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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105 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 畫 名 稱 
北臺區域治理機制與合作平台 

運作機制之研究 

期 程 105.1.~105.12 

經       費 0 

緣 起 與 目 的 

鑒於全球化趨勢下競爭力、全球城市區域崛
起，城市已無法再單打獨鬥，北臺平台作為一
個跨縣市合作平臺因之而起。在面對無形的行
政區域線所帶來的本位意識，往往造成不必要
的行政沒效率，北臺 8縣市在 90年代初意識到
合作是前進的必然。93年台北市與北部各縣市
首長共同努力，共同簽署區域合作備忘錄，為
北臺平台的前身。95年 8縣市共同轉型為「北
臺區域合作發展推動委員會」，目的是為促進北
臺灣地方政府的區域合作，打破行政界線無形
之區域屏障，透過整合區域力量，分享彼此資
源，創造互助有利的共同發展前景。北臺迄今
已 13年，開始歷經第二輪的縣市輪職主政，可
謂國內區域平臺合作的典範。本研究也擬探就
北臺平臺合作歷程，了解其運行機制及合作事
項。 

方 法 與 過 程 
藉由相關文獻的收集與整理，建立出研究架構
與流程，並透過個案訪談與內容分析的方式得
出研究結果，最後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研 究 發 現 及 建 議 

在區域合作發展歷程中面臨著數個面向的檢
討，包括各縣市對跨域合作積極度不一、本位
主義影響、平臺運作窗口人員及規劃團隊更動
頻繁、中央及地方對於跨域合作補助方向差
異、各部會對於跨域合作政策認知與熟悉程
度、國建計畫規劃與工程經費補助時程銜接
等。對於平臺實體化、法制化及深化運作機制
等議題是緊接著必須面臨與克服的。未來北臺
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的方向將期許跨域合作平
臺能超越行政區域界線及本位主義的心態，廣
泛吸納產官學界、公民團體、青年學生等不同
觀點，落實平臺區域分工治理之運作機制，強
化北臺區域合作之精神及發展成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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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節主要先敘述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研究內容、範圍及對

象及研究限制及過程，玆於下列分項敘述之。 

第一節  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國內目前由下而上之非正式跨域推動運行的區域治理平台僅

有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北臺平台），從宜蘭到苗栗，

面積達 9173km2，人口 1100萬人（全台 47%）合作平臺。以國內從

北至南皆有為數不少之區域平台，尚沒有一個區域合作組織能自主

運行 13 年仍持續有效在推動。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的創始是

鑒於全球化趨勢下競爭力、全球城市崛起，城市已無法再單打獨鬥

的理念，並先由台北市政府自主連結數個城市發起，串連起八個縣

市形成區域治理平台，就共同性議題進行合作． 

在運行 13 年北臺平台現今跨區域問題的形成，主要原因在於

區域發展的落差與認知不斷擴大。綜觀我國地方行政區域及分佈中

不難發現，經過多年發展以來，在直轄市與周邊縣市間，經濟發展、

衛生醫療、交通運輸、環境保護等議題，其發展差距不斷的加深，

造成行政區域切割了地方產業與生活圈，阻礙地方整體的發展，在

資源有限與分配不均的情形下，造成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社會、政治、

經濟等權力關係的緊張，也阻礙臺灣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競爭力的

提昇與發展（林水波、李長晏，2005）。 

二、研究目的 

北臺平台 93年雛型建立，95年制定並簽署北臺區域發展推動

委員會組織章程以規範著平台合作任務設定、運作機制組成、合作

議題的分工及年度例行性會議的辦理等大框架事務．並明確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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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由當然委員以協調方式每年輪流擔任；輪值主任委員任

職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該年度主辦單位，主導推動本委員會

之相關業務及計畫。」因此在個別縣市主政時，其業務推動也可能

會因縣市本位或是個別發展方向而進展。然而一個區域平臺能自主

運行 13 年，必有其機制上的特點，本研究擬就北臺平台之運行機

制進行深入之探究。 

第二節 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係以研究動機、目的配合研究內容為基礎，再進行相

關研究與文獻的收集與整理，包含個案背景與介紹、運作模式及個

別訪談內容分析關聯性，並從中分析所遇到的課題並研擬因應對策，

最後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本研究之流程架構詳圖 1-1。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動機與目的 

界定研究內容、範圍及對象 

確認研究流程 

背景介紹 

相關研究、文獻探討 

運作模式介紹 個別訪談內容分析 

綜合討論與分析 

結論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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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全球化與區域發展 

20世紀 80年代全球化現象正興旺，而區域治理與平臺發展正

與全球化密切相關。全球化可說是由全球性貿易與投資驅動促使不

同國家中人群、跨國企業與政府間互動與整合的過程。全球化正激

勵全球都會城市區域的連結發展，成為世界經濟與各國發展的關鍵

引擎，臺灣也不例外 (周志龍,2014)。89 年起全球有超過 300 個

城市區域的存在(陳小紅,2007),未來將有更多人類居住在城市及

週邊區域。20 世紀末，除了紐約、倫敦、巴黎等世界大城市，亞

洲地區人口數超過 1 千萬的城市已超過 20 個，如東京、首爾、上

海、德里等，以城市作為核心發展，向四週地區延伸形成全球性城

市區域，成為了區域空間發展型態。此趨勢下，地區間彼此合作與

緊密的連結將形成重要的發展力量，各種形式的合作應運而生，從

國家到城市，不同於政府組織形式的區域治理與平臺日顯重要，北

臺區域合作平台也因此應運而生。 

第二節  區域合作與國內區域合作平臺的興起 

一、區域合作 

區域合作的理論發跡於 50 和 60 年代，70 年代盛行。依文獻

參考約可分為傳統改革主義者觀點、公共選擇理論及新區域主義等

三項。此三項理論發展實務上的合作均有案例。其一傳統改革主義

主張結構上的整併，國內在 99 年開始高雄縣市、臺中縣市及臺南

縣市等縣市合併，成為同一行政區域共同治理，合作結果，其組織

相關事權行政權等結合，為結構上的合併。 

其二，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民眾擁有更多的消費選擇權，在都會

治理的體制上，政府可以不同及多元化的模式來進行合作，如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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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關係、區域聯合會、地方政府間的協定等機制，以處理轄區內

公共事務，臺灣早期如首長會報或是特定議題聯合會議等皆為此案

例。其三，新區域主義自 1980 年代以來，認為在解決都會區問題

時，競爭與合作應同時運用，並結合都會區內各種資源，運用公部

門的潛在發展力量，在地方政府社區組織、企業組織、非營利組織

之間建立區域策略性夥伴關係（region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構成新都會的發展生態，以解決都會區公共事務（裴晉國、施聖亭、

