
央為國民黨）
（中央為國民黨）

協力組織

決策中心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高高屏首長暨主管會報

運作機制

每年召開1次委員會議

每4個月召開1次會報

制度化依據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 高高屏區域聯盟共同聲明
章程

協商平台

工作小組會議、幕僚小組會議 各機關的管考會議、預備會議

採分組分議方式運作，包括：
休閒遊憩、交通運輸、產業發
展、環境資源、防災治安、文
領域議題運作 化教育、健康社福以及「原住
民、客家、新移民」

以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方式運
作，包括：高高屏景觀橋樑推
動委員會、高高屏地區空氣品
質改善行動委員會、高屏溪流
域管理委員會、高高屏永續發
展委員會、大高雄水系活化推
動委員會、水系活化的小組

網絡型態

網絡型態較為嚴謹細密，合作 議題合作較具彈性
約束力較大

網絡規範

屬軟性規範，其約束範圍較高 屬軟性規範，其約束力較北臺
高屏廣。
區域寬鬆，較少操作性規範。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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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期成員與中央政黨不一致 成長期成員與中央政黨一致
（中央為民進黨）
（中央為民進黨）

宜蘭縣、基隆市、臺北市、臺 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1
北縣、桃園縣、新竹縣、新 直轄市＋2縣市）
竹市、苗栗縣（1直轄市＋7縣
市）

府

際

高高屏聯盟
次區域功能型（議題式）
偏重水平層次合作

源

絡

北臺聯盟
區域型整合式
屬於多層次合作

合作治理體系

資

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合作機制比較

20 《臺灣民主季刊》第六卷，第二期
二期
期 (2009年6月)

素，然而一旦打破政黨的壁壘，正式結盟並累積合作的基礎後，聯盟成為區域
資源配置的主要行動者時，成員在一個既定的聯盟架構下，未來即便聯盟內成
員政黨的分分合合，雖然可能影響成員的參與程度，但是卻不足以對聯盟的存
續產生威脅，因為在政治對立氛圍的趨緩、資源配置的政治現實、聯盟成熟運
作的引力，以及外部輿論的壓力等等因素影響下，政黨不一致的政治性因素恐
怕已不足以成為成員退出聯盟的理由，也不會是聯盟崩解的原因。受訪者N1、
N7、K12、K11、N9、N5、N4、N2均表示了政黨屬性已非聯盟存續關鍵因素
的看法。
未來各縣市首長政黨不一致的時候，會不會對聯盟或中
央政府產生對抗性，我們不清楚，但是看不出來有對抗的必
要性。你看○○○再怎麼樣，還是要跑到中國大陸去招商，
還是要和中央政府要錢，所以我看不出有退出的必要性，退
出就更要不到錢（N1, 28, 5）。
未來首長政黨屬性不一致，我認為聯盟應該還是會繼續
下去，一方面我認為以臺灣目前整個民主發展程度，我是比
較有信心了，二方面全球化或區域化的競爭明顯，大家也比
較能感受到，現在現實上的經濟成長，不管是哪一個黨，大
家都感受到了（N7, 15, 3）。
如果合作機制運作成熟，政黨不一致性對於聯盟合作的
不穩定性我認為是會降低。當時會有一點點停頓是因為剛開
始運作，而且當時的政治氛圍很強烈的，我覺得經過這幾
年，我們公民的素質一直有在提升（K12, 15, 3）。
未來各縣市首長政黨屬性不一致的話，基本上對高高屏
運作的影響不太，因為它不是因為顏色而組合的，而是因為
它的需要，都是因需求性而產生的，所以應該不會影響運作
（K11, 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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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如果各縣市首長政黨屬性不一致多多少少會，熱衷
度會減低，但是大概不至於退出，因為這個其實沒有政治色
彩，都是為了區域的競爭優勢才去推這個嘛，不是為了個別
利益均分（N9, 15, 5）。
當然如果聯盟的運作夠成熟，多少會降低政治的影響性
（N5, 15, 3）。
以後新的政黨，因為藍綠不同，那個時候他說他不加入
了，你覺得其他縣市選民、媒體會怎麼說這件事情。所以輿
論可能會是一個影響因素（N4, 38, 1）。
我個人認為政黨是否相同對聯盟的運作沒有絕對性的影
響（N2, 16, 1）。

2. 雁行的結盟型態：
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均由實力最強的直轄市帶頭發起，北臺由前臺北市
長馬英九倡議，高高屏聯盟的積極運作則由前高雄市長謝長廷帶領開展，此種
由一個資源、能力都顯然較具優勢的直轄市來帶動其他縣市結盟，顯示在區域
聯盟中，具有核心能力的大城市的確能發揮雁行的領航效果。
北臺聯盟雖然各縣市權利對等，決議也採共同決策為之。但是遇到爭議性
協調，以及資源的協助運用上，則可明顯看出臺北市政府的領導地位，尤其在

自身的資源優勢之外，還有來自成員認同下所形成的權威性，對聯盟治理結構
的調整與協調具有關鍵影響力。
而高高屏聯盟的運作，從一項跨域治理機制的調查中看出，高高屏三縣市
公務人員中有54.6%的比例認為高高屏區域分工應以高雄市為核心，高雄縣與
屏東縣各自分工（吳濟華、柯志昌，2007）。這項調查也反應出高雄市主導地
位的權力來源，主要是基於直轄市的資源優勢，而非實質權威性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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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文的深度訪談中也可以觀察高高屏三縣市受訪者對高雄市權威性的反
應如下：
在高高屏的運作上，各縣市權力上是公平對等的，並沒
有所謂的意見領袖，但是感覺上，高雄市可能還會覺得高人
一等，但是並沒有絕對的影響力。決策的過程大家都能自由
表達意願（K10, 11, 1）。
資源的投入是不對等的，因為高雄市是直轄市就要多付
一點，那市長有時候也覺得沒關係，如果是三縣市有關的部
份我們還是會協助（K11, 2, 2）。
基本上三個縣市政府是對等的，但是他們會認為高雄市
你是老大哥，老大哥基本上要多付一點。但有時候多付一
點，議會也會有意見（K11, 11, 1）。
因此，直轄市的領航角色是確定的，但是在不同文化系絡下，對於聯盟成
員的協助以及對聯盟整體投入的影響性則有所差異。同時，聯盟的穩定運作，
往往還需視成員互動下，對於直轄市所產生的權威感、認同感，以及自願性協
力的態度而定。

（二）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的相異處
1. 運作及決策
北臺以「區域委員會」為決策中心，從分組議題落實方案執行，促進聯盟
協力合作。其訂定《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章程》，作為聯盟運作的制
度性規範，並由學者專家擔任一般委員，正式納入聯盟運作，同時具有諮詢以
及政治監督的功能。但是專家多出席委員會議，在工作小組中最迫切的諮詢性
需求上，似乎未能顯現，受訪者N6及N9特別如此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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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目前會聘請二位專家學者參與，但參與較多是在
副首長會議或成果展的研討會，較少參與分組的工作會議
（N6, 6, 1）。
每一個議題有另聘專家學者擔任委員，我們非常希望每
一次分組會議他們都能參與，給我們一點意見。……，但是
我覺得我們的專家學者大概都很忙，我們發開會通知，他都
沒辦法實際參與，參與度沒有很高（N9, 3, 6）。
高高屏由縣市首長共同發表聯盟共同聲明，以「首長暨主管聯繫會報」為
決策中心，以議題討論為導向，由各縣市政府提案，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及業務
單位先行規劃討論，確定合作計畫以及運作方式。其專家的參與較不具正式
性，而是採取視需要參與的彈性作法，對於聯盟運作的諮詢性較高。
參與公共決策的部份，我們會邀請一些專家學者來擔任
縣政顧問，讓他們可以加進討論，……，讓他們的意見可以
進到公部門的政策制定裡面，或者委員會裡面，我們也會讓
他們有機會參與（K12, 5, 3）。
北臺將專家學者納入制度結構中，而高高屏採取的是彈性參與的機制，因
此對於專家參與的性質以及主要參與介面的差異也影響了專家學者在聯盟中協
力參與的功能性。由此看來，專家學者參與介面、時機以及正式性同時影響了

