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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地方自治從民國39年在臺灣省縣市施行。
民國40年成立臺灣省臨時省議會，48年成立臺
灣省議會，由民選省議員組成，為臺灣省之民
意機關。但臺灣省政府主席仍由行政院派任。

民國56年臺北市、68年高雄市分別改制為直轄
市，均實施地方自治，但市長改為官派。

民國81年修憲，83年制定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
自治法，地方制度完成法制化。

民國87年精省，88年地方制度法制定施行，地
方自治跨步走。

→地方自治在發展，但財政、行政區劃等相關配
套均無法配合，爭議與問題乃不斷浮現。



壹-1 我國行政區劃過度切割
34年39年 56年 81年68年 83年 100年

臺灣省
16縣319鄉鎮市
5市
1管理局

臺北市

福建省

2省(臺灣、福建)
18縣329鄉鎮市
5市(基、北、中

、南、高)
1管理局(陽明山)

2省
1直轄市
18縣
4市

71年

2省
2直轄市
18縣319鄉鎮市
5市(基、竹、中

、嘉、南)

福建省2縣

臺灣省
16縣
4市

高雄市

臺灣省
16縣309鄉鎮市
5市

2省
2直轄市
18縣
3市

(金門縣、連江縣實施戰地政務)

臺省
16縣
3市

臺灣光
復前為
5州3廳
11州廳
轄市

8縣
9省轄
市
2縣轄
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臺北市

臺灣省
12縣3
市



台北州－台北縣市、基隆市、宜蘭縣

新竹州－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

台中州－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

台南州－雲林縣、嘉義縣市、台南縣市

高雄州－高雄縣市、屏東縣

花蓮廳－花蓮縣

台東廳－台東縣

澎湖廳－澎湖縣

臺灣地區行政區劃─ ► 1945

台北州

新竹州

台中州

台南州

高雄州

花
蓮
廳

台
東
廳

澎湖廳

日據時期─五州三廳

(內政部地政司)



民國34年光復初期─8縣9市2縣轄市
台北縣

新竹縣

台中縣

台南縣

高雄縣

花
蓮
縣

台
東
縣

澎湖縣

台北市
基隆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彰化市

嘉義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市

台北縣－台北縣、宜蘭縣

新竹縣－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

台中縣－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

台南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

高雄縣－高雄縣、屏東縣

花蓮縣－花蓮縣

台東縣－台東縣

澎湖縣－澎湖縣

基隆市、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
彰化市、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
屏東市

2縣轄市─宜蘭市、花蓮市

臺灣地區行政區劃─1945-1950

(內政部地政司)



民國39年地方自治─16縣5市 台北縣

新竹縣

台中縣

台南縣

高雄縣

花
蓮
縣

台
東
縣

澎湖縣

台北市 基隆市

台中市

彰化縣

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桃園縣

苗栗縣

南投縣

宜蘭縣

雲林縣

原台北縣  台北縣、宜蘭縣

原新竹縣  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

原台中縣  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

原台南縣  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

原高雄縣  高雄縣、屏東縣

原新竹市併入新竹縣
原彰化市併入彰化縣
原嘉義市併入嘉義縣
原屏東市併入屏東縣

臺灣地區行政區劃─1950-1967

(內政部地政司)



臺灣現行行政區劃─1967-2010

 民國56年07月 台北市升格
為直轄市（原台北縣之景美、
木柵、南港、內湖、士林、北投劃入）

 民國68年07月 高雄市升格為直轄市
（原高雄縣小港併入）

 民國71年07月
新竹市升格為市
（新竹縣之香山併入）
嘉義市升格為市

台北市

高雄市

新竹市

嘉義市

(內政部地政司)



我國行政區劃的檢討

臺灣的行政區劃自民國39年實施地方自治以來
即未作大幅度調整，但在歷經六十餘年來的發
展後，臺灣的人口分布與都市型態已經大幅改
變，行政區域遲未重劃的情況下，已對地方發
展形成阻礙。

以中心都市升格，「切塊設市」的制度造成縣
（市）資源失衡，也形成重覆投資，對於上級
掌有平衡地方資源的時代而言，此種制度問題
尚不大，但面臨今日地方高度自主的發展下，
這種資源集中劃分的模式，將導致富者恆富，
貧者愈貧，制度上必須要加以重視。