陳麗芬,2010）。 

有研究顯示，從區域治理的理論論述中，傳統改革主義者觀點

與公共選擇理論的發展途徑尚不能有效而及時的達成治理的效果，

取代之的是新區域主義的概念與運用。新區域主義的運作方式就是

以策略性夥伴關係連結公、私部門及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間，促使

各方面面對與解決區域合作的問題，建立更務實的良好合作與發展

基礎。北臺平台區域合作與發展模式便是跳脫過去傳統改革主義者

觀點與公共選擇理論的運作模式，強調「由下而上」的運作模式，

以策略性夥伴關係行政組織。 

二、區域平台的興起 

依劉明德與徐玉珍(2010)指出，67 年即有區域合作組織。84

年雙北合組淡水河整治工作小組、85 年高高屏首長會議，91 年南

部 7 縣市首長會議、93 年北臺平台。98 年前經建會推動國家建設

計畫，利用補助計畫引導地方政府進行區域合作及設立平臺。中台、

雲嘉南、高屏及離島等處區域合作平臺陸續成立，目的在共同推動

互助互惠的合作，發揮區域建設發展的綜合效果，促進區域資源的

有效運用，進而達到增進區域內的共同發展和資源共享之目標。本

研究亦收集國內現有地方政府區域合作平臺如表 2-1。可以看出國

內地方政府亦對區域合作平台的建立十分重視，對於全球化的衝擊，

http://www.npf.org.tw/author/%E8%A3%B4%E6%99%89%E5%9C%8B
http://www.npf.org.tw/author/%E9%99%B3%E9%BA%97%E8%8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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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皆主動面對並迎向世界各大都會城市的挑戰。 

表 2-1  國內現有地方政府區域合作平臺一覽表 

區域 

平臺 

成立

時間 
土地/人口數 範圍 主要運作治理方式 

雙北合作

平台 
104 

面積：2325km
2
 

人口：668萬 
新北市、臺北市 

1.從雙北論壇而來，層級為兩市首長。 

2.交通、產業民生、環境資源、都會發展、

教育文化、防災、衛生社福、觀光文創共 8

個小組 

北臺區域

發展推動

委員會 

93 
面積：9173km

2
 

人口：1112萬 

宜蘭縣、基隆

市、新北市、臺

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

市、苗栗縣 

1.採年度輪值制方式。 

2.設 9 個議題小組：原住民客家族群及新移

民、休閒遊憩、產業發展、健康社福、交

通運輸、防災治安、文化教育、環境資源

與發展推動組。 

中臺區域

合作發展

平臺 

98 
面積：7395 km

2
 

人口：453萬 
臺中市、彰化

縣、南投縣 

1.以副首長會議為平台推動工作最高決策層

級。 

2.設 7 個議題小組：產業、農業、觀光、交

通、環境、社會文化與發展推動等。 

中彰投 

區域治理

平臺 

103 
面積：7395 km

2
 

人口：453萬 

1.由首長會談共識為基礎，由上而下擬定和

推動跨域合作政策。 

2.常設幕僚小組（各縣市研考／計畫單位）。 

雲嘉南區

域永續發

展推動委

員會 

98 
面積：5446 km

2
 

人口：338萬 

雲林縣、嘉義

縣、嘉義市、台

南市 

1.採年度輪值制方式。 

2.四大整合發展面向：區域永續發展組織、

整合工作小組組成與運作、跨域合作型補

助計畫之提案與規劃評估作業與召開委員

定期會議。 

高屏區域

合作平臺 
98 

面積：5723 km
2
 

人口：362萬 
高雄市、屏東縣 

1.以高高屏首長暨主管會報為主，99 年後為

高屏首長暨主管會報。 

2.以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方式運作，包含景觀

橋梁、空氣品質、流域管理、永續發展、

水系活化等委員會。 

南高屏區

域整治合

作平臺 

104 
面積：7913 km

2
 

人口：551萬 

台南市、高雄

市、屏東縣 

104 年進行第 1 次南高屏區域治理工作平臺

會議，討論共同解決臺南、高雄與屏東的問

題、發揮整合的效果及討論南高屏三地機場

的合作。 

離島區域

合作平臺 
101 

面積：307km
2
 

人口：24.4萬 

金門縣、連江

縣、澎湖縣 

1.以離島縣市首長聯繫會報為主。 

2.成立工作小組及議題小組(分為前瞻產業

發展、基本生活照顧及文化生態觀光)。 

資料來源：104年 9 月「國土及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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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北臺區域合作平台介紹 

第一節  北臺平台的發展歷程 

一、發展歷程 

北臺平台的創始是鑒於全球化趨勢下競爭力、全球城市區域崛

起，城市已無法再單打獨鬥；然而在無形的行政區域線所帶來的本

位意識，突破是努力的開始、合作是前進的必然。93 年台北市長

與北部各縣市首長共同努力，成立「北臺 7 縣市論壇」，共同簽署

區域合作備忘錄，為北臺平台的前身。95 年轉型成為「北臺區域

合作發展推動委員會」，目的是為促進北臺灣地方政府的區域合作，

打破行政界線無形之區域屏障，透過整合區域力量，分享彼此資源，

創造互助有利的共同發展前景。 

國內目前還沒有一個區域合作組織如同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

員會般，自創立迄今 13 年仍持續有效運行。北臺平台屬非正式跨

域合作組織，靠著是由下而上，各縣市間彼此信任與合作的默契，

推動各項事務的進行。 

二、北臺區域優勢 

依行政院 98 年核定之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中，北臺 8 縣市

包含北北基宜與桃竹苗兩個區域生活圈在區域層級跨北部城市及

東部城市區域兩大區塊。依當年度人口與土地面積統計，北臺區域

可與全球大城市相提並論(如表 2)，而目前國內已成立之區域平臺

達到 1千萬人以上規模的僅有北臺區域。根據學者研究顯示，以目

前北臺區域在臺灣國土中所具備重要的優勢，有包含以下六點：1.