的重點。

2. 府際網絡型態
聯盟的府際網絡特質，即在各個實力相當的行動者所組成的網絡中進行協
力合作，且聯盟中所有的行動者在特定的活動有著共同的利益，進而採取共同
的策略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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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參與的效能，但是深化實質參與的誘因可能是北臺與高高屏同時必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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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聯盟係由八個地方政府形成共同治理網絡，在計畫目標的界定上，具
有核心權威的特質，設有共同的願景、目標以及角色界定，並藉以與不同的政
府和參與者展開策略性的互動。在實際運作上，由政策領域分組發展，各組由
業務幕僚為核心結網者，跨越縣市政府行政疆界，將同一領域各縣市業務機關
串連在一起，交織成北臺府際合作網絡。
高高屏區域聯盟由三個地方政府形成區域治理網絡，合作的議題以解決個
案問題為導向，由各縣市政府提案，並達成共識，再由各業務主管機關協調進
行分工，經首長會報決定後執行，議題合作較具彈性。實際運作上由三縣市計
畫單位擔任幕僚，各自對府內各業務主管機關，而各縣市同性質的業務主管機
關在合作的議題上再進行橫向聯繫，其府際網絡基本上來說，仍屬於層級性三
足鼎立的府際網絡型態。
二聯盟相較之下，北臺的網絡節點較多，且賦予各議題主政縣市結網的機
制，節點間的協調與互動更為頻繁密切，網絡型態較為細密，蘊藏了較大的協
力潛能效果，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增加聯合行動的複雜性，因此如何提升網絡成
員間的信任感，如何運用制度性規範，以保持網絡的長久等，都是二聯盟網絡
治理重要的關鍵。

3. 與中央政府的政黨歧異性
高高屏聯盟成立當時三縣市首長均為民進黨籍，且與中央政府同黨，在共
同資源的取得上較北臺容易；北臺則由反對黨的國民黨執政縣市組成，反而在
共同危機感下凝聚力較高高屏為高。時至今日，政黨歧異性出現逆轉的情勢，
2008年之後，北臺與中央政府成為同一政黨，而高高屏則與中央形成政治歧異
的局面。
如此政治的情勢逆轉影響了資源配置的消長，也為聯盟各自帶來政治的機
會與威脅，同時成為聯盟轉型的關鍵。在此刻的政治機會下，北臺在策略上積
極引進中央政府的介入以取得支持。而高高屏在威脅中，逐漸提升與南部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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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的互動性，希望透過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的中介功能，重新建立中央與
高高屏聯盟的政策網絡，但是由受訪者K10、K11與K12的訪談中，在成效上仍
透露出不同的預期。
高高屏聯盟……透過慢慢轉型，我會覺得它是一個很好
的溝通協調平台，而且現在我們加上了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簡稱南服中心），南服中心進來的話對於我們整個高雄區
域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南服中心是一個協助我們跟任何角
度跟中央爭溝通（K11, 14, 1）。
南服中心還是擔任配角的角色，他們一直沒有直接參與
高高屏，手上也沒有行政資源，我們也很好奇中央到底賦予
南服中心多大的權限，他有沒有能力來主導，我們倒是覺得
何美玥在的時候是最棒的。當時何美玥辦公室都會主動了解
提案辦理到什麼程度，要她幫忙什麼事，要到院會說什麼，
所以何美玥辦公室做得非常好（K12, 14, 4）。
南部聯合服務中心並沒有辦法發揮協調的功能（K10, 7,
1）。

二、側重的發展議題
以下將就議題責任分工的差異、優先發展議題的差異、議題與施政嵌合的

（一）議題責任分工的差異
北臺在提昇生活品質、維護公共安全、創造社會福祉、展現行政效率、促
進經濟發展五大願景下，對於區域發展議題，設定休閒遊憩、交通運輸、產業
發展、環境資源、防災治安、文化教育、健康社福以及「原住民、客家、新移
民」等八項政策領域議題，並依各縣市進行任務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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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進行發展議題之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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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屏則以 1.推動高高屏區域捷運路網之興建；2.爭取第三座科學園區之
設置；3.新增大學及研究中心；4.營造社區及地方產業特色，促進區域產業之
整合與發展；5.建立跨縣市治安合作機制；6.共同處理區域性環保污染問題；
7.改善市縣交界公共設施銜接與配合；8.爭取新高雄國際機場之設置；9.聯合整
治河川污染，澈底改善飲用水品質；10.塑造海洋文化新風貌，建構海洋遊憩帶
等十項目標進行相關議題討論與合作。在議題領域的綜合規劃上較不具整合性
分工，多半透過個案計畫的內容進行協調性分工。
北臺與高高屏議題分工的差異性，影響聯盟內各成員內部對合作議題的參
與性，北臺之縣市分工，確立績效產出的責任歸屬，主政縣市對於賦予的任務
將內化為本身的業務，也會迫使其以區域為範圍，思考合作的機會以及議題，
有助於區域性議題的開展。高高屏則對於生活圈問題改善的針對性較高，但是
受限於合作範圍較無法促使內部成員積極開拓區域合作的範圍。

（二）優先發展議題的差異
北臺依政策領域進行議題及政策規劃，並由短期合作進而發展中、長期合
作；高高屏以問題解決為重心，較偏向短期合作型態。經由北臺2006至2008
年77項行動方案（新竹市政府，2008；新竹縣政府，2006a, 2006b；臺北縣政
府，2007a, 2007b），以及高高屏自1999年1月至2008年3月止72項合作事項（高
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8），分析議題發展的特性。
由兩聯盟在各政策領域協調合作的議案對總議案所佔的比例來看（表
三），北臺以「原住民、客家、新移民」、交通運輸、健康社福以及產業發展
四項為優先議題，比重分別為19.5%、18.2%、15.6%以及14.3%；高高屏則以
交通運輸、環境資源、健康社福以及產業發展四項為優先議題，比重分別為
為
19.4%、18.1%、15.3%以及12.5%。
可見，北臺與高高屏均同時著重交通運輸、健康社福以及產業發展等議
題，而高高屏尤其還偏重環境資源的議題，也適以反應高高屏對於水資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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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污染問題解決的急迫性，而北臺規劃了原住民、客家、新移民的新議題，則
是高高屏所缺乏的。

（三）議題與施政嵌合的差異
聯盟縣市間施政目標的一致，將使得縣市施政鑲嵌進入跨域合作的領域，
而使得施政的範圍擴大。在整合規劃下，單一縣市可能以較少投入獲得較大的
施政利益，邊際報酬亦可能提升。二聯盟在政策議題與聯盟個別施政的符合度
上，呈現出差異性，其差異的來源主要與合作機制有關。
北臺議題的產生，由各主政縣市邀集各成員業務單位共同討論，各成員縣
市則以各自施政白皮書為基礎，彼此協調找到共同可行的方案進行合作，因此

表三

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發展議題比較
北

政

策

領

域

項

數

臺

高

佔議案比例
（%）

項

數

高

屏
佔議案比例
（%）

8

10.4

6

8.3

交通運輸

14

18.2

14

19.4

產業發展

11

14.3

9

12.5

環境資源

7

9.1

13

18.1

防災治安

5

6.5

3

4.2

文化教育

5

6.5

7

9.7

健康社福

12

15.6

11

15.3

原住民、客家、新移民

15

19.5

—

—

公務行政

—

—

6

8.3

整體發展

—

—

3

4.2

合

77

100.0

72

100.0

計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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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遊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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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的議題方案必定符合個別施政目標。9位受訪者均一致認為聯盟議題與施
政是嵌合的：
我們合作之初就會請地方政府把政策白皮書拿出來，然
後攤在一起談合作，比如交通動線的連結，有衝突的地方就
交到工作小組討論，我們有一個決議就是，跨縣市議題的部
份才拿到這個聯盟來討論（N1, 20, 1）。
聯盟的決策不會有和縣市施政不一致的情形（N2, 9,
2）。
我們就以景觀綱要計畫的總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山水、文
化、宜居城。在北臺的運作上也是配合相關的計畫來做提
案，或者將北臺合作的計畫討論後，再納到施政計畫裡，不
會有不一致的情形（N3, 9, 1）。
還好，因為一般來講目前我們幕僚對決議的內容都會先
協調（N4, 28, 1）。
不會有與施政計畫不一致的情形，因為各議題組提出的
議題都是和自己縣市的施政方向相契合，我覺得這樣子的推
動策略，是他們所認同的，那推動起來也比較有意義（N5,
8, 2）。
各縣市的合作方案會先考慮到自己的施政目標與原則，
並以此為合作的基礎，如果合作縣市彼此方向一致，就會形
成工作項目。所以基本上不會有合作方案與縣府施政目標不
一致的情形（N6, 8, 1）。
是可以一致沒有問題，我們縣裡面對於單一議題，如果
說一縣來做的範圍總是比較小，如果再經過其他縣市提出他
們不同角度的看法之後，一定會把我們的包含在內（N7,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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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八縣市的合作它不是侷限在縣市運作，而是可以考
慮到地理條件，或整個生活環境做為區隔，……以這樣角度
來看，施政的內容項目在北臺合作的議題都有，問題在於
……怎麼把原有各縣市做的做調整，……互相來做搭配，…
…，因此在目前的機制下是不衝突，但是可以強化順序及內
容的區隔及調整（N8, 8, 1）。
聯盟的政策與縣市政府施政目標的符合性其實是蠻高
的。……目前沒有與施政計畫不一致的情況（N9, 8, 1）。
高高屏聯盟的議題與成員個別施政目標基本上也是符合的，原因及關鍵如
受訪者K11 及K12所表示：
通常變成決議後會跟施政計畫做連結，也有一部分本來
在施政計畫就有的，比較沒有決議與施政計畫不一致的情
形，因為預備會議時就會很明白地顯現（K11, 8, 1）。
基本上三縣市提出來的東西都會依據目前施政遇到的困
難，或者未來想到推動的事項，需要其他兩個縣市一起來幫
忙，所以基本上一定是契合縣市的施政目標，不會有與施政
不一致的情形（K12, 8, 1）。
但是也有成員表示，在各項合作的個案中，有些屬於規模較小的計畫，則