壹-2 直轄市與縣市的強烈落差問題

縣（市）原係省轄下的地方自治團體，
縣（市）與直轄市因層級上的不同，其
存在的差異並不會形成相互比較問題。

民國87年精省後，縣（市）與直轄市之
關係產生了比較與關聯性後，由於直轄
市的財政、組織、員額均明顯優於縣
（市），各縣（市）政府在無法促使法
律合理反映的情形下，爭取改制直轄市
似乎成了一條捷徑。



組織結構方面：直轄市政府一級機關規模上
限分別為29至32個；縣(市)政府一級單位(機
關)總數上限從15至26個。

編制員額方面：直轄市政府編制員額總數上
限為6,500人至1萬5,400人；縣(市)政府分別
從205人(連江縣)到2,219人(桃園縣) 。

職務列等與人事權部分：直轄市政府所屬一
級機關首長比照簡任第13職等以政務方式進
用；縣(市)政府一級單位(機關)主管或首長
之職等，除1/2得比照簡任第12職等政務任
用外，其餘僅為簡任第10至第11職等常任文
官。

直轄市的組織、人事明顯優於縣(市)



現制直轄市的財政狀況遠優於縣市

歲出
占總歲出
比例

占地方總
計比例 人口比例

總數 26,059 100.00％

中央 16,859 64.70％
地方總數 9,200 35.30％ 100.00％
臺北市 1,454 5.58％ 15.80％ 11.40％

高雄市 713 2.74％ 7.75％ 6.62％
縣(市) 5,904 22.66％ 64.17％

81.98％
鄉(鎮、市) 1,129 4.33％ 12.27％

(單位：億元)



貳、整合縣市從合併改制直轄市著手

為配合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在臺灣西部走廊上建
構大都會，期以帶動周邊縣、市的區域發展，並
對外提高臺灣城市的競爭力，在行政區劃法未完
成立法的情況下，爰於地方制度法增訂縣、市合
併改制直轄市相關程序及配套規定。
–行政區劃原則上應依行政區劃法辦理。
–但縣、市擬單獨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
併改制為直轄市者，相關政府得依地方制度法
規定，擬具或共同擬具改制計畫提請各該議會
通過後，報由內政部轉報行政院核定之。



貳-1 改制機制具有高度誘因

法律既可以單獨或合併改制，看著未來的財政
利基及民意取向，縣市首長及議會不敢輸在起
跑點上─「輸人不輸陣」。

依法申請改制或合併改制案共有7案：
–臺中縣（市）合併改制
–臺北縣改制
–桃園縣改制
–彰化縣改制
–高雄市縣合併改制
–臺南縣（市）合併改制
–雲林及嘉義二縣合併改制



貳-2 內政部的審查基準具有期待性(1)
人口條件

–應聚居達相當之規模，始較具有帶動區域整體發
展及對外競爭的能量和優勢；參酌準用直轄市之
縣的人口條件為200萬人以上，原則上要改制直
轄市亦宜考量有相當之人口數量。

政治條件
–除應考慮地方的支持度外，亦宜考量全國民眾的
認知與支持，原則上全國民眾贊成的百分比宜高
於不贊成的百分比。

經濟條件
–除應具有蓬勃的產業發展基礎及對外的產業競爭
優勢外，和周邊區域的產業發展宜具有互補合作
的關係，並可帶動區域整體經濟發展。另外，自
籌財源能力，亦屬參考指標。



內政部的審查基準(2)
文化條件

– 應凸顯在地歷史傳統與文化特色；同時能在該歷
史文化基礎上發展出各自創意城市的巧思。

都會區發展條件
– 須符合國土空間發展的策略；同時，為利國土治
理需要，現階段推動直轄市、縣（市）單獨或合
併改制，應考量生活圈發展及環境保護的因素，
並以能提升對外競爭、對內整合縣（市）與帶動
周邊區域發展為重點。

其他有關條件方面
– 包括如何提升城市的國際競爭力與建構優質都市
生活的願景等。



貳-3 改制案重區域整合思考

 內政部於98年6月23日審竣，通過臺北縣改制案、臺
中縣（市）合併改制案及高雄市、縣合併改制案，另
臺南縣（市）合併改制案，經綜整各審查委員之意見
後，於6月25日報請行政院核定。