政治行政中心，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優勢；2.金融資本豐富，國際快

遞量高的優勢；3.生產性服務業成長趨勢漸增的優勢；4.運輸與資

訊網路發達的優勢；5.大量人口聚集，人才儲量豐富的優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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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備全球會計、廣告、銀行與法律服務中心的潛力 (郭大

玄,2005:281；孫同文 2005:72)。北臺區域以全球角度來看已屬於

具相當規模的世界城市發展區域。 

表 2  98年世界重要城市發展範圍比較表 

城市 北臺 臺北市 首爾 新加坡 紐約 倫敦 東京 上海 巴黎 

土地(km
2
) 9173 272 605 704 813 1600 2187 6340 12012 

人口(萬) 1051 270 1132 468 801 720 1279 1858 1060 

資料來源：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總顧問團隊及整體發展策略規劃執行計畫,98年 

第二節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合作機制 

一、合作機制說明 

國內學者對於北臺平台區域治理合作機制研究認為北臺平台

資源整合係透過領域議題進行，運作採分組分議題方式運行 (李長

晏、曾淑娟,2009)。其合作治理體系為區域型整合式，屬多層次合

作。平台內跨域合作計畫是以「由下而上」與「自主推動」來運作，

透過議題主政縣市結合專家學者，將同一領域承辦局處聯合召開 8

縣市工作小組會議以擬訂合作計畫；與現行多以「由上而下」的執

行步驟有所不同。在北臺平台組織章程與實際運行操作，可了解北

臺平台的合作機制。 

（一）任務設定 

北臺平台任務有以下 6點： 

1.確立北臺區域發展定位、發展目標及發展政策協調、整合與推

動事項。 

2.協調並整合推動北臺區域內之相關重大計畫。 

3.北臺區域內之相關重大計畫與實施事項之研究與建議。 

4.推動北臺區域內地方整合性發展必要法令之研訂。 

5.有關北臺區域性重大計畫推動經費之籌措及協調事項。 

6.其他北臺區域發展有關之重大建設計畫或開發事業之研議、協

調與實施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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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作機制組成 

1.當然委員：8人，由北臺區域內 8縣市政府首長擔任。 

2.主任委員：1人，統籌推動區域內各項協調事項，並主持本委員

會會議；主任委員由當然委員以協調方式每年輪流擔任之；輪

值主任委員任職之縣市政府為該年度主辦單位。 

3.一般委員：8-16 人，由各當然委員推薦專家學者及產業企業界

人士 1-2人提報委員會議通過後聘任之。 

4.推動小組：設執行長 1 人，推動小組成員由各地方之當然委員

指派所屬地方政府副首長或相關一級單位所屬機關首長 1 人常

任，作為當然連繫窗口。主要任務係對有關委員會之各項辦理

事項進行事前協商與溝通，並做成初步建議，提供委員會會議

參考。 

5.議題小組：由當然委員指派所屬副首長或相關一級單位所屬機

關首長 1 人常任。議題小組成員及其所屬單位、機關，為委員

會與各地方政府就該議題之當然連繫窗口。任務為針對各該議

題與其他縣市橫向聯繫、協商與溝通，每季至少召開 1 次小組

會議，年度結束時彙整提出建議及推動成果。 

（三）合作議題的分工 

北臺平台為因應區域合作議題的多元性需要，設有 9大議題組，

分別為發展推動、防災治安、休閒遊憩、產業發展、健康社福、交

通運輸、原住民客家族群及新移民、教育文化、環境資源等。委員

會以發展推動組為核心，其窗口一般為研考或是城鄉窗口。此外，

每縣市負責一項合作議題並設立議題主政小組並有配合之議題小

組，在組織與合作議題分工架構如圖 3-1： 

（四）年度例行性會議的辦理 

1.幕僚推動組會議：由每年主政縣市之發展推動組窗口辦理，討

論委員會運作與組織發展與中央聯繫、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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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議題工作小組會議：由各縣市主政之議題組召集 8 縣市召開工

作小組會議，提出並調整年度議題工作方案和執行年度議題與

行動方案。 

3.擴大幕僚會議：發展推動組與各縣市議題組共同辦理，地方政

府聯繫與溝通及討論各年度議題方向與執行內容。 

4.副首長會議：每年定期召開 2次，確立年度行動方案。 

5.縣市首長及委員年會：檢核年度重大合作成果。 

6.成果展：邀集中央部會、縣市及第三部門代表、媒體、社會大

眾共同參與，搭配首長年會舉辦，呈現年度合作成果。 

 

 

 

 

 

 

 

 

 

 

 

 

 

 

 

圖 3-1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二、北臺平台的發展 

（一）推動組織的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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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平台合作始於 93 年，至 95 年 1 月 13 日由北臺 8 縣市首

長於臺北市簽署「新時代．新作為．建構新臺灣－共同合作宣言」

正式啟動北臺區域合作的運轉。在發展組織架構上，95年發表「北

臺區域合作宣言」訂定組織章程。在形態上，以委員會為核心，分

為 9大議題組織之合作架構。北臺平台在合作治理體系中維區域性

整合式屬多層次合作，(李長晏、曾淑娟,2009) 

表 3-1   北臺平台合作機制說明表 

合作機制 北臺聯盟 

合作治理體系 區域型整合式，屬多層次合作 

資源整合 透過領域議題進行資源整合 

府 際

運行 

協力組織 臺北市、臺北縣（已改名為新北市）、桃園縣、基隆市、新竹縣、新

竹市、宜蘭縣、苗栗縣 

決策中心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運作機制 每年召開 2次副首長會議、1 次首長會議 

制度化依據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章程 

協商平臺 工作小組會議、擴大幕僚會議 

領域議題運作 採分組分議題方式運行，包括防災治安、休閒遊憩、產業發展、健康

社福、交通運輸、原住民客家族群及新移民、教育文化、環境資源及

發展推動等 

網絡型態 網絡型態較為嚴謹細密，合作約束力較大 

網絡規範 屬軟性規範，其約束範圍較廣 

資料來源：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治理之比較,98 

 

 

（二）整體發展構想策略的建構 

99年北臺平台透過總顧問專業團隊進行整體發展策略研擬區域

發展願景，提出「NT-FACE」，即以「友善(Friendly)、先進(Advance)、

便利(Convenient)、低碳(Eco)」為發展核心主軸，規劃以此作為整

體發展方向，作為各項議題發展策略方向，作為北臺區域 8 縣市擬

訂相關計畫之指導(如圖 3-2)，以打造北臺成為一個與國際接軌的

宜居環境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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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北臺區域整體發展願景-「NT FACE」方向圖 

資料來源：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總顧問團隊及整體策略規劃執行計畫,99年 

（三）結合中央推動國家建設總合計畫 

98年起前經建會(現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補助地方政府進行跨

域整合計畫的提案，其須經由區域平臺提案，並參考平臺建議優先

順序核定補助計畫。北臺平台在 98 年至 103 年間申請推動的 49 件

國家建設計畫，總金額高達 1 億 1,890 萬元，在積極規劃並努力執

行下，運用資源共享、共同合作的方式，為北臺區域整體合作的發

展創造新價值。99年北臺平台建構起更進一步的合作體制思維，同

年邀請美國區域合作專家就區域治理及平臺議題討論，提出北臺法

制化與實體化運作之議題，8 縣市聯合提案向中央請命提出重視北

臺區域發展需要的迫切性，協助北臺區域朝向「北臺聯合辦公室」

運作方向前進。 

（四）區域合作推動成果 

1.促成地區性有機農業發展：99-100 年共同規劃推動 8 處苗栗、

桃園和宜蘭有機村的建置和經營，營造有機村在地新亮點，吸

引年輕人回鄉，已具初步成效。 

2.串接北臺自行車道斷點打造友善環境：2011-13年完成北臺自行

車道旅遊系統整合和友善環境的規劃，於 2014年陸續投入北臺



15 

 