高高屏首長會報中的合作提案的計畫預算規模差不多是
一、二百萬的案子，所以與整體施政計畫未必一致的（K10,
8, 1）。
綜合上述，在議題與施政嵌合度上，北臺聯盟各成員的施政與聯盟的議題
是一致的，而高高屏則視各成員情形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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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是施政的重點。如受訪者K10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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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合作的範圍
以下由合作範圍的觀點，進行北臺與高高屏聯盟的服務遞送的方式分析，
以比較二聯盟組織走向。

（一）北臺區域聯盟落實由單一目的朝向多重目的合作
由北臺歷年來累積的行動方案分析，北臺在個別議題內的行動方案多屬於
單一目的合作型態，例如休閒遊憩議題內的「整合規劃北臺區域休閒遊憩系統
網絡」、「建立旅遊資訊連結平台」、「整合腳踏車道系統」、「建立跨縣市聯合
航線審議機制平台」等屬於單一目的合作型態。
另一方面，以八個議題的整合來看，整個聯盟的整體合作方案，則具有
多重目的合作特徵，藉由防災治安、休閒遊憩、產業發展、健康社福、「原住
民、客家族群與新移民」、文化教育、交通運輸以及環境資源等八大議題的合
作達到：1. 創造優質生活，邁向健康安全、生活高品質之北臺共同生活圈；2.
整合山水資源與市民社會力量，建構「永續北臺」生態環境；3. 建構北臺區域
協調推動機制，以利區域治理等等促進區域成長等多重目的。
聯盟在單一目的以及多重目的的合作範圍內，服務遞送均以鬆散性策略合
作方案進行。然而，目前由營建署主導下所進行的北部都會區域計畫，雖然透
過地方自主性方式達成協商，但是未來要落實執行，已非策略型態的鬆散組織
所能達成，因此具有計畫審議權以及經費決策權的區域治理組織的形成即成為
趨勢。

（二）高高屏區域聯盟持續深化單一目的合作
高高屏區域聯盟多半以個案方式推動合作，合作的類型也以單一目的合作
案為主，例如「改善大高雄地區飲用水問題」、「設置橫跨高屏溪之各座公路
橋樑兩端路檢設施及監視系統」等。其後為落實執行，則視需要以委員會的方
式運作以深化的合作議題，例如「高高屏景觀橋樑推動委員會」、「高屏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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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管理委員會」、「高高屏地區空氣品質改善行動委員會」、「大高雄水系活化
推動委員會」等。
多重目的合作型態則僅有「高高屏永續發展策略規劃」屬於多重目的區域
整合型的合作，但以目前「高高屏地區永續發展委員會」分為環境資源組、生
活福利組、產業交流組、健康風險組、生物多樣組幾個議題功能組看來，區域
合作範圍的涵蓋性仍然有所偏重，而未達全面性。

（三）比較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合作趨向
由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的合作範圍分析，北臺區域聯盟的合作範圍將以
單一目的合作為基礎，透過北部都會區域計畫的整合，而逐漸朝向多重目的合
作型態落實。合作的組織也可能在中央及聯盟共識下轉型為區域建設委員會，
以解決轄區管轄權割裂的問題。
高高屏區域聯盟的合作趨向則以持續深化單一目的合作為主，在服務遞送
機制上，則由首長暨主管聯繫會報此種多重目的鬆散性的機制進行方向性決
策，進而分化出具單一目的的委員會組織，以深化議題的合作。

四、創新任務的類型
（一）解析合作任務的類型
由區域合作的任務類型來看，可以分為服務遞送以及政策規劃。不論是服
務遞送或是政策規劃，跨地方區域的任務規劃均須透過區域間或縣市間共同的

激發了新的政策網絡制度產生以及歐洲結構基金計畫中統籌補助促成員國解決
城市間問題的跨域問題（Hulst and Montfort, 2007:214-16）。另一方面，在跨域
合作的領域中，事務協調與政治協商同樣是影響聯盟合作的重要因素。
北臺與高高屏的區域合作，包含了服務遞送以及政策規劃的任務類型，同
時在跨域共同治理的協力機制下，除了事務性的協調之外，更受到政治協商的
結果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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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構建合作任務的模式
北臺與高高屏的區域合作，包含了服務遞送以及政策規劃的任務類型，同
時在跨域共同治理的協力機制下，除了事務性的協調之外，更受到政治協商的
結果影響。將任務類型以及協商層次進行交叉分析，並依據合作的特徵以及協
商的困難度歸納出四類區域聯盟合作任務模式（如表四）：

表四
任務類型

服務遞送

協商層次

事務協調

區域聯盟合作任務模式
政策規劃

第1類
特徵：
單一合作目的
協調困難度低
合作程度淺

第2類
特徵：
多重合作目的
協調困難度中
合作程度中

北臺案例

北臺案例

「連結出院準備服務與長期照
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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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屏案例

高高屏案例

共同合作編撰「高雄社會史」
、「高雄文學史」、「高雄美術
史」

高高屏空間資源跨域整合策略
規劃

第3類
特徵：
單一合作目的
協調困難度高
合作程度高

第4類
特徵：
單一合作目的
協調困難度最高
合作程度最高

北臺案例

北臺案例

新竹縣市垃圾焚化案

北部都會區域計畫

高高屏案例

高高屏案例

故宮南院設立案

高高屏永續發展策略規劃

政治協商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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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務遞送—事務協調型（第1類）
服務遞送是區域合作最初期的目的，而事務協調是合作的基礎層級。因
此，在工作複雜、成員多樣的區域聯盟合作組織中，服務遞送—事務協調型是
最容易促成合作的機會，也較容易達成合作共識的合作任務，因此，最適於聯
盟協力治理初期作為合作的基石，尤其是成員數較多的聯盟。此類合作任務模
式具有單一合作目的、協調困難度低、合作程度淺的特徵。

2. 政策規劃—事務協調型（第2類）
在區域聯盟的運作中，政策規劃影響著成員的資源配置以及成本分擔，因
此在區域政策規劃的協調較個案服務遞送顯得困難，爭議性也較高。
政策規劃—事務協調型的合作任務類型，其對於區域合作的影響性大，但
是協調的層級不涉及或未達政治性協商的階段，協商的性質較趨向理性客觀，
協商對象多為專業性的技術官僚，協調的衝突性不高。此類合作任務的達成較
第1類服務遞送—事務協調型困難，也需要更高的協商技巧，但是可以成為區
域整體規劃的前置合作類型。

3. 服務遞送—政治協商型（第3類）
服務遞送多與民眾有直接關連，如果遞送的服務對於聯盟成員具有重大利
益或該項服務具有敵對性，則可能將合作協商層次由事務協調推向政治協商，

鋸。此類模式，影響決策的因素來自政治力強度的對稱性，以及遞送服務的替
代性。如果雙方的政治力相對稱或遞送服務具有高度替代性，則彼此有更多的
議價空間。

4. 政策規劃—政治協商型（第4類）
聯盟合作中的政策規劃—政治協商型，因為涉及區域性規劃，對於個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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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以及區域整體發展具有高度的影響性，而政治協商所面臨的協商難度又相對
較高，因此此類型是四類合作任務模式中最困難的類型，但是一旦達成協商也
將是合作程度最深的類型。

（三）比較北臺與高高合作任務模式
不同的合作任務模式代表了合作的任務類型、協商合作的難易度，以及所
呈現出的合作深度。在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的合作歷程中，可以觀察到合作
任務的重點以及合作模式的轉型路徑，並藉以觀察未來聯盟合作的發展性。

