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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北市主要計畫銜接全國國土計畫及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之應辦規劃及相關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跨域發展組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5月 5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臺北願景計畫工作室 

參、主持人：張專門委員立立 

肆、會議報告（詳簡報內容） 

伍、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一、廖委員文弘 

(一)當初在訂定國土計畫法時，因為不想過度干擾，對於全市皆

為都市計畫縣市僅有兩個工具，一為「國土功能分區與分類」，

二為「特定區域計畫或都會區域計畫」。 

(二)規劃單位所整理的 12 個主題及 19 個課題，不會同時出現在

12個行政區，而是在特定的行政區發生，或者說，每個人有

不同的觀點和想法，將課題空間化、地區化後會回到臺北市

的都市計畫需不需要調整、土地使用管制內容要不要調整。

而在國土規劃之實務上，將課題轉換至空間規劃上，較易聚

焦討論及落實。因此建議規劃團隊可由這些主題、議題中，

輔以實際個案說明之；至於其他類似個案，亦得比照辦理。

就立法技術來說，這叫做例示，而非列舉。 

(三)針對國土計畫法提供給臺北市的 2種工具，補充說明如下： 

1.劃設國土功能分區與分類：臺北市只有 4種功能分區，分別

是城鄉發展地區的城鄉一、國土保育地區的國保三(陽明山

國家公園)、國保四(都市計畫中的保護區或都市計畫中符合

國保一條件的地點)與農業發展地區的農發五： 

(1)國保四的好處是當臺北市都市計畫要調整時，須依國土計

畫指導而不得逕為調整，較能達到國土保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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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發五的部分，比如臺北市的農業區在關渡，希望可以保

留下來為全國糧食安全有所貢獻，不要讓關渡平原農業區

變調，可以劃設為國保五。或者可以訂定新的功能分區與

分類，但這有點繞路，因為根據國土法第 23 條規定，實

施都市計畫地區應回歸都市計畫法實施管制。 

2.擬定都會區域計畫及特定區域計畫：其相當於一個小的全國

國土計畫，如果有一個迫切需要、必須拉到全國國土計畫尺

度處理的議題，可以用這兩者處理。如果發動的單位是市府，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8 條第 2 項可以把相關單位找來共同擬

定，除了提出議題同時也提出後續的方案及策略。比如臺北

市爭議較大的社子島議題，就個人觀察問題點在於雖然臺北

市主要計畫已經規範，惟似乎無法說服所有委員及團體。但

如果今天有一個上位計畫（如行政院核定之都會區域計畫）

對於社子島地區有所指導，就可以提升到中央層級，而臺北

市的主要計畫必須依循辦理。換句話說，這個都市計畫要成

形，係經過大家共同討論並獲得共識。 

(四)過去的北臺、中臺、南臺平臺因為缺乏法定單位和法定計畫，

約束力較低，針對所設定之部分議題，無法完整達成預期之

效果。因此建議可以評估是否要透過都會區域計畫或特定區

域計畫的方式來合作討論。 

(五)另規劃單位參與國土計畫作業之相關規劃經驗豐富，若有上

開「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或「擬定都會區域計畫或特

定區域計畫」以外，屬國土計畫法可提供之其他適當工具，

建議可一併提出，俾提供貴府、本部（署）或其他單位辦理

後續作業參據。 

主持人（張專門委員立立） 

臺北市國土規劃及國土計畫概要宜從區域性、系統性、都會共

同生活圈資源的整合與共享，思考空間利用規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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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趙委員正義 

(一)國土計畫是一個大的綱要，可以透過集結各方面的專家，討

論要怎麼發展城市願景、甚至國家願景，提升城市競爭力，

或亦可參考仲量聯行的全球競爭力(Global Winning City)

包含五個指標，來整體考量城市規劃的方向： 

1.連通性 Connectivity：機場的聯結與國際的聯結。 

2.網絡 Networking：智慧城市與網絡的建構。 

3.行銷 Branding：國際上的城市自明性，很多城市是透過地

標性建築來達成。 

4.文化 Culture。 

5.韌性城市 Quality of life。 

Global Winning City的評比並不在於城市的 GDP或規模，

而是如何能吸引國際的投資，與國內外人才的宜居。 

(二)臺北市有很好的交通連結，智慧網絡的發展也在國際間名列

前茅，文化指標和韌性城市指標在臺北市都是強項，在市府

的努力下，近幾年臺北市的 Global Winning City評比不斷

提升，尤其永續經營的環境在國際上更受到肯定。 

(三)臺北市做為首善之都，產業發展除了內科等科技業外，應該

還涵蓋金融服務等三級產業的佈局，建議 P37 臺北市產業空

間發展策略可把西區門戶、信義計畫區及未來南港等 CBD 或

商務園區的規劃納入考量。 

(四)很贊同規劃單位將臺北、新北、基隆整體納入首都圈考量，

個人想像的大臺北都市架構應該是融入 TOD 概念，車站周邊

的建物容積率很高，以香港為例緊鄰車站的容積率甚至可高

達 2000%，離車站較遠的地方則可保留生態綠地讓大地能呼

吸。如此可提高捷運的搭乘率達到節能減碳的綠色運輸、民

眾到站就到家、到公司、到百貨公司，滿意度也提高，捷運

公司的財務效益也提升，投資者也有合理價格的土地容積進

行開發。在做法上建議盡量找捷運沿線的公有土地來提高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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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率，將大多數的容積掌握在政府手上以推動各項利民富國