八縣市自行車道斷點縫補工作，實際串接自行車道共長約 618

公里。 

3.協力推動取得國際自行車活動，增加國際曝光：在北臺區域合

作平臺的協力支援下，臺北市成功爭取到「Velo-city Global 

2016 全球自行車城市大會」首次在亞洲城市主辦權。臺灣和日

本更合作拍攝首部以北臺自行車道為主要背景的電影-「南風」，

將自行車文化與景色行銷至國外。 

4透過平臺提案，推動地區創意及藝術園區活化： 

(1)100 年基隆市辦理「亞太當代藝術園區」計畫，推動六堵工業

區轉型為亞太當代藝術文化創意基地，預定 2015年竣工。 

(5)103 年宜蘭縣推動中興文化創意園區發展，以「森林美學、綠

色產業」為主軸，創新並保存臺灣製紙產業歷史文化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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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個別訪談與分析 

本次研究採用次級資料分析及個別深度訪談方法，希望透過訪

問北臺平台曾經主政縣市之承辦或是主管，並以非結構性（開放式）

訪談，於訪問前設定主題，以個別說話方式針對主題自由交談，，

獲取具代表性資訊。本章將先說明研究設計內容，並以建構的類目

對個別訪談資料進行分析，最後再提出綜合討論。 

第一節 訪談內容設計 

   一、訪談對象 

 本研究個別訪談之訪談題綱擬定採取開放式設計，以求廣泛

而深入的蒐集各受訪者之具體意見；同時考量受訪者皆歷經不

同時期擔任主政縣市之北臺平台操作經驗，在實際訪談時，則

依各受訪者對象之意見而稍作重點不同之調整，正式訪談題綱

詳見附錄 2。 

表 4-1 訪談對象一覽表 
對象 年資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北臺承辦主管 1 5 年以上 2016/11 中央研究院會議室 

北臺承辦主管 2 5 年以上 2016/12 新北市政府附近 

北臺承辦主管 3 5 年以下 2016/12 新北市政府火車站 

北臺承辦主管 4 5 年以上 2016/11 新竹市政府第 2 會議室 

   二、訪談題目 

（一）北臺是採「由下而上」的運作模式，形塑區域間的策略性夥伴

關係，在您參與當年縣市主政時期，所面對北臺機制運作的優

勢與困難為何？ 

（二）北臺區域發展現行 9 大議題間合作運作的機制與事項，您有何

想法？ 

（三）北臺成立以來在執行上所遭遇的問題及困難曾經以什麼方式解

決?成效如何? 

（四）有人提到平台共同願景產生易，落實願景難，甚至共同推動實

質建設也是有難處，這一部分你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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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綜合討論與分析 

    本研究個別訪談之結果將作為北臺灣區域治理機制與合

作平臺研究之建議參考，由訪談結果得知北臺八縣市擔任主政

縣市之科室主管及同仁對於北臺區域合作發展平台的核心精

神、平臺內九大議題因應多元與複雜需要以及未來成立聯合辦

公室並建立法制化與實體化，在未來也希望發展跨域議題共識

的新模式及擴大參與層面，例如:去(105)年 10 月北臺第二次

副首長會議移師至金門舉辦十月黃金週農特產品展銷，並與中

臺平臺及離島平臺一起推廣農特產品展銷，也成為北臺平臺跨

域合作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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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北臺區域合作發展平台由下而上的核心精神 

北臺平台屬非正式跨域合作組織，靠著是由下而上，各縣市間

彼此信任與合作的默契，推動各項事務的進行。今已臻 13年。國內

目前還沒有一個區域合作組織如同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般，自

創立迄今 13年仍持續有效運行。以目前國內幾個區域治理平台來看，

北臺平台有別於其他「由上而下」的機制。合作核心為「共同有利」

到「相容有利」到「互助有利」，合作計畫由下而上向委員會提出，

並以協議與共同合作達成區域整合治理。 

北臺區域之發展,仰賴協議與合作的方式,而藉由縣市間共同之

目標,並考量各縣市之共同發展需求下,凝聚內部共識與認同後,制

定行動方案,因此合作共識是最重要的基礎．各議題組凝聚共識，提

年度副首長會議決議，以做成行動方案。 

二、建立聯合辦公室 

北臺八縣市目前執行部門內公務員非屬專責，仍有兼具其他 工

作,恐難專責一部分工作。為解決此運作問題，自 98 年起，北臺召

開多場座談會及工作會議，針對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轉型為實

體化或法制化組織之問題，彙整各界意見，根據現有法源基礎，專

家學者陸續提出幾項可行的模式建議，包括成立區域建設推行委員

會、成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成立行政法人等。針對北臺轉型為

法制化組織一事，因相關法源未定前，0 北臺平台均已提出以「聯

合辦公室」模式運作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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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北臺聯合辦公室推動概念圖 

三、平台組織朝向法制化與實體化 

北臺曾以縣市同意書方式敦請中央釐清區域合作之法源及定位，

惟有鑑於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法制化仍面臨難以克服的問題，，

經北臺各縣市代表討論後決議將北臺區域合作組織的法制化和實體

化工作分開處理，並朝先設立實體化辦公室、再推動組織法制化之

方向進行。 

北臺平台以現有合作機制經歷 13年的實質合作，為臺灣區域治

理平臺創下首例。然而，在區域合作發展歷程中也面臨著數個面向

的檢討，包括各縣市對跨域合作積極度不一、本位主義影響、平臺

運作窗口人員及規劃團隊更動頻繁、中央及地方對於跨域合作補助

方向差異、各部會對於跨域合作政策認知與熟悉程度、國建計畫規

劃與工程經費補助時程銜接等。此外，臺灣在 5 都選舉及桃園市升

格直轄市之後，區域發展情勢亦產生變化。然而，區域合作是必然

發展與重要的，其治理方式就是跨越現有政治體制來進行合作，以

創造更有效能及緊密的合作，對於平臺實體化、法制化及深化運作

機制等議題是緊接著必須面臨與克服的。未來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

員會的方向將期許跨域合作平臺能超越行政區域界線及本位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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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廣泛吸納產官學界、公民團體、青年學生等不同觀點，落實

平臺區域分工治理之運作機制，強化北臺區域合作之精神及發展成

效。 

 