1. 北臺合作任務模式的重心與發展路徑
北臺區域聯盟的合作任務模式重心以服務遞送—事務協調型為最多，佔所
有合作方案的77.9%，其次為政策規劃—事務協調型佔16.9%，再其次為服務
遞送—政治協商型，佔3.9%，最少的為政策規劃—政治協商型，佔1.3%（表
五），由此任務模式的集中分布情形看來，易合作的服務遞送—事務協調類型
為合作的重心。而由政治協商的比例明顯小於事務協調的情況看來，政治協商
顯然在合作的任務來說顯然較不易被採納。

表五

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合作任務模式集中狀況比較
單位：%

合作任務模式

北

臺

高 高 屏

1. 服務遞送—事務協調型

77.9

56.9

2. 政策規劃—事務協調型

16.9

26.4

3. 服務遞送—政治協商型

3.9

11.1

4. 政策規劃—政治協商型

1.3

5.6

100.0

100.0

合

計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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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合作任務的發展路徑觀察，北臺採取的是區域整合規劃的觀點，定出
主要議題以及分工，因此合作議題是一種政策規劃下的結果，其協商的運作主
要在事務官層級。因此，北臺合作是從政策規劃—事務協調型（第2類）的合
作任務模式開始發展，繼以透過策略規劃的方式，藉由議題工作小組的討論以
及協商擬定行動方案，且為了降低政治性干擾，各領域議題下的行動方案，以
較不具爭議的服務遞送為主要合作任務的內容，因此具有服務遞送—事務協調
型（第1類）的特徵，整體規劃中也出現服務遞送—政治協商型（第3類）與政
策規劃—政治協商型（第4類）。
值得關注的是，目前在北臺區域聯盟的架構下正進行北部都會區域計畫的
規劃案，因涉及區域內各縣市成員的發展方向以及未來的資源配置，因此在競
爭間調和的困難度頗高，目前的協商方式則採取事務協調與政治協商並進的方
式進行互動規劃。未來此一以北部區域為範圍的空間規劃一旦確立，將為未來
區域成長以及區域內各成員的發展帶來重大影響。

2. 高高屏合作任務模式的重心與發展路徑
由高高屏的合作成果來看，合作任務集中在服務遞送—事務協調型，佔所
有合作成果的56.9%；其次為政策規劃—事務協調型，佔26.4%；再其次為服務
遞送—政治協商型，佔11.1%；最少的為政策規劃—政治協商型，佔5.6%。分
布趨向與北臺任務模式的重心有相同。

式，顯現出發展的瓶頸，無法產生新的合作議題。
而第3類型的合作任務模式因為牽涉到政治性協商的案件，且多因個別利
益難以妥協，因此多半擱置協商而各自競爭或交由市場機制決定，例如高雄縣
市對於故宮南院設立以及遊艇產業的競爭。
第4類合作任務模式的發展，除了規模較小的個案如「型塑南臺灣科技走
廊」以及「推動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延伸至高雄縣」等之外，目前在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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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高高屏永續發展的基礎架構，但是範圍僅限於高高屏區域，未擴及到南部
區域，且目前仍處於策略規劃的階段，尚未落實於計畫的執行，因為區域政策
規劃所涉及的事務性協調較易達成，但是到了要真正落實，則面臨政治資源協
商的難題，縣市政府很難以自發性協商的方式達成區域政策性的規劃。
而若中央主導規劃，如營建署推動南部都會區域計畫，則尚缺少一個可以
協商的平台，因為南部區域計畫範圍將含括南部各縣市，高高屏首長會報的規
模未能涵蓋，因此未來可能借重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為協調的平台，但是有更多
縣市參與下的政治協商共識性建立更為不易，也是政策規劃—政治協商型的合
作任務之所以是困難度最高的原因所在。
由合作任務模式分析，北臺與高高屏的任務集中趨勢均相同，以服務遞
送—事務協調型最多，其次為政策規劃—事務協調型、服務遞送—政治協商
型，最少的為政策規劃—政治協商型；由此顯示出，政治協商是影響區域聯盟
合作的重要影響因素，也是最待突破的關鍵。

五、過程制度化程度
北臺聯盟的政策運作屬於一種網絡的型態，各議題領域的政策協調主要透
過網絡來整合，因此結構型態較為鬆散。但從《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
章程》的組織性來看，縣市成員間的合作仍具有正式協議的意義，在政策協商
以及決策程序上也同樣具有整合性的制度化特徵，但是由於北臺的參與範圍
較廣，管理的複雜度較高，管理成本也高，因此為免成本內化，形成協力的阻
力，則對於縣市合作主結構下的各工作小組次結構組織採取彈性的運作策略，
也因此產生主結構較嚴謹，而次結構鬆散的制度化程度的差異性。
高高屏聯盟在高高屏區域聯盟共同聲明中，正式明訂成立高高屏首長聯繫
會報，其個案協調的方式，較偏向政策網絡的型態，並且隨著個案性質，決定
參與協力的業務單位以及協調模式，需要長期運作的議案則成立新的委員會來
運作，且另訂設置要點以為運作的依據，例如高高屏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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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高高屏聯盟的主結構以及次結構制度化程度都相對較高。
因此整體而言，從組織的控制、監督來說，北臺與高高屏在制度化的程度
上，適足以反應出環境的適應性。目前看來高高屏制度化程度是較北臺為高，
但是以正式化的趨勢來作比較，北臺在2008年以後積極引導中央政府的參與，
當中央政府一旦介入，有預算出來，各縣市政府可能在這個場合爭取到更重要
的位置，原則上就必須走向法制化處理。未來在政策網絡的型態下，將可能透
過中央的計畫，而形成多樣的正式性協議，至於是否成為常態性組織，在成員
（N1、N2、N4、N8）的訪談中也出現相當的認同與預期：
……現在在區域計畫法就可以准許成立區域計畫委員
會，要中央進來，有預算及決策能力，將來地方合作的方
案，我就送到這個委員會去審議，它有預算執行配合能力。
……，所以我贊成成立區域計畫委員會（N1, 27, 2）。
我是覺得區域計畫法的規定可以去籌組區域委員會，
我是傾向由那個方式去運作比較洽當，因為它有個法源在
（N2,15, 1）。
我建議如此，起碼有一些功能性的要先成立都會型委員
會或政府組織，從中央政策的推動與地方政府的協調我覺得
就非常適合，比如交通、流域治理，這個部分中央其實都可
以和地方合作成立一個委員會，那這個委員會是有行政法人
比未來法制化或加幾個政府更為可行（N4, 43, 1）。
我贊成區域委員會型態的運作，因為這是一個在法制外
有一個對將來計畫確保可行性（N8, 3, 5）。
因此，未來若北臺在北部都會區域計畫訂定後，則北臺聯盟將有可能在各
方推動下，出現一個制度化最高的常態性組織－區域建設委員會，以回應各縣
市新的需求，因此北臺未來的制度性可能高於高高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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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達成協力的合作程度
聯盟的組成係脫離個別自主性而進入縣市合作的結盟型態，但是成員縣市
間尚未到達縣市合併成單一機構的程度，因此聯盟實際的運作落在Christensen
（1999）指出的協力合作光譜的中間段，也就是交換資訊、共同學習、評估與
討論、共同計畫、共同負擔財務支出、聯合行動、聯合開發等七個階段，基此
本文分析北臺以及高高屏各項合作議案執行內容及性質，比較兩聯盟的府際協
調合作程度（如圖二）。
北臺在合作協調上，所採取的方式最多的三項方式依序為共同計畫
（35.3%）、交換資訊（22.1%）、共同學習（13.7%）；高高屏合作協調方式
最多的三項方式依序為共同計畫（40.7%）、聯合行動（25.3%）、評估與討論
（16.51%），其中，在共同計畫中，有一大部份的議案內容在聯合提出相關的
建議，以及爭取中央政治資源的支持。
高高屏較偏向合作程度較高的方式，而北臺則尚維持在較淺層的協調
領域，然而因為高高屏至今已持續運作8年半（1999年起），而北臺則為3年
（2005年8月開始合作方案執行），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假設，長期的合作有助於

圖二
資料來源：曾淑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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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程度的深化，當然此假設仍有待後續更進一步檢證。另外，兩者在共同負
擔財務以及聯合開發上均有待突破的困境。