 行政院於6月29日召集相關部會首長開會討論。除通
過內政部之審查結論外對於臺南縣（市）合併改制案
，亦經審酌決議通過核定改制。

 行政院於7月2日第3150次院會通過，臺北縣改制為「
新北市」、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為「臺中市」、臺
南縣（市）合併改制為「臺南市」、高雄市、縣合併
改制為「高雄市」。

 內政部經協調改制縣市及中央相關部會修正各改制計
畫，報經行政院核定後，於同年9月1日發布改制計畫
並公告自99年12月25日改制。



叄、縣市改制直轄市之影響

就改制之縣市而言

–─體制調整的憂慮與衝突

就未改制的縣市而言

–─被邊緣化的憂慮。

就既存直轄市而言

–─極力鞏固既有利益



叄-1 縣改制後體制調整的猶豫

直轄市與縣本來在治理區域與結構上就有
很大區別，縣單獨改制為直轄市，或與他
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則改制後直轄市
在治理區域上，實與縣無區別。

依現制，直轄市與縣主要差異在於組織結
構之差異，即縣轄下鄉鎮市為自治法人，
而直轄市轄下各區為其所屬行政分區，前
者重地方特性的呈現，後者則重整體資的
整合。



地方政治人物要求改制後區仍自治
申請改制的縣市首長，對於改制後體制的期望
，希望透過合併及轄下區整合的目標，來達成
資源統合，強化競爭力，以避免鄉鎮市自治現
況，各自為政的困境。

學者見解不一，部分學者從理論及國外制度援
引，仍有強力主張區自治者。

改制之縣既有鄉鎮市公職人員曾發起區實施自
治之議，雖未經修法採行，但仍對未來政策造
成一定影響。

未來直轄市之區如果要自治，應如何設計？
如與縣的體質要有差別，是否仍以不實施自治
為宜？



縣市合併整合仍難一心

新直轄市政府與議會設於何處？

可否設第一市政中心與第二市政中心
？

新直轄市政府、議會要設多少個部門
、機關？要由誰來擔任主管或首長？

縣市之債務希望中央政府全額負擔？

？ ？



權責調整的掙扎

改制後直轄市權責應依下列原則調整：

– 原屬鄉鎮市辦理之事項，於縣改制直轄市後，
均統一由市辦理，並負權責。

– 法律規定由中央及直轄市辦理、負擔經費或訂
定規範之事項，縣（市）改制為直轄市後，該
事項依法由中央移由改制的直轄市辦理。

– 原屬中央設立在各該縣（市）之機構、學校，
縣（市）改制直轄市後該機構基於直轄市權責
一致性，宜統一改隸為新直轄市所屬機構，負
擔管理營運權責。

但改制縣市對於權責調整則擔心入不敷出。



叄-2 縣市擔心被邊緣化有賴中央化解

民國100年後，直轄市由2個增至5個，
再加上桃園即將準用直轄市規範，面
積佔全國30%的地區，人口佔全國68%
，是否所有資源都會被這些直轄市拿
走？

現制縣市已難與直轄市匹敵，未來形
成兩極化？

縣市的選票僅佔30%，中央施政會不會
重直轄市而輕縣市？



區域別
土地面積 轄區人口

平方公里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全國 36,191.4667 100% 23,127,845 100%
直轄市
合計 10,898.1347 30.11% 15,748,101 68.09%

臺北市 271.7997 0.75% 2,605,063 11.26%
新北市 2,052.5667 5.67% 3,878,282 16.77%
臺中市 2,214.8968 6.12% 2,637,232 11.40%
臺南市 2,191.6531 6.06% 1,875,065 8.11%
高雄市 2,946.2671 8.14% 2,771,095 11.98%
桃園縣 1,220.9540 3.37% 1,981,364 8.57%