第二節  建議 

一、應朝向跨域議題共識的新模式及擴大參與層面 

104 年北臺平台輪值主政為新北市政府，積極突破平台運作模

式，曾有幾個重要的里程點，並可做為區域平台運作突破僵界合作

的案例： 

(一)1月持續推動辦理總顧問團隊計畫案 

(二)2月共同參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所舉辦之國土空間發展特展，將北

臺平台合作成果展示於北臺館。 

(三)4月份辦理跨平臺活動，與離島平臺進行交流，展開北臺平臺與

離島平臺間合作的第一步。 

(四)5月辦理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工作坊，採圓桌方式進行議題組分組

討論，由產官學三面向領域代表與八縣市各議題組代表進行討論，

爲 9大議題組注入跨域議題發展共識的新模式。 

(五)5月辦理第一次副首長會議，邀集青年學子與縣市平台對話． 

(六)9月辦理第二次副首長會議，邀集智慧綠能產業界代表凝聚發展

共識。 

二、區域平台與中央對話協調仍需加強 

（一）建議地方已整合，中央各部會應優先補助，甚至整合補助．北

臺平台於 98 年開始接受前經建會（現國發會）國家建設總和計

畫的補助達 49 案．例如跨縣市自行車道建置計畫，並且已有整

合規劃案，惟囿於部會已有自行劃設好之路線，因此在經費補助

方案上，仍無法優先考量已整合好之規劃案．因各部會實際業務

上考量，致使國發會補助跨域規劃案並無法垂直指導到據以實質

經費補助的部會上． 

（二）跨域事項納入年度計畫，其預算補助機制須調整：目前執行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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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計畫案，其補助經費中央與地方均須依財務情況依比例共同負

擔．惟因未納入年度計畫，在補助款部分常需要地方民意機關同

意墊付，增加取得計畫補助之變數． 

（三）中央體制常態執行之事項，建議可透過區域平台來執行更能將

計畫執行得更達經濟效益．如今年度北臺第二次副首長會議以綠

能產業為主軸，就建議綠能與實踐場所共同來推動． 

三、中央與地方府際合作協調機制之強化 

過去北臺平台依「區域計畫法」中區域建設委員會的機制到 99

年修訂「地方制度法」制定出區域合作法源不斷地來提出可供區域

平台運作的一個機制．目前北臺平台是朝向美國實踐多年的以交通

規劃為主的都會規劃組織(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 

MPO)方向，來作為發展區域平台與治理之參考，其特性有下列幾點： 

（一）建立一個有專人及穩定專屬營運經費的區域治理組織。美國聯

邦法訂定人口超過 5萬的地區應成立 MPO。 

（二）區域治理的規模與人口要能夠達到與全球大城市競爭的規模

（目前北臺面積達 9173平方公里 1100萬人）。 

（三）中央預算經費補助方式的調整，由 MPO委員會直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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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北臺大事記 
時間 大事紀 

1995～1997 
臺北市政府辦理「臺北縣市合作共同解決問題幕僚會議」，成立「淡

水河兩岸整治計畫市縣聯合工作小組」。 

1999 臺北市政府委託研究「北部區域政府合作架構規劃」 

2000 
臺北市政府委託研究「臺北都會區重大都市發展課題縣市合作之規

劃研究」。 

2001 
臺北市政府委託研究「臺北都會區縣市合作重要都市發展課題解決

方案之規劃案」。 

2002 

臺北市政府委託臺大城鄉所「修訂臺北市綜合發展計畫-全球化趨

勢下臺北市空間發展策略與目標研訂案」，提出以「城市－區域」

形態連結全球網絡，以致有「北臺都會區域」之形成。 

2003.2-6 
積極辦理北臺區域內縣市都市發展「跨域合作計畫」，於當年 2 月

至 6 月進行縣市規劃單位互訪，建立後續合作的良好關係 

2003.7 臺北市政府與基隆市政府共同推動「北基垃圾處理合作案」 

2003 

臺北市政府委託辦理「地方政府間策略性夥伴關係建立之研究」，

由過去追求行政區域合併，轉向尋求地方政府間功能整合，發展區

域治理的新機制。 

2004.1.12 

首次北臺縣市首長共同活動，於臺北市政府舉辦「北臺區域縣市發

展願景展」，縣市首長共同簽署「北臺區域合作備忘錄」，宣示攜手

合作迎向世界，並定期召開會議討論。 

2004 
臺北市政府委託辦理「北臺區域分工合作之空間發展定位與策略規

劃」，將跨域基礎建立在信任、共識、互利、分工、合作。 

2005.3.25 

針對北臺七縣市休閒遊憩部門交流，於桃園縣政府正式簽署「共同

提案意願書」，表達共同合作與推動之立場，並向中央爭取相關預

算支持。 

2005.6.23 
辦理「北臺區域整合高峰論壇」，邀請七縣市首長，針對產業發展、

休閒遊憩與交通運輸等議題，進行首長對談。 

2005.7.6 

臺北市政府與桃園縣政府共同簽署「北桃一家親」合作備忘錄，訂

定防救災支援合作、捷運系統路網整合、觀光資源整合與農產品產

銷合作等四大合作議題。 

2005.8.5 

正式向中央主管機關「營建署」提出「北臺區域休閒遊憩城鎮地貌

改造整合計畫」，並獲經費補助，由七縣市代表共同出席，為具體

合作跨出歷史性的一步。 

2005.11.21 

桃園縣主政辦理「北臺一家親」活動，由北臺各縣市首長共同簽署

成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並舉辦兩場「北臺區域合作發

展論壇」，廣邀專家學者與關心區域整合的人士，共同討論未來如

何共啟新局。 

2005.12.20 宜蘭縣正式加入北臺區域合作。 

2006.1.13 

臺北市政府舉辦「鼓動北臺新未來」活動，苗栗縣正式加入，共同

簽定「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章程」，並發表「北臺區域合

作宣言」，確立北臺共同合作架構，宣示未來將朝八大議題共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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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推動。 