七、聯盟運作的民主正當性
就北臺聯盟對區域的代表性而言，北臺聯盟透過共同治理結構，讓八縣市
在平等的機會下表達各自的意見及立場，再藉由委員會架構的意見統合，所產
出的共識是具有北臺區域的代表性。而其對成員的代表性上，由於參與成員
多，多樣性及複雜性高，因此其代表性廣泛且具有多元的特質，也由於各成員
對於聯盟的共識及認同參與度不一，聯盟對於成員的代表性也有不同。換言
之，因為參與度高對於聯盟的影響性也高，因此聯盟的決策對於參與成員來說
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也就是聯盟的決策能代表各成員的需要。相反地，如果對
於聯盟沒有認同感，則代表性自然薄弱。
而高高屏區域聯盟的代表性則來自三個具有利害關係團體成員的認同，聯
盟的決定也代表了參與成員的權利。因此，如果參與成員都非常高度參與聯盟
運作，則聯盟的代表性即可提升。藉由各縣市輪流辦理高高屏首長會報的方
式，增加縣市參與的介面，也提高聯盟對於成員的代表性。再加上高高屏以共
同生活圈為範圍，其跨域服務遞送或是政策規劃也同時代表著該區域的需求。
因此高高屏區域聯盟對於成員或生活圈中的民眾而言，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地方政府自主性形成區域聯盟，對於聯盟成員而言，在聯盟可以自由表達

尤其北臺聯盟是由事務官發起自我組織而成，更透過由下而上的運作自我強
化，進而達到自願性的協調。相較於高高屏的形成，係起因於首長的合作意
識，再由上而下地發展出聯盟型態，其權力決策也多集中在縣市首長，因此，
在政治民主性上，北臺是優於高高屏的。
在公民參與的情況，因為二聯盟均較偏向縣市間政府部門的合作為主軸，
而且各成員間對公民參與的效能看法並不一致，因此提供公民參與的介面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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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北臺聯盟現階段由於運作的時間尚短，地域範圍較廣，公民以北臺為
共生的概念不易凝聚，也未能了解參與的意義，對公部門而言，則因為合作的
議程尚未進行到需要公民參與的階段，因此公民參與只出現在少數個案中。
高高屏聯盟在公民參與上，則是透過提案來擴大公民參與的議題，包括世
運的志工參與、教科書選用的意見諮詢等。而更多時候的公民參與是反應在個
別縣市的施政上，例如公共建設計畫下的公聽會、民意調查等等，而且將視施
政的議題而定。
因此，在機制的規劃概念下，北臺區域聯盟較高高屏區域聯盟均有提升民
主正當性的思維，然而高高屏卻因為長期以來的生活圈型態，透過公民共同的
感知，相當程度地強化了高高屏聯盟的民主正當性。
就參與的問題性質分析，公民參與聯盟的共同問題多半複雜度高，且涉及
共同利益以及個別利益的拉鋸，在解決以及協商共同問題時，尤其是大家都排
拒的鄰避設施，公民容易陷入個別利益深化的本位立場而形成協商僵局。因此
在聯盟中，公民的代表性所代表的範圍以及代表的主體上都將受到質疑，甚且
知情的公民也不容易找尋與界定，普遍性的參與可能使得民主正當性陷入聯盟
決策的流動性陷阱中。
再就課責性來說，北臺與高高屏同屬策略性聯盟，成員間並沒有強制性的
約束力量，只有透過共識、默契、共同承諾、透過成果公開展示的比較機制，
或是形成首長同儕的施政壓力等非正式的課責為主。但是高高屏在形成決策的
合作事項追蹤上則較北臺為嚴謹，其透過各成員內部管考會議自行追蹤管制，
也透過預備會議的平台對於列管事項的執行情形進行討論，三縣市同意解除追
蹤的案件才會結案，以確保三縣市均負起執行的責任。
因此整體而言，在成員的政治代表性上北臺與高高屏二聯盟是相當的；在
形成的政治民主性上，則北臺優於高高屏；在公民參與的代表性上，高高屏因
為生活圈密切互動之故，所以代表性較北臺聯盟為高；在聯盟的課責性上，高
高屏也較北臺有較正式的課責機制，雖然正式性與非正式性的課責效果未定。

Vol. 6, No. 2 / June 2009

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治理營運之比較 41

然而依現況而言，北臺與高高屏在不同面向則顯現出不同程度的民主正當性。
至於整體民主治理的正當性來說，北臺領域議題的多中心化治理型態，則更符
合民主治理的正當性。

八、擴增區域發展的影響性
以下將從蓄積區域的政治量能、聯盟治理的善治趨向、提升區域的競爭力
三個面向分析聯盟擴增區域發展的影響性：

（一）蓄積區域的政治量能
北臺、高高屏屬於兩種不同運作型態的策略聯盟，透過不同的體系、資源
配置、運行結構、參與、互動以及決策等結構，在治理的行動、過程以及結果
等面向上衍生出聯盟共同治理的協力基礎以及區域發展量能。
北臺整合八縣市的區域範圍，在治理的幅度以及治理的關係上，已逐漸朝
向超大城市的型態趨動，但是超大城市中所發展的多中心或多元結構特徵，要
進行區域空間的規劃調整，其本身的調整動能是不足的，必須透過更具權威的
行動者來主導，方為可行。適時，內政部營建署刻正研訂北部都會區域計畫，
為區域空間資源配置的調整提出重要的支撐，以及後續帶動中央資源挹注的發
展能量。不同於過去區域計畫，其最大的突破是以北臺區域聯盟的機制進行先
期協商與共同討論，大幅提升了區域規劃的效能，也提高了計畫執行的可行

在區域決策權的流動上，北臺目前主要定位在整合協商治理的平台，並沒
有經費預算以及計畫審議的權力，基本上實質的決策權力，仍然掌握在各縣市
首長的手中，因此決策權並沒有向上流動到區域發展委員會的現象。然而如前
所述，未來如果區域計畫訂定後，則可能在區域的架構下，統整成立具有實權
的區域建設委員會，如此區域決策的權力才有向更高層次流動的趨向。
北臺聯盟對於行政區域的重劃以及地方政府的重整，提供了合作的經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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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任的基礎，在政治權限的根本上，聯盟是不具直接趨動以及控制的能力。
例如過去連戰先生倡議過成立區域政府的重整提案，但在聯盟內部卻因政治現
實的認知而沒有過多的期待。受訪者N1、N3也認為：
區域政府的部份則會牽扯到民意代表的改組，會面臨更
多的政治問題（N1, 27, 2）。
以北臺範圍來成立區域政府的話，我想中央是不會同意
的，最多也是都會區啦（N3, 17, 4）！
但是2008年新任總統馬英九推動三都十五縣的政見，卻為北臺聯盟運作帶
來新的政治機會以及威脅，在基隆市、臺北縣市合併的規劃下，勢必產生新的
核心議題，某種程度可能限縮了北臺區域性議題的幅度，聯盟的結構、功能也
必須需要重新定位。
高高屏聯盟為三個縣市合作結盟所形成，在體系上屬於次區域的型態，在
區域範圍上規模較小；而合作任務上，以小規模、短期合作的事項降低合作的
困難度，相對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以都市發展來看，由區內既有的高雄都會
區向外擴張成為更大型的都市將可能是一種持續合作發展下的趨勢。
在區域決策權的流動上，高高屏聯盟以首長暨主管會報為決策中心，因為
成員均為地方首長，因此在會報中的決定事項，通常有更高的決策權，有時礙
於面子在會報協商的過程中，首長的承諾即成為最終的決策，因此區域內的決
策權有向高層流動的機會，但是不易形成主流。如受訪者K10所言：
高高屏首長會報提供一個協調的平台，最大的特色在於
促進合作，促進協調。在有些難溝通的個案上，由於三縣市
首長都在場，可能為了顧及面子問題，很有可能放棄原本堅
持的想法而達成共同決議（K10, 3, 1）。
行政區域的重劃與地方政府重整的趨勢上，高高屏三縣市公務員在對於
區域整合的模式，以選擇區域政府（50.3%）模式者最多（吳濟華、柯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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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可見，高高屏區域內的成員最期待的是行政區域的重新調整。其原因
之一，即可能為解決課責不明的缺陷。然而行政區重劃工程浩大，且受政治影
響程度以及成立的正當性爭議高。馬總統的「南都」規劃也同樣影響聯盟的運
作，而由於聯盟歷來均以小規模、高互動的合作方式，因此有助於高雄縣、市
合併的推動。
高高屏聯盟過去與中央政府同黨時期，多採取聯合方式向中央爭取經費，
而在目前不同政黨的政治形勢下，「餅」可能不易做大，因此在既有規模下，
成員間的利益競逐趨勢可能強化；而且高高屏聯盟與南部區域內其他地方政府
的合作程度並不高，因此區域內的競爭、對抗與妥協，也可能重新回復到各自
競爭的局面。