叄-3  原直轄市應審思議題

原直轄市財政的優勢，恐難維持？

優於其他直轄市、縣市的政府組織員
額是否應行檢討？

是否應一體融入所有直轄市的設計公
式？

未來應否考慮與鄰近直轄市、縣市的
整合？



肆、中央因應此波改制之配套

直轄市組織結構與員額的調整
–直轄市議員席次的調整。
–直轄市政府組織與員額的調整。

財政收支劃分制度的調整。
–統籌分配稅款分配制度的改革
–直轄市與縣市分擔經費的調整

公共債務債限的調整
整合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期程



議
會

轄區人口數
議員人數 定期會 臨時會
增員
級距 人數 上半年

（日）
下半年
（日）

延會
（日）

次／
12月

日／
次

直
轄
市

125萬人至200萬人 40000 41-55 70 70 10 8 10
超過200萬人以上 100000 55-62 70 70 10 8 10

縣
市
議
會

1萬人以下 9 30 30 5 6 5
1萬人至5萬人 5000 9-17 30 30 5 6 5
5萬人至20萬人 10000 17-19 30 30 5 6 5
20萬人至40萬人 14000 19-33 30 30 5 6 5
40至
80萬

40萬未滿72萬
40000 33-43

30 30 5 6 5
72萬至80萬人 40 40 5 6 5

80萬人至160萬人 57000 43-57 40 40 5 6 5
160人
以上

160萬至200萬人
100000 57-60

40 40 5 6 5
超過200萬人 70 70 10 8 10

肆-1 直轄市及縣市議會的組成及會期

縣市議員總額內含原住民名額，直轄市的議員名額不含原住民議員



直轄市、縣市人口數
縣
市
數

縣市政府一
級單位及所
屬一級機關

直
轄
市

直轄市政府一
級單位及所屬
一級機關

5萬以下 1 16
5萬以上未滿20萬 2 18
20萬以上未滿40萬 4 20
40萬以上未滿70萬 6 21
70萬以上未滿100萬 2 24
100萬以上未滿125萬 0 25
125萬以上未滿200萬 2 26 1 29
200萬以上 0 準用直轄市 4 32

直轄市縣市政府一級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總數

註：1、縣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以7個為限
2、單位機關總數均含人事、主計、政風單位或機關



直轄市政府之員額總數(研議草案)

轄區人口數 員額上限

125萬人以上未滿175萬人 6500人
175萬人以上未滿225萬人 8000人
225萬人以上未滿275萬人 10000人
275萬人以上未滿350萬人 13000人
350萬人以上 15400人
1、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修正施行前已設置之直轄市政

府員額總數，依修正前之規定

2、上開員額總數，不包括警察及消防機關之員額



肆-2 財政收支劃分法配合修正

 因應縣市改制需要及改善地方財政問 題，財政部業
依「增加地方實質財源」、「地方財源只增不減」、
「劃一直轄市與縣(市)分配基礎」、「公式入法取代
比例入法」、「強化財政努力誘因機制」、「落實財
政紀律」等原則規劃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增加地方
政府整體財源，提升地方財政自主程度，