2006.6.26 
新竹縣政府辦理 95 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八縣市第一

次副首長會議，提出 70項短、中、長期合作行動方案。 

2006.7.22 
舉辦「北臺觀光遊程規劃專家座談會」，與國內旅遊業者代表，針

對相關計劃進行交流。 

2006.11.13 

新竹縣辦理 95 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二次副首長會

議，邀請各界專家學者共同與會，針對八大議題合作成果進行研議

與討論。 

2006.11.28 

首次跨越兩岸與國際對話，辦理「北臺全球觀‧都會區域對話」國

際論壇，邀請大陸長三角都會區域、美國舊金山灣區及高高屏都會

區域代表與會，藉此瞭解各都會區域跨界合作的方式，進行意見交

流與經驗分享。 

2006.12.14 
新竹縣政府於竹東鎮舉辦「2006年北臺區域發展成果展」，檢視當

年各項合作議題的執行成果，藉此向民眾展示合作的成果與願景。 

2007.4.26 
於桃園縣舉辦「共創《行動北臺》新紀元─八縣市首長高峰論壇」，

簽署「北臺八縣市行動政府合作聯盟意願書」。 

2007.6.26 

於臺北縣辦理 96 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一次副首長

會議，確立短、中、長期合作行動方案，檢視合作成果，並籌劃成

果展事宜。 

2007.11.30 

於臺北縣辦理 96 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二次副首長

會議，確立短、中、長期合作行動方案，檢視合作成果，並籌劃成

果展事宜。 

2007.12.27 
於臺北縣辦理「飛躍 2008─北臺區域發展九十六年度成果展」，發

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團結合作力量。 

2007.12 臺北市政府委託辦理「北臺跨域合作機制研究計畫」 

2008.8.27 
於新竹市政府辦理 97 年第「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一次副首

長會議，會中確立 37項短、中、長期合作行動方案。 

2008.12.23 基隆市政府成功向營建署爭取「亮綠北臺」計畫 

2009.2.27 
於臺北市政府舉辦 97 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二次副

首長會議 

2009.3.27 

於臺北市舉辦《驅動北臺‧領航未來》2009 年國土及區域發展推

動研討會暨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2008 年成果展，正式與中央

政府連結對談，並邀請歐洲、美洲國家重量級的國際貴賓來臺，針

對「區域發展與區域行銷」、「都市再生」、「國際大型活動與城市發

展」三大主題，分享寶貴的區域合作經驗。 

2009.11.13 

於主辦縣市基隆市文化中心舉行《北臺揚帆．攜手遠航-2009年北

臺區域發展推動年會暨成果展》，會中邀請蕭萬長副總統、行政院

副院長朱立倫及北臺八縣市首長簽署「邁向建國百年」的《北臺領

航宣言》，並邀請媒體、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北臺區域發展推動研

討會」，進行意見交流。 

2009.11.25 

於臺北市自來水園區舉辦「國家建設及區域合作平臺連結機制研討

會」，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發展現況與前瞻為主題，與北臺

八縣市副首長及其他區域聯盟人員進行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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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26 
於臺北市市政府召開 99 年度第一次副首長會議。為使北臺區域發

展能更凝聚共識與傳承合作精神，召開一系列區域合作專題論壇。 

2010.5.26 

第一次區域合作「平臺初審會議」由主政縣市苗栗縣政府於明湖水

漾會館召開，邀集國內熟悉區域合作之專家學者與中央相關部會代

表共同出席，針對將向經建會爭取《99 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計畫》

之提案內容進行審議，並提出計畫修正方向。 

2010.9.27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於臺北市舉辦第一次總顧問會議。總顧問

夏鑄九教授親自主持，會中由共同計畫主持人施聖亭總經理針對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現況與總顧問團隊未來規劃」進行說明。除了

解各議題組計畫的基本架構，亦讓各議題組計畫主持人進行初步認

識與意見交流。 

2010.10.8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首次舉辦區域合作青年論壇，從青年學子

的角度，提出北臺區域合作的前瞻願景及關鍵議題，同時邀請知名

學者出席與談評論，讓決策者看見青年世代的北臺視野。 

2010.10.21 

苗栗縣政府舉辦99年第二次副首長會議，於苗栗縣政府國際會議廳

舉行，會中針對未來區域建設委員會的成立及運作方向、北臺上位

策略性計畫、常設區域合作平臺和幕僚單位之可能性等議題提出討

論。 

2010.11.5 

2010年於臺北市青年活動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辦「首長年會」與「首

長論壇」，並於一樓大廳舉辦年度成果展。配合臺北市花博開幕，

本次與會縣市首長們皆穿著客家傳統花襯衫，與花博相互輝映，同

時也展現苗栗縣的人文特色。 

2010.12.15 

經建會邀請來自歐美各國的區域平臺專家分享他國區域治理經

驗，做為我國推動跨域合作的參考。交通運輸組亦就此機會召開該

組的第一次產官學座談會，邀請主司運輸業務的美國紐約都會區運

輸委員會副執行長兼技術處焦國安處長與會對談。 

2010.12.28 
美國MPO區域合作專家訪台，與「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夥伴

進行交流。 

2011.4.25 

100 年北臺區域發展推動研討會，與全球最大規劃公司-AECOM進行

跨域合作經驗交流。會議特別邀請中國區副董事左昭德先生返臺，

分享該公司在中國與國際上跨域合作的成功案例。本次會議突破以

往的傳統形式，選在環境清幽的新北市三峽區「大板根溫泉森林渡

假村」中舉行，邀集中央部會、各縣市代表、其他平臺代表以及議

題組顧問、相關領域學者與會，共同關心臺灣未來的區域合作發展。 

2011.6.17 

宜蘭縣政府召開 100年度第一次副首長會議，由宜蘭縣吳副縣長澤

成主持。本次會議就「增闢地方財源收入」、「北臺整體發展策略」

及因應經建會「產業有家、家有產業」政策方向暨北臺區域各縣市

重點發展產業內容等合作議題提出討論。 

2011.7.15 

「100 年國家建設總合規劃作業」區域平臺初審會議於 7 月 15 日

假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舉辦，由宜蘭縣政府計畫處李守正處長主

持。本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共提出 23 個跨縣市、跨部門

之整合計畫。 

2011.7.25 舉辦「99 年旗艦計畫─北臺綠業方舟計畫」提案研商會議，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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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中央經費補助。本次提案研商會議係針對「北臺觀光藍海計

畫」、「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設施規劃」、「基隆河沿岸土地再利用計

畫」、「桃竹苗地區景觀、休閒及生態之海岸再生規劃」、「大漢溪流

域觀光整合發展計畫」等計畫進行整合，並以低碳、永續概念為主

軸，陸域、河域、海域之觀光系統整合規劃為主要目標，提出「北

臺河域自然公園推動執行計畫」與「北臺觀光藍海推動執行計畫」

二大行動計畫。 

2011.10.26 
經建會召開100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審查會議，北

臺共通過12項提案，補助經費總計達3,270萬元。 

2011.11.18 

100 年「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二次副首長會議，於宜蘭縣

立蘭陽博物館召開，由宜蘭縣吳副縣長澤成主持，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陳組長志銘、財政部與內政部營建署代表