（二）提升區域的競爭力
區域聯盟對於區域競爭力提升的影響性主要從體系架構的整合力、協力
體制的趨動力，以及網絡治理的連結力來觀察。透過SWOT的情境分析（表
六），也可解析出，區域聯盟在區域競爭力提升上所必須考量的結構性問題，
茲分別就體系架構、協力體制以及網絡治理面向等三個面向，比較分析二聯盟
治理營運個別與共同的優勢、弱勢、機會以及威脅。

1. 治理營運的優勢比較分析

北臺在區域體系的架構下，對於區域資源整合以及空間規劃力較強。而在
協力體制中有臺北市政府的領航與積極性的投入，對於協力結構、聯合行動以
及成員多樣性都較具相當的統合效果，在行動規劃上也較具策略性的安排。而
在網絡治理的連結力上，藉由多核心節點的細密網絡，成員的互動連結力強，
在各政策領域議題的專責協調也加深了彼此的互賴關係，並提供了長期合作發
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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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合作
機制

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治理營運影響因素分析
優勢

北臺

高高屏

弱勢
共同

共同

高高屏

北臺

體
系
架
構

1. 跨域整合北臺 高高屏次區域功 以區域聯盟方式 缺乏法律規範， 1. 區域整合規劃 合作程度尚待加
區域資源。
能性議題的合作 整合資源。
正式性不足。
較弱。
深。
2. 區域整合規劃 較為深化。
2. 缺乏在區域層
力較強。
次上的合作
力。

協
力
體
制

1. 由臺北市都發 成員較少，協調 1. 成 員 政 黨 相 1. 結 構 的 複 雜 整體協力行動規 成員較多，多樣
局 擔 任 總 幕 合作較易達成。
同。
性、多樣性、 劃策略性不足。 性統合不易，聯
僚，較具統合
2. 納 入 專 家 參
聯合行動的複
合行動的複雜度
性。
與。
雜性，影響協
高，影響合作的
2. 協力行動規劃
力產出。
成效。
較具策略安
2. 經費來源籌措
排。
不易。
3. 經費分擔的協
調力弱。

網
絡
治
理

多核心節點，網 網絡治理較具自 在治理上較科層 公民及社會參與 與區域內其他地 網絡結構複雜，
絡細密，互動與 主彈性。
體系具有彈性。 性不高，課責性 方政府的互動性 協 商 技 術 性 較
聯結性高。
也低。
較低，在涵容性 高。
較弱。

合作
機制

機會

高高屏

北臺

南部區域相較北
部區域形成不均
衡發展，高高屏
可能邊緣化。

合作程度尚未加
深，不利能量蓄
積，相對於亞洲
各大都會的擴張
發展速度略有遲
緩。

協
力
體
制

與中央政府同一 協力體制的彈性 1. 區域聯盟協力 1. 中央的區域政 與中央政府不同
策與聯盟區域 政黨，可能較難
政黨，可能較易 有利於促進嘉嘉
體制規範了分
治理作為未充 獲得支持。
獲得支持。
南南的非正式合
享與共益互動
分嵌合。
作、參與。
的架構，有利
2. 地方政府選舉
綜效產出。
所造成政黨的
2. 藉由區域內的
不一致性，成
協力整合，擴
大外部的參與
為合作的威
脅。
合作的機會。

各縣市對於主政
議題所需具備的
資源，以及治理
能力，未必足
夠。

網
絡
治
理

多核心節點，網 網絡的大部份維 透過非正式的網 相較對國際區域
絡細密，對外擴 持原有行政網絡 絡治理，有利對 經 濟 網 絡 的 整
展性高。
運作，較有利課 外拓展民間企業 合，來自經濟主
責監督。
及 第 三 部 門 連 導的共同利益誘
結。
因較為不足，可
能形成合作疲
乏。

三都十五縣的行
政區域規劃可能
使得北北基合併
為一「都」，則
北臺區域網絡治
理可能失衡。

體
系
架
構

北臺
八縣市結盟的規
模有利形成全球
城市，提升競爭
力。

高高屏

威脅
共同

定位在次區域深 有利形成區域性 1. 全球化下都會
度合作上可主導 規模經濟。
競爭的壓力。
形成南部區域的
2. 國際上區域整
整合。
合的效應持續
擴張。

資料來源：修正自曾淑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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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區域整合的競爭優勢來，北臺的產值佔全國產值的66%，人口近一千
萬，面積近一萬平方公里，且區域內的空港、海港、高鐵、科學園區等區域發
展條件具備，在經濟能量的蓄積上具有相當的潛力。在政治能量上也可望在未
來中央政府參與下，有樂觀的預期。
就高高屏區域聯對區域競爭力提升的分析上，高高屏在體系上屬於次區域
的聯盟，在功能性議題的合作較為深化。其在協力體制的安排上也因為成員較
少，整合較為容易，在網絡治理也較具自主彈性。

（2）北臺與高高屏聯盟共同優勢分析
由二聯盟共同的優勢分析，區域聯盟的合作模式在資源整合上是具有規模
經濟的優勢，成員間政黨一致性也有助於聯盟的穩固發展，專家參與則有利擴
大政策諮詢的效果，而具有彈性的運行機制，提供了更多科層體制外協商的可
能性，以及功能轉型的環境適應性，這些共同的優勢均可提供聯盟影響區域永
續發展的基礎。

2. 治理營運的弱勢比較分析
（1）北臺與高高屏聯盟個別弱勢比較
北臺在體系上具有區域性多層次治理的特徵與功能，但是在各層次及各成
員間的合作關係尚處於協商合作的磨合以及經驗累積階段，因此合作仍以交換

合不易，而且聯合行動的複雜度高的情況下，均可能影響合作的成效。因此在
個別利益競爭或共同利益分享上，協商的困難度相對提升，協商所需的技術性
也較高，想要發揮區域治理效能，則仍有待更成熟的運作。
高高屏屬於次區域體系的聯盟組織，其區域合作的範圍較小，缺乏以南部
區域層次的合作力，因此在區域整合規劃的意願以及能力均較為薄弱。在協力
體制中，多以個案合作為主，在整體協力行動上，以區域為範圍的規劃策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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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不足。而在網絡治理上與區域內其他地方政府的互動性較低，在涵容性上
亦較北臺為弱。
（2）北臺與高高屏聯盟共同弱勢分析
在聯盟運營的共同弱勢部分，均為缺乏法制的強制規範，正式性不足，課
責性也較低。且結構的複雜性、多樣性、聯合行動的複雜性都可能影響協力產
出。經費來源籌措不易也使得聯盟在區域治理的能力上受到限制，而彼此在行
政轄區分立下，經費分擔的協調力也較弱，再加上中央政府對於跨域計畫補助
規定上的限制等等，都弱化了聯盟區域治理的推展。
3. 治理營運的機會比較分析
（1）北臺與高高屏聯盟個別機會比較
北臺聯盟的八縣市結盟規模有利形成全球城市，提升競爭力；在與中央政
府同一政黨的政治機會下，較易獲得政策以及資源的支持；而北臺多核心節點
的網絡運作，可擴展的接觸面較廣，對外延伸的機會也高。
高高屏聯盟定位在次區域的合作，有利於合作的深化，在營建署積極推動
南部區域計畫的機會下，可望在高高屏既有的協商基礎下，擴展促進南部區域
的整體規劃；協力體制的彈性機制，也有利於與嘉嘉南南的非正式合作、參與
的機會促成。而在網絡治理中，大部份合作議題的推動仍維持原有行政網絡運
作，較易將課責監督內化為各成員內部的控制。
（2）北臺與高高屏聯盟共同機會分析
在北臺與高高屏聯盟的區域治理的共同機會上，聯盟的合作有利形成區域
性規模經濟，在協力體制也提供了成員間分享與共益互動的架構，在有效的合
作下有利綜效產出。同時藉由區域內的協力整合，更有機會擴大與聯盟外部
（例如國際性區域組織）的互動。再透過非正式的網絡治理，有利拓展民間企
業及第三部門的參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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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治理營運的威脅比較分析
（1）北臺與高高屏聯盟個別威脅比較
北臺聯盟的合作程度尚未加深，能量蓄積亦顯得不足，相對於亞洲各大都
會的擴張發展速度來看，擴張整合的產出效應略顯遲緩。而以目前的運作來
看，各縣市對於主政議題所需具備的資源及治理能力，都未必足夠，也影響了
各領域的發展，以及區域的整合發展。另一方面由馬總統三都十五縣的行政區
域規劃來看，北北基可能合併為一「都」，對於北部區域而言，將出現大型的
都會區，而此大核心的出現，可能拉大與其他縣市在資源以及權力位階上的落
差，對於以平等涵容的北臺聯盟來說，區域網絡治理重構，可能顯現失衡的威
脅，因此不利聯盟的營運。
高高屏在目前與中央政府非屬同黨的政治情勢下，在資源爭取的機會上，
可能顯得不如以往，復以高鐵可能帶來的「磁吸效應」，都提高了高高屏邊緣
化的威脅感。南、北部區域不均衡發展的現象恐怕加劇。而三都十五縣的行政
區域規劃可能將高雄市與高雄縣合併，則高高屏聯盟的三足鼎立型態勢將無以
支撐，也將對聯盟存續以及營運產生最直接的威脅。