 修法劃一直 轄市、縣(市) 稅收分配基礎，將中央統
籌分配稅款以公式入法取代比例入法，並納入誘因機
制規定促使地方政府強化財政努力及落實財政紀律。

 另為地方改制之需，已明定新增直轄市或準直轄市之
財源保障公式及應搭配業務移撥與支出移轉計畫等相
關配套規劃。



地方財政制度的調整



地方稅-直轄市、縣（市）稅

直
轄
市
、
縣
市
稅

土
地
稅

房屋稅

使用牌照稅

印花稅

契稅

娛樂稅

特別稅課

地價稅

田賦

土地增
值稅

30%給該鄉鎮市
20%統籌分配所屬鄉鎮市

40%給該鄉鎮市
20%統籌分配所屬鄉鎮市

80%給該鄉鎮市
20%統籌分配所屬鄉鎮市

各鄉鎮市徵起收入全給該鄉鎮市

各鄉鎮市徵起收入全給該鄉鎮市

各鄉鎮市
徵起收入

各鄉鎮市
徵起收入

各鄉鎮市
徵起收入

縣市徵起收入20%應繳由
中央全數統籌分配各縣市

各縣市徵起
全歸各縣市

修
正



地方稅-國稅的分成

國
稅
分
成
給
地
方

遺產
及贈
與稅

菸
酒
稅

直轄市分徵起
之50%；市分
徵起之80%；
鄉鎮市分徵起
之80%

直轄市分徵起之60% 
市分徵起之60%
鄉鎮市分徵起之60%

18%按人口分
配各直轄市及
臺灣省各縣市

在直轄市及臺灣省各縣市
徵起減除 1 %稽徵及查緝
經費後之19%按人口分配
各直轄市及臺灣省各縣市

修
正
為

修
正
為

2%分配金門
連江二縣

在金門連江徵起減除 1 %
稽徵及查緝經費後之80%
分配二縣

分配剩餘均納入統籌分配餘為中央收入



地方稅-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的
來
源

所得稅

營業稅
–統一發票獎金

貨物稅
菸酒稅
分成後的剩餘X10%

X10%

X40%

+

+

所得稅 x  6%

+

װװ
2,000餘億 達 3200多億

修
正
為 營業稅

–1.5%稽徵經費
– 統一發票獎金

+

<<



統籌分配稅款由比例分配改為公式分配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6% 
特別統籌分配
稅款

總額15%參酌財政努力及
績效分配

94
%
普
通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直轄市
43%

彌補分配年度各該直轄市
縣市依第11條第2項第2款
第1目至第4目計算之差短
金額

支應受分配直轄市縣市緊
急及重大事項所需經費，
由行政院依實際情形分配

90
%
按
公
式
分
配

6%

縣、市
39%

鄉鎮市
12%

修
正
為

4% 
特別統籌
分配稅款

96
%
普
通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總額85%優先彌補各該直
轄市縣市基準財政需要額
減收入額之差額，賸餘款
按基本建設需求分配



直轄市負擔的勞健保費218億改由中央負擔

 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
–為解決地方政府長期以來滯欠或遲繳健保費的爭議，行
政院配合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法方向，於98年12月31日
通過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7條、第29條修正草案，將各直
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應負擔之保險費補助款，修正
統由中央政府補助，保險費繳納方式也一併配合修正。

 修正勞工保險條例
–現行勞工保險保險費係依被保險人不同身分類別，分由
中央政府及直轄市政府負擔比率不等之補助款，而直轄
市政府因對計算方式有所異見或財政困窘等因素，長期
積欠所應分擔之保險費政府補助款，對勞工保險財務造
成嚴重衝擊。

–考量政府整體財政收支及資源配置規劃，配合中央與地
方財政收支劃分之調整，修正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將政
府應負擔之保險費補助統一改由中央政府負擔。



財政收支劃法修正後地方收入之影響推估(億元)

現制(94-96年) 修法後推估 增加金額

總計 3602 4584 982
縣市合計 1482 1803 411

桃園縣 149 275 126
直轄市合計 1959 2692 733

臺北市 563 584 21
新北市 臺北縣 342 603 261

臺中市
臺中縣 184 356 98
臺中市 73

臺南市
臺南縣 171 330 84
臺南市 75

高雄市
高雄市 230 544 143
高雄縣 171

註：表列包括統籌分配稅、地方稅、國稅分成及一般補助款之總額(財政部國庫署)

項目市縣



肆-3  配合修正「公共債務法」
考量行政區劃變革後，升格之地方政府因業務擴大，
應賦予較高之自治能量，另行政規模相當者應受相
同之債限規範，爰適度調整地方政府債限管制架構，
俾使地方政府施政更具彈性。

個別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超過一年公共債
務之債限，劃一以當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
額為計算基準：
–直轄市各不得超過其當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
歲出總額百分之二百五十。

–縣（市）各不得超過其當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
算歲出總額百分之七十。

–鄉（鎮、市）各不得超過其當年度總預算及特
別預算歲出總額百分之二十五。



年度
選舉種類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總統副總統 0520 0520 0520

立法委員 0201 0201 0201 0201

直轄市市長 1225 1225 1225 1225

直轄市議員 1225 1225 1225 1225

縣市長 1220 1220 1220 1225 1225

縣市議員 0301 0301 0301
1225 1225

鄉鎮市長 0301 0301 0301
1225 1225

鄉鎮市民代表 0801 0801 0801
1225 1225

村里長 0801 0801 0801
1225 1225

台北市里長 0116 0116 1225 0116 1225

肆-4  調整民選公職人員任期減少選舉頻率

98年選出之縣市長（第16屆，新竹嘉義市第8屆，金門連江第5屆）任期延長1年又5日
99年選出之縣市議員（第17屆）、鄉鎮市長（第16屆）任期延長9月24日
99年選出之鄉鎮市民代表（第19屆）、臺灣省及高雄市村里長任期延長4月24日
100年選出之臺北市里長（第11屆）任期減少22日