亦蒞臨指導，共同討論未來北臺區域合作的方向與模式。 

2011.12.27 

12 月 26 日於蘭陽博物館召開「北臺區域發展 2011 年首長年會暨

成果展」，由總統府伍錦霖秘書長、行政院陳沖副院長及中央各部

會長官，與北臺八縣市見證北臺八年合作成果，共同展望「宜居北

臺產業共生」新藍圖。 

2012.6.8 

「101 年度合作活動暨區域平臺輔導執行計畫」第一次議題式導向

座談會暨新進人員教育訓練於 6 月 8 日假臺北市中山創意基地舉

辦。本次會議安排了「北臺組織法制化與實體化轉型」座談會，針

對法制化及實體化議題進行寶貴的意見交換。 

2012.6.22 

臺北市召開101年度第一次副首長會議，報告100年度副首長會議決

議辦理情形、北臺組織法制化與實體化轉型說明及北臺自行車旅遊

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2012.12.7 

101年度第二次副首長會議於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舉辦。北臺八縣市

副首長共同騎乘自行車，宣示以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做為北臺

未來推動跨域合作的主軸。會後，臺北市政府特別提供公共自行車

Youbike，由各縣市副首長於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進行騎乘活

動，氣氛熱烈。 

2012.12.22 

101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首長年會於臺北市青少年育樂中

心召開，吳副總統特別蒞臨指導，並與八縣市首長共同進行北臺辦

公室啟動儀式及發表年度北臺區域合作成果。 

2013.4.15 
於基隆市政府召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一次縣市論壇（基

隆市）」，由都市發展處陳副處長振乾主持。 

2013.4.16 
於新北市政府召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一次縣市論壇（新

竹縣）」，由章副縣長仁香主持。 

2013.4.17 

於宜蘭縣政府召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一次縣市論壇（宜

蘭縣）」，由吳副縣長澤成主持。 

於苗栗縣政府召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一次縣市論壇（苗

栗縣）」，由林副縣長久翔主持。 

於桃園縣政府召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一次縣市論壇（桃

園縣）」，由城鄉發展局吳局長啟民主持。 

於新竹市政府召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一次縣市論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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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市）」，由游副市長建華主持。 

2013.4.22 
於新北市政府召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一次縣市論壇（新

北市）」，由許副市長志堅主持。 

2013.5.16 
於臺北市政府召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一次縣市論壇（臺

北市）」，由張金鶚副市長主持。 

2013.7.5 

102 年度北臺八縣市第一次副首長會議，於龍潭客家文化館舉辦，

由桃園縣黃副縣長宏斌主持，會議主軸為「北臺飛揚」，由城鄉局

吳啟民局長以「航空城啟航‧北臺飛揚」為題，進行專題報告。吳

局長強調，桃園航空城與北臺各縣市發展息息相關，需密切分工合

作，才可與國際競爭。 

2013.9.14 

於大溪花海農場舉辦教育訓練，藉由教育訓練延續昔日累積之推動

經驗，以持續有效地整合區域資源，連結國家建設計畫，共同提升

區域總體發展之競爭力。 

2013.10.11 

102 年度北臺八縣市第二次副首長會議，選定在桃園縣具有特色的

南僑觀光工廠舉行。吳志揚縣長一直積極推動縣內觀光工廠發展，

協助包括南僑等觀光工廠對外行銷宣傳，以發揚歷史悠久的在地品

牌。本次會議亦邀請到南僑陳飛龍董事長於會中跟大家分享南僑觀

光工廠開創過程及經營經驗。 

2013.12.26 

「102 年度首長年會暨成果展」於中壢市南方莊園召開，副總統吳

敦義和桃園縣長吳志揚等八個縣市首長齊聚一堂，慶祝北臺「十年

有成」。本次會議除展示 102 年度北臺推動成果外，更舉辦了「桃

園航空城與北臺發展」座談會。 

2014.1.22 

於新竹縣政府召開 103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提案計畫平

臺初審會議。本次會議由新竹縣章副縣長仁香主持，針對八縣市與

輔導團隊所提 18 項提案計畫進行討論，並提出整併或修正方向之

建議。 

2014.5.16 

103年度北臺第一次副首長會議於新竹縣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舉

行，以「北臺新契機，共築健康城」為主軸，由北臺 8縣市副首長

及代表座談，分享推動相關政策成功之經驗；此次會議更配合新竹

縣在地知名活動「懷萱茶會」，邀請副首長及代表們一同品茗合飲。 

2014.6.10 

國發會函知 103年國建計畫審查結果，通過「自由經濟示範區之北

臺物流產業推動計畫」、「國際經貿醫療專區計畫」、「中興文化創意

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及變更都市計畫作業」、

「北臺區域植物工廠示範區計畫」共計四案，獲核定補助金額為

870 萬。 

2014.7.3. 

假新竹北埔綠世界生態農場召開 103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

作業」聯合檢討會議。會中邀請中央部會針對「國家建設總合評估

規劃作業」、「國際健康產業園區」、「自由經濟示範區-農業加值」

等政策，與北臺各縣市夥伴進行相關政策說明。 

假新竹北埔綠世界生態農場召開 103 年度「北臺區域人員教育訓

練」。會中邀請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臺北市交通局，針對「推

動智慧城市」、「YouBike微笑單車」等政策，與北臺各縣市夥伴進

行成功政策推動之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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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9 

103 年度第二次副首長會議，配合客庄十二大節慶新竹縣義民文化

祭進行縣市間實質文化交流。本次活動由新竹縣政府徐秘書長柑

妹，邀請北臺 7縣市副首長代表齊聚一堂，共同參與國際性文化活

動，體驗獨具特色之客家精神文化。 

2014.9.11 

爰於 103 年 9 月 11 日假新竹縣政府 2 樓簡報室召開 103 年度第二

次副首長會議補行議程會議，就當年度相關合作事項進行實質討論

與意見交換。除進行各議題組 103年度重點工作與執行情形報告，

亦就「建請以北臺平臺名義向交通部提案增加營運補貼預算」及「配

合國家發展委員會 104 年國土空間發展特展提請主辦縣市及辦理

方式」兩項提案進行討論與決議。 

2014.10.8 

103 年度首長年會、成果展暨論壇於新竹喜來登飯店舉行，以「智

慧北臺，引領未來」為主軸，並首度舉辦北臺服務獎頒獎典禮，鼓

勵各縣市人員努力付出；「城市願景藍海論壇」則以「城市競爭力

再升級」為題，由各縣市首長代表分享如何運用現有競爭優勢、資

源整合，創造地方產業與經濟的突破成長，期許北臺縣市透過區域

合作共同面對全球競爭與挑戰，群策群力為提升台灣競爭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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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訪談紀錄 

一、訪談者 A紀錄表 

問：北臺是採「由下而上」的運作模式，形塑區域間的策略性夥伴關

係，在您參與當年縣市主政時期，所面對北臺機制運作的優勢與

困難為何？ 

答:由下而上的模式不同於由上而下的地方在於決策的行動力，由上而

下當然執行上會很有效率，但往往是政策導向，而由下而上是透

過各縣市基層的討論，更能貼近民眾的需求，但往往在分配任務

上沒有上級交辦來的有效力。 

問：北臺區域發展現行 9 大議題間合作運作的機制與事項，您有何想

法？ 

答:九大議題組各自有不同的專業及領域，而北臺的九大議題也是架構

在北臺 8 縣市的合作溝通及協調上，近年來的議題內容比較不是

那麼活絡，建議可以議題及議題間跨議題的合作，可以更加連結

完整，並發現新的合作議題產出。 

問：北臺成立以來在執行上所遭遇的問題及困難曾經以什麼方式解決?