（2）北臺與高高屏聯盟共同威脅分析
北臺與高高屏聯盟共同的威脅在於全球化下都會競爭的壓力持續，且國際
上區域整合的效應持續擴張，聯盟對外連結性不足，都使得聯盟在國際的競爭

盟無法取得中央資源整合助力，中央、地方各自運作下，對區域的發展性沒有
加分的效果。
另一方面，相較對國際區域經濟網絡整合的互利互惠原則，二聯盟來自經
濟主導的共同利益誘因均較為不足，長期以來，可能因為實質利益的欠缺而形
成合作疲乏。而未來地方政府選舉所造成政黨的不一致性，雖然不至於影響聯
盟的存續，但卻同時可能為協力合作帶來的新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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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從聯盟外部的觀點進行分析，另外本文再從受訪者的角度觀察聯盟
對區域競爭力提升的認知與認同情形，由此也進一步提供了聯盟運作對未來區
域發展的影響性推估。
北臺對於區域競爭力提升的成果尚未明顯顯現，但是北臺聯盟對區域競爭
力的提升是可以預期的。一如受訪者一致性的高度認同：
對於區域競爭力當然有影響，如果彼此大家扮演好各自
的角色時，第一，國家經費不會重覆浪費；第二，我們主體
建設，資源建設就可以分散在各縣市裡面，對於區域競爭力
當然是有助益（N1, 29, 2）。
應該是講競合，當用這個名義出去能不能提升這區域的
競爭力，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會有，起碼大家有溝通有協調過
（N2, 19, 1）。
對於區域競爭性的影響是絕對的。我們整個區域，如果
大家互相拼，大家都會傷到，……提升區域競爭力的關鍵就
是各自發揮在地特色，然後如何一起去爭取共同的利益目標
（N3, 17, 1-2）。
現在還言之過早，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很不錯的成果，但
是這些大部份是內部性的，就是選民感覺方便很多，不會因
為跨了一個縣市很多不該發生的事情都發生了，生活圈的相
互支援性高比較明顯，但是全球競爭力的那個部份還不太明
顯，但這是目標。當然這個目標，我還是覺得中央政府要趕
快進來，或者中央政府要領銜（N4, 40, 1）。
是會有效益，但是對於區域競爭力的提升目前還沒有顯
現（N5, 16, 1）。
但是目前看來對於提升區域競爭力的效果是不明顯的，
也還看不太出來對區域發展影響（N6, 16, 2）。
這樣的聯盟對區域競爭力的提升是有助益的，……所以
聯盟的運作有1+1＞2的效果（N7,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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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臺成立時間還算短，也算在起步階段，北臺還是
很有發展性。……如果要有競爭力必須還是要作區域調整
（N8, 17, 2）。
我的思考是會架構在全球化下看城市的發展，以臺灣的
發展來看，我們可以和別人競爭的是科技以及人力資源。以
目前相關就業報告來看，大部分都集中在北臺這個區域，那
臺灣如何躍升到世界的舞台，最大機會的就是……透過科技
產業去和世界的產業做鏈結（N8, 17, 1）。
對於區域競爭力的提升目前還看不出來，但是未來有期
待，像聯合招商就能發揮實質的功效（N9, 16, 2）。
而高高屏聯盟對於高高屏生活圈的社會、經濟以及環境改善是有顯著的成
效，但是對於整個南部區域競爭力提升，在擴展意願以及力道上，顯有不足。
由高高屏三縣市的受訪者K10、K11 及K12的看法中，也可表現出他們對於區
域發展的危機感以及不確定性：
對於區域競爭力的提升也是有幫助的，但是關鍵因素仍
然在於中央的支持與否（K10, 16, 2）。
高高屏區域競爭力是基於各自合作的因素，提升整體的
效益。高高屏的危機主要是在全國區域上邊緣化，你注意
一日生活圈下去，高高屏是很有危機感的，我們現在如果沒
有去突破，我們很快就會被淹沒掉，逐漸就整個萎縮（K11,
16, 3-4）。
對於南部區域競爭力一定有提升的作用。三縣市合作去
推一些案子，對三縣市都好，都加分的情況下。現在大家也
對高高屏區域有不同的看法，這幾年高雄市的進步，對於整
個區域的帶動很有影響，我們自己也在努力（K12, 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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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係由區域內的地方政府基於共同利益或共同危機，
在互惠的原則下，建構出空間夥伴組織。其各居臺灣區域南北兩端的地理空間
位置，生活文化特質、政治生態、產業經濟型態以及區域發展上具有差異，發
展出不同的聯盟制度型態，也呈現出具環境適應性的治理營運特徵。
由合作機制的趨同性上觀察，二聯盟均在成員政黨一致性的情形下深化協
力關係，進入實質合作的階段，但是在未來政治對立氛圍的趨緩、聯盟成熟運
作的引力等等因素影響下，未來聯盟內成員政黨的分分合合，雖然可能影響成
員的參與程度，但卻不足以對聯盟的存續產生威脅，政黨不一致的政治性因素
恐怕已不足以成為成員退出聯盟的理由，也不會是聯盟崩解的原因。而二聯盟
的成立也都由一個資源、能力都顯然較具優勢的直轄市來帶動其他縣市結盟，
顯示在區域聯盟中，具有核心能力的大城市的確能發揮雁行的領航效果。
由合作機制的趨異性上觀察，北臺以「區域委員會」為核心運作架構，設
定協力的領域議題並分組落實方案執行，促進聯盟協力合作；高高屏則以「首
長暨主管聯繫會報」為運作協調的平台，針對個案性問題進行協調合作。二聯
盟因各自發展的網絡型態均具有其環境適應性，然而北臺在議題設計運作上較
以區域為著點範圍，因此對於區域的發展較具規劃性。
在發展議題上，北臺與高高屏均同時著重交通運輸、健康社福以及產業發
展等議題，而高高屏尤其還偏重環境資源的議題，也適以反應高高屏對於水資
源、空氣污染問題解決的急迫性，而北臺規劃了原住民、客家、新移民的議題
領域，則是高高屏所缺乏的。
從推動合作的範圍來看，北臺區域聯盟落實由單一目的朝向多重目的合
作，而高高屏區域聯盟持續深化單一目的合作。
由合作任務模式分析，北臺與高高屏的任務集中趨勢均相同，以服務遞
送—事務協調型最多，最少的為政策規劃—政治協商型；由此顯示出，聯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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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主化下，政治協商是影響區域聯盟合作的重要影響因素，也是最待突破
的關鍵。
而在制度化的程度上，北臺與高高屏聯盟均屬鬆散的策略聯盟型態，法制
化程度不高，聯盟對於成員的參與以及任務執行並沒有強制的約束力，對於成
員間競爭的處理、合作的協議，以及課責的依法治理性不足。同時在區域發展
的規劃執行上同樣欠缺依法賦予的審核權，以及經費配置權力。但是從另一
方面來看，正由於聯盟的法制化程度不高，聯盟反而提供了成員間協商互動的
場域，在合作的範圍與任務的選擇上，也因此保留了地方自治的彈性。從這個
角度思考，如果要確保聯盟合作的效率，則共識性的高低即成為重要的影響因
素。
在達成協力合作的程度比較上，北臺採取的方式最多的三項方式依序為共
同計畫、交換資訊、共同學習；高高屏則依序為共同計畫、聯合行動、評估與
討論，可以看出高高屏合作程度相對較高，這也可以觀察到聯盟合作的初期仍
以交換資訊、共同學習的方式居多。另外二聯盟均極少有共同負擔財務以及聯
合開發的協力方式，因此可以看出這二種協力方式也是聯盟合作上最難以突破
的挑戰。
由二聯盟形成的代表性以及課責性來分析聯盟運作的民主正當性，可以觀
察到，聯盟體制的代表性主要來自於成員的認同，而公民共同的感知以及參與
的程度，也相當程度地強化了聯盟民主的正當性。北臺主要藉由成果展的方