減少選舉頻率的效益

減少選舉頻率，有助於減少社會動員，復
原生息，發展經濟，和諧社會關係。

透過選舉期程的整合，減少政治人物因選
舉期間的摩擦，導致分別當選行政首長與
立法機關首長後，形成行政部門與立法部
門對立與不理性的爭執問題。

長期發展上，如能修憲齊一或拉近總統與
立法委員的就職日期，並解決總統解散立
法院的機制，未來選舉將可形成二年舉辦
一次大選的頻率。



伍、5都7區格局下的地方自治發展

確立國土空間的治理架構

縣市與直轄市距離的定調

直轄市應負起主導跨域合作職責

從直轄市之區推動行政區域整併

區自治議題再思量



伍-1 確立國土空間的治理架構

 98年行政院透過推動縣（市）改制直轄市
之意義，在於「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區
域均衡發展」，以漸進方式推動臺灣北、
中、南三大生活圈的整體發展，並以政策
工具鼓勵地方政府發展特色、進行跨縣市
的區域治理。

未來的國土規劃將以建構「北臺灣」、
「中臺灣」、「南臺灣」三大生活圈為目
標；而在區域發展上，則朝向「北北基
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
南」、「高屏」、「花東」、「澎金馬」
等七個區域的適性發展。



新竹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花蓮

台東

澎湖

台北市

彰化

嘉義

屏東

桃園

苗栗

南投

宜蘭

雲林

三大生活圈七大發展區的落實

政策構想：
整合區域發展，並以都會帶動周
邊區域發展
目標：
建構北北基宜、桃竹苗、中中彰
投、南嘉雲、高高屏、花東及離
島之區域整合與適性發展
中程進程：
高雄市縣、臺中縣市、臺南縣市
及臺北縣將先於民國99年12月25
日合併或單獨改制為直轄市

新北市



伍-2 縣市與直轄市距離的確立

縣市與直轄市的財政能力、 組織編制、人力資源、
職務列等上，均有相當的差距，但因客觀上的條
件，制度上未能有效的解決。

地方制度法第4條第2項增訂「縣人口聚居達二百
萬人以上，未改制為直轄市前，於第34條、第54
條、第55條、第62條、第66條、第67條及其他法
律關於直轄市之規定，準用之。」後，人口達200
萬以上之縣均得以比照直轄市規制。

 98年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確定後，縣市與直轄市
在轄區人口上已有顯著差異，縣、市規模相較於
直轄市規模，差異反呈現合理性。



伍-3 直轄市負有主導跨域合作之責

因應5都7區的格局，賦予直轄市負有帶動地區發
展的任務，地方制度法亦配合建構跨域合作的外
部機制，以促成區域發展的成型：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處理跨區
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源之利用或增進區域
居民之福祉，得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成立區域合作組織、訂定協議、行
政契約或以其他方式合作，並報共同上級業務
主管機關備查。

–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對於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所提跨區域之建設計畫或跨區
域合作事項，應優先給予補助或其他必要之協
助。



跨域合作契約及效力之律定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與其他直轄市
、縣（市）、鄉（鎮、市）訂定行政契約時，應
視事務之性質，載明下列事項：
–一、訂定行政契約之團體或機關。
–二、合作之事項及方法。
–三、費用之分攤原則。
–四、合作之期間。
–五、契約之生效要件及時點。
–六、違約之處理方式。
–七、其他涉及相互間權利義務之事項。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依約定履行
其義務；遇有爭議時，得報請共同上級業務主管
機關協調或依司法程序處理。



伍-4 從直轄市之區推動行政區域整併

地方制度法第7條之1已明定內政部基於全國國土
合理規劃及區域均衡發展之需要，得將縣（市）
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
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縣（市）政府亦得共同
擬訂改制計畫，合併改制為直轄市，經各該議會
同意後，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