成效如何? 

答:北臺執行的困難點主要就是北臺八縣市的定位以及各縣市的特色

都不一樣，如何從中找出大家都需要且共識一致的合作議題是執

行上比較困難的。 

問：有人提到平台共同願景產生易，落實願景難，甚至共同推動實質

建設也是有難處，這一部分你有何看法？ 

答:每個縣市的財政情形，甚至對於某個建設的依賴度都有不同，如果

共同推動願景或建設其餐與程度會有所不同，建議在公共合作前，

先行溝同，其共同負擔的額度也會有所不同，這樣才能加速共識

的形成，盡快大道合作的願景及目標。 

問：對於北臺區域平台未來合作的建議，請不吝指教。 

答：未來合作模式建議多多參考其他區域平台的合作模式，包含議題

上或是委辦單位上的執行，都可以多多參考，以改良北臺區域平

台的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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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B紀錄表 

問：北臺是採「由下而上」的運作模式，形塑區域間的策略性夥伴關

係，在您參與當年縣市主政時期，所面對北臺機制運作的優勢與

困難為何？ 

答:每個縣市都會有自己的本位主義，在溝通合作上會有一些不同的看

法，當自己主政時會大多考慮主政縣市的政策，這對於北臺來說

是一大困難的現象。 

問：北臺區域發展現行 9 大議題間合作運作的機制與事項，您有何想

法？ 

答:建議以跨議題合作方式去進行。 

問：北臺成立以來在執行上所遭遇的問題及困難曾經以什麼方式解決?

成效如何? 

答:北臺成立以來有 9大議題組在運作著，分別由各縣市議題小組推動，

導致各縣市間無直接聯繫討論空間，形成各縣市間議題推動，產

生執行成效上的落差。 

問：有人提到平台共同願景產生易，落實願景難，甚至共同推動實質

建設也是有難處，這一部分你有何看法？ 

答：對於北臺區域平台未來合作的建議，請不吝指教。 

 

三、訪談者 C紀錄表 

問：北臺是採「由下而上」的運作模式，形塑區域間的策略性夥伴關

係，在您參與當年縣市主政時期，所面對北臺機制運作的優勢與

困難為何？ 

答: 1.優勢：優勢在於北臺 8 縣市發推組幕僚能持續發揮合作互助的

精神，透過各型態密集的討論，凝聚共識，提出每年 8 縣市要合

作的議題及方向。 

   2.困難 

 (1)目前大多由各縣市發推組幕僚及委託廠商共同討論合作議題或提

出計畫，目前已大多停留在規劃階段，如涉及深入的工程計畫，

受限於中央部會仍未能重視跨區域城市共同提案經費補助，以及

採購法執行面，故仍難有大量實質成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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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經過多年運作，發推組及各議題組能合作的事項似愈來愈少，加

以中央補助經費已不若以往多，故各議題組的合作推動似遇到瓶

頸。 

 

問：北臺區域發展現行 9 大議題間合作運作的機制與事項，您有何想

法？ 

答: 因主政議題組可能多因輪值多年而無新合作議題，致合作似遇到

瓶頸，有以下幾點建議: 

  1.議題組開放各縣市輪流主政 

    建議各議題組開始由各縣市輪流主政，讓各縣市都能有機會主導

議題組的主題及方向，讓承辦縣市及同仁更有參與感。或由當年

主政北臺平台的縣市，亦同時擔任 8 大議題組的主政，或可讓當

年有更整體性的方向及成果，亦能有效推動各議題組議題的推

動。 

  2.強化委託廠商協助各議題組議題討論的功能 

問：北臺成立以來在執行上所遭遇的問題及困難曾經以什麼方式解決?

成效如何? 

答:早期推動北臺區域平台時，多獲中央國發會(前為經建會)的支持及

經費補助，每年均有針對跨區域城市提案計畫，並有優先補助，

後來經費補助逐年減少，或無法由國發會主導補助，後來透過協

調，由各縣市政府發推組爭取於各縣市每年編列 40萬元，主政縣

市視需求編列 200 萬元不等之經費辦理，讓北臺區域平台案能有

經費持續推動，對北臺的合作有實質的幫助及成效。 

問：有人提到平台共同願景產生易，落實願景難，甚至共同推動實質

建設也是有難處，這一部分你有何看法？ 

答:確實在合作議題上，願景的共識甚至先期規劃內容在達到 8縣市共

識是容易的，但要推動實質建設時，受限採購法規定及各縣市補

助比例不同之情形，造成實務推動遇到瓶頸。建議可於細部設計

時，就各縣市需推動之工項及經費分別列出，並與中央部會先行

協調，仍以北臺區域平台共同爭取跨域合作之工程經費，但核撥

補助經費時，則可以分縣市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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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對於北臺區域平台未來合作的建議，請不吝指教。 

答:1.跨區域平台的交流合作 2.整合既有的小區域合作平台 

四、訪談者 D紀錄表 

問：在主政時期，是如何執行北臺運作的? 

答:當主政縣市時，需扛起所有的東西，包含所有活動議題的產出等等，

而當主政縣市時，當然首長會有本位主義，如何讓各個議題組去

推動其主政的業務，首先要先建立革命情感，有了革命情感大家

基於合作的夥伴關係，自然而然在推動上就會容易多了。 

問：在執行過程中，對於合作或議題操作有何意見?北臺成立以來在執

行上所遭遇的問題及困難?曾經以什麼 方式解決?成效如何? 

答:定期舉辦科長層級的聚餐，將新的一年各個縣市要推動的目標及事

項列出，從中討論去挑選共同合作的議題，新的年度就朝這個目

標進行，到了年中檢討執行的成效，重中去作修正及努力。 

問：北臺 8縣市輪流主政之機制其優缺點為何? 

問：北臺平臺的未來如何延續? 

答:北臺已進入 13年了，8縣市也將近輪值 2次，必須改變執行方式，

如何讓組別合作的議題去執行，善用首長機制去執行，建議參考

商北平臺的運作機制，由首長層級會議交下，研考會列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