制，相對課責性稍高。然而機制之外，由於成員首長均為民選，公開媒體輿論
等外部監督反而成為課責的重要力量。
在對區域發展的影響性上，北臺與高高屏在各自環境的系絡下，各有運營
上的優勢、劣勢以及機會、威脅，尤其馬英九總統三都十五縣的政見落實推動
行政區重劃，或許仍然成為二聯盟結構運營上的重要變數。但是在蓄積區域的
政治量能上，北臺整合八縣市的區域範圍，在治理的幅度以及治理的關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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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逐漸朝向超大城市的型態趨動，但是發展超大城市需要透過更具權威性的中
央政府進行區域空間的規劃調整方為可行。高高屏聯盟為三個縣市合作結盟所
形成，在區域範圍上規模較小，以都市發展來看，由區內的高雄都會區向外擴
張成為更大型的都市，將可能是一種持續合作發展下的趨勢。
綜合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在治理的行動面、過程面以及結果面等治理結
構比較，可以看出，二聯盟治理結構安排均有其環境適應性，但是環境的變動
性，也使得聯盟的運作具有動態調整的必要，因此本文就比較結果提出幾點建
議：
1. 強化組織運作正式化程度：在目前以協調為主的功能下，強化區域整體
發展事項共同治理的效力，並將組織功能朝向法制化調整，賦予聯盟正式性的
運作基礎。當然此種作法較需大幅度的組織調整，制度變遷的成本也較高。因
此，短期內可行的作法，可以採取透過共同決策的效力，訂定共同導航、共同
管制的一致性作法，納入各成員的內部施政規劃以及相關法規調整，同時設計
課責以及績效管理機制，透過資源配置的增減，以規範或促進協力集體行為。
2. 彌補協力治理主體的缺位：在目前的聯盟架構運作下，尚無法成為區域
協力治理的主體，區域的發展規劃在中央主導的計畫下運作，要使由上而下以
及由下而上的規劃系統進行調和，則中央對於區域聯盟的支持，將成為型塑區
域協力治理主體的重要力量，但是中央積極的參與的另一面也可能使聯盟的地
方自主性被迫讓退，因此在彌補協力治理主體缺位，同時保有自主性營運的期
待下，本文提出中央協力式的政策支持，以及正式與非正式組織雙軌運作二項
建議：
（1）中央協力式的政策支持：在對中央參與的部分，可從建立跨域補助
原則、鼓勵跨域示範性計畫二方面提供中央推動聯盟跨域合作的參
考。第一，建立跨域補助原則：中央各部會補助型計畫仍多以單一
行政區為補助範圍，不利聯盟推動區域整合或跨域合作的計畫，因
此，建議各部會研訂相關跨域性補助原則，藉以提升縣市以及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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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的區域性合作。第二，鼓勵跨域示範性計畫：區域合作的推動
由縣市自行發動欠缺實質的動能，建議在具先導型的合作領域上，
由中央各部會研擬示範性的跨域合作計畫，提供縣市跨域合作的機
會，以累積地方跨域合作的經驗，落實推動區域性合作。
（2）正式與非正式組織雙軌運作：目前北部都會區域發展計畫正以北臺
區域聯盟的架構協商規劃，由受訪者的認同情況來說，未來北臺區
域的發展議題可能重新在都會計畫的定位下發展，好處是各項發展
建設中央具有相當的主導地位，以及經費確定性提高；憂慮的是，
目前由下而上，以地方需求為主的合作議題恐被弱化，且都會區域
計畫著重硬體空間規劃，對於社會福利、治安等非硬體的合作內容
也未納入，因此不利區域多元發展，甚而影響聯盟的自主發展。因
此建議，聯盟未來或可朝向正式與非正式機制並行的方式進行區域
共同治理，由中央主導或是成立區域發展委員會，主導區域的空間
發展，另一方面保留目前的聯盟協商運作平台，以促進區域治理的
多元參與以及互動協調。
3. 降低政黨的政治干擾：政治因素對於聯盟協力的影響具有助益以及干擾
的兩面性，在助益方面可以發現同一政黨有助於聯盟內部的共識以及團結運
作；換言之，不同政黨也就可能增加聯盟運作的協商成本。因此，降低政治的
干擾，可以維持聯盟常態性的運作以及發展。在降低政治干擾的作法上則可採

作的核心地位，藉由公民參與強化諮詢與順服，加深輿論媒體運作時機控制等
策略。
4. 突破政治性協商的困境：政治性協商始終是聯盟最難達到的合作境界，
但卻是區域共同治理最的重要關鍵，因此本文提出平衡成員間的競爭，以及創
新合作典範進行標竿學習的建議，以期漸進式地突破政治性協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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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深度訪談受訪者資料
編號

訪談對象

聯盟中角色
■

訪談日期

創始推動者
總幕僚

2008.09.11

服務型幕僚
聯繫窗口

2008.10.31

N1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N2

宜蘭縣政府計畫處

N3

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決策型幕僚

2008.09.15

N4

臺北縣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決策型幕僚

2008.09.03

N5

桃園縣政府研究發展處

N6

桃園縣政府研究發展處

服務型幕僚

2008.10.15

N7

新竹縣政府計畫處

決策型幕僚

2008.09.22

N8

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服務型幕僚

2008.09.29

N9

苗栗縣政府計畫室

服務型幕僚

2008.10.09

N10

高雄縣政府計畫處

決策型幕僚

2008.09.11

N11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服務型幕僚

2008.09.16

N12

屏東縣政府研考處

決策型幕僚

2008.09.16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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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大綱
1. 您認為北臺區域聯盟（高高屏區域聯盟）的運作是否有具體成效？可否舉
一、二個您認為合作成功或不成功的案例？在這些案例中，您認為影響協
力合作的因素是什麼？成功的原因為何？不成功因素又是什麼？
2. 在此合作的機制下，縣市間資源依賴程度如何？您所處縣市本身主要優勢
資源（例如，政治力、經濟力、文化、特色產業、人力、專業技術……）
與其他合作縣市有哪些性質相同？哪些剛好相互依賴或相互支援？資源投
入的情形是否與其他縣市對等？貴縣（市）的投入可以在合作中得到適當
的回饋嗎？可否舉幾個案例談談？
3. 目前「北臺區域發展委員會」（高高屏首長會報）運作模式的特色有哪些？
其最大的優點為何？有哪些需要改善與調整的地方（例如法制化、議事的
運作、議題的形成、執行追蹤、監督機制、責任區分……）？如何改善才有
利於組織的協力合作？有無較為具體實施或推動的合作計畫？
4. 有過公民參與的案例嗎？如果有，公民以何種方式參與（例如公聽會、公
民投票、參與協商、民情反應……）？如果沒有，原因為何？您認為應該鼓
勵公民參與嗎？以什麼方式？
5. 請問目前北臺區域聯盟（高高屏區域聯盟）的運作下，聯盟的政策如何與
縣市政府施政計畫連結？貴縣（市）施政目標、執行方式與聯盟方式是否
有不一致情形？如果有，如何取捨？執行的優先順序如何調整？聯盟成員

6. 聯盟運行的法制化程度如何？是否訂定相關規定、規範、協定、作業標準
……進行合作？成員彼此間都能一致遵行嗎？在責任的分擔上是否明確？
7. 在聯盟的運作中，各縣市在權力上是不是公平對等？是否有所謂的「意見
領袖」之類具有絕對影響力的角色？計畫制定或決策過程是否能夠自由表
達意願？過程是否有共同歸屬感？
8. 您認為北臺區域聯盟（高高屏區域聯盟）的體系是否應長期持續運作？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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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目前應強化或新增哪些功能？如何處理成員間的競爭問題？如果不
是，您認為是否考慮退出聯盟運作？北臺區城聯盟未來發展與危機為？
9. 當初什麼樣的動機、壓力促使地方政府跨域行政轄區範圍組成北臺區域聯
盟（高高屏區域聯盟）（政治、經濟、文化下的動機或因素）？有哪些共同
利益嗎？未來如果各縣市首長政黨屬性不一致，是否會直接影響聯盟的運
作？
10. 目前聯盟的運作是否能有效地達成1+1＞2的協力綜合效益？是否能帶動提
升區域的競爭力？若是，關鍵的動力或因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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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n the Governing Operations of the
Northern Taiwan Region Alliance and the Kao-kaoping Region Alliance
Chang-Yen Lee and Shu-Chuan Tseng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Northern Taiwan (NT) and Kao-kao-ping (KKP) Region
Alliances. It adopts research methods that include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 In addition, through comparative approaches under the three
facets – governance action, process and outcome – it compares the two alliances in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on operation systems, developmental issues, the scope
of cooperation, task types, the level of formalism, the extent of cooperation, the
legitimacy of democracy and the impact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meantime, it
proposes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policy thinking on improving the region alliances’
operations of governance and for strategic learning on enhancing their forma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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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governanc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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