為進一步推動區之整併，第7條之3亦明定：經
核定改制之直轄市，其區之行政區域，應依相關
法律規定整併之。

至於其他縣市與鄉鎮市之整併，亦將是未來努力
之方向。



先推動第二層級朝經濟規模整併

第二層級地方自治團體及區劃

層級 區(非自治體) 鄉(鎮、市)

願景

1.以15至20萬人為原則，進行鄉(鎮、市、
區)的整併，精簡468個鄉(鎮、市、區)。

2.強化整併後鄉(鎮、市)的自治量能，提
升地方治理能力，改善當前鄉鎮市自治效
能問題。

3.提升鄉(鎮、市)民選首長的領導能力，
並促進地方公民參與的管道，俾以鞏固基
層民主的基石。



繼而整併第一層級區域健全自治規模

定位 第一層級地方自治團體

層級 直轄市 縣(市)

願景

1.以生活圈為基礎，整合
區域內的各種資源的功
能 ，而成為都會區域的
中心都市。

2.透過「以都帶縣」，帶
動周邊縣(市)發展，並
促進區域合作。

3.都有充實地方財政及自
主的能力，可以協助周
邊縣(市)。

1.縣(市)為都會區內的策
略發展夥伴，並有能力
扮演都會區的互補與在
地化發展能力。

2.縣(市)之財政可支應基
本公共服務之能力。

3.提供滿足地方居民日常
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務，
讓人民安居樂業。



伍-5 區自治議題再思量

現制直轄市內之區，基於都市整體展需要，避
免割裂治理，爰未賦予區實施自治。

縣單獨或與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後，直轄市與縣
實質上轄區特性並無差別，僅在於內部之區與
鄉（鎮、市）體制上的不同。

政策上固已明確縣市改制直轄市初期，區不實
施自治，應先進行區之整併後再行檢討。各直
轄市應在改制後二、三年內儘速推動區之整併
，並檢視施政是否滿足民眾需求或需要區自治
來達到分區治理效果，提供政策上的參據。



1945前
5州3廳

1945/12
-1950
8縣9市

1950-
2010

2直轄市
16縣5市

陸、地方自治的願景─代結論



7大發展
區(含澎
金馬)

2011-?
5直轄市
12縣3市

？
4直轄市

12縣



謝 謝 大 家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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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0602@moi.gov.tw


	五都－七區格局與地方自治健全發展
	壹、前言
	壹-1 我國行政區劃過度切割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我國行政區劃的檢討
	壹-2 直轄市與縣市的強烈落差問題
	直轄市的組織、人事明顯優於縣(市)
	現制直轄市的財政狀況遠優於縣市
	貳、整合縣市從合併改制直轄市著手
	貳-1 改制機制具有高度誘因
	貳-2 內政部的審查基準具有期待性(1)
	內政部的審查基準(2)
	貳-3  改制案重區域整合思考
	叄、縣市改制直轄市之影響
	叄-1 縣改制後體制調整的猶豫
	地方政治人物要求改制後區仍自治
	縣市合併整合仍難一心
	權責調整的掙扎
	叄-2 縣市擔心被邊緣化有賴中央化解
	投影片編號 23
	叄-3  原直轄市應審思議題
	肆、中央因應此波改制之配套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直轄市政府之員額總數(研議草案)
	肆-2  財政收支劃分法配合修正
	地方財政制度的調整
	地方稅-直轄市、縣（市）稅
	地方稅-國稅的分成
	地方稅-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統籌分配稅款由比例分配改為公式分配
	直轄市負擔的勞健保費218億改由中央負擔
	財政收支劃法修正後地方收入之影響推估(億元)
	肆-3  配合修正「公共債務法」
	投影片編號 38
	減少選舉頻率的效益
	伍、5都7區格局下的地方自治發展
	伍-1  確立國土空間的治理架構
	投影片編號 42
	伍-2  縣市與直轄市距離的確立
	伍-3  直轄市負有主導跨域合作之責
	跨域合作契約及效力之律定
	伍-4 從直轄市之區推動行政區域整併
	先推動第二層級朝經濟規模整併
	繼而整併第一層級區域健全自治規模
	伍-5  區自治議題再思量
	投影片編號 50
	投影片編號 51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