的都市發展政策。例如香港新闢的將軍澳捷運線，僅靠一個

約 32公頃的日出康城土地開發案即可達成財務回收。 

(五)有關住宅的議題，新加坡有 80%的人住在公宅，臺北市因為缺

乏土地，所以高房價一直是政府與民間的痛。建議應該利用

TOD 概念，在大臺北地區尋找大面積的公有土地來設立捷運

車站，並透過都市計畫變更提升容積率，部分賣給建商、部

分用來興建社會住宅或合宜住宅，就有機會讓年輕人在大臺

北地區買得到房子。 

(六)臺灣的教育、醫療及科技水準都很好，還有一個產業是 TMT

科技新媒體其實也可以納入，比如 google、facebook、yahoo

這些在臺灣的投資也在逐漸擴大，因為中美貿易戰關係，臺

灣擁有一些很好的條件可以把握這個機會，並逐漸透過整體

生活環境的軟硬體規劃，讓臺北有更好的發展，提升國際競

爭力。 

主持人（張專門委員立立） 

在全球競爭下，首都圈人口近 1,000萬人，如何吸引跨國企

業投資環境規劃臺北市空間布局，並基於共同生活圈的理念，捷

運場站結合周邊土地開發達成捷運建設自償性策略。 

三、邱委員英浩 

(一)從國際指標來看，臺北市具有城市競爭力，藉由這次擬定國

土計畫概要的機會以首都的地位重新檢視，否則在區域重新

分工下，臺北市的優勢可能會越來越弱。 

(二)臺北市已經發展的很好，要更好勢必要做一些調動，而調動

的困難性在於計有的都市計畫機制下很少人願意做，這次的

國土計畫概要對臺北市而言或許是個契機去思考如何將既有

資源做重新的盤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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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效率的交通及人際網絡是臺北的優勢，對於企業總部而言

效率是最需要的事，可以透過參考香港、上海、首爾、東京

來看臺北的優勢在哪裡，透過軟硬體的調整及空間配合來成

形。 

(四)目前臺北市立大學與臺北市政府刻正討論一個都市性能的綜

合性評價，並就目前的指標診斷臺北市的都市結構在不同分

區、區域裡的狀態，透過這樣的診斷來檢討空間低度發展、

過度發展的區位；臺北市應該思考目的是什麼，要往哪裡去，

比如松山機場搬遷對臺北市影響，因此需要一個診斷來確定

方向。 

(五)住宅議題應探討需要社宅的這群人到底是怎麼移動的、從事

什麼工作、社宅的區位在哪，或者說不一定是稱呼為社宅，

也許是臺北宅，它應該在什麼地方，是否擔任區域性的公共

設施或更多功能。人生階段中本就會有因收入增加不斷遷移

的過程，這是一個都市發展的正常現象，看是不是每塊土地

都要做這件事，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性與社宅結合。 

主持人（張專門委員立立） 

首都圈空間布局，宜由產業發展、高科技優勢，結合陸海空

交通運輸，強化產業發展特性，提升國際城市競爭力。 

四、解委員鴻年 

(一)跨域發展除了跨區域也該跨領域，建議可以邀請多元、跨領

域的專家共同討論。 

(二)既然國土計畫法訂定臺北市應回歸都市計畫，那就沒必要疊

床架屋，而是該討論更大的尺度，從北北基桃來看將近 1,000

萬人口的一個都會區該如何運作，而臺北扮演甚麼角色；臺

北不是與周邊區域競爭，而是與國際其他城市競爭。但其實

臺北市本身東區、西區、老臺北、新臺北也是在不斷流動的，

當移動成本降低時，臺北市的價值在哪裡？有沒有一個具體



 6 

的，還是一個象徵性的首都，不能因為交通的便利或是跨區

域的面向就將機能分工到其他縣市，而應該考量臺北市作為

蛋黃區可以扮演甚麼角色。 

(三)國土計畫可以當作是一個 Monitor 臺北的計畫，計畫和使用

常常是兩件事情，例如大內科，就現在產業的發展是可以

Monitor的，類似邱院長提到的都市性能，類似都市建檢、健

康檢查，或是都市監測；國土計畫更應該是一個都市的檢測，

都市計畫的價值、競爭力，國土的價值能被不斷的檢測，例

如透過無人機或是基地台去監測移動，應有更多科技可以去

檢測國土。 

(四)文化、科技與國際這三件事情會定位臺北市的產業發展，不

會定義在硬體或是製造業，如果周邊有這麼強的硬體在支撐

臺北市成為真正的軟體，那產業面就不一定會回饋到人口的

活動，因為一個大的都會不一定有許多常住人口，例如阿姆

斯特丹只有 100 多萬居住人口，但他們國際活動量、國際機

場活動量都遠遠高於臺北的國際活動，也就表示在這麼少的

人口載體下，阿姆斯特丹能夠負擔這麼大的國際交流空間，

而臺北市是否能做到？這就會關係到產業發展重點以及居住

定位。 

(五)臺北市目前有幾個政策方向應多加考量，例如把產業用地變

更為住宅用地，那是將自己的強項產業變更為住宅用地，產

業和居住的概念並非要蓋很多房子讓人買得起，而是租得起，

例如 TOD周邊的房子有停車場和 TOD的概念是相悖的。 

(六)交通分為交通運輸和運具的選擇，雖然臺北市目前整個運輸

網路、自行車和人行活動空間使臺北市越來越有宜居性，但

也應該考量時間性，比如臺北至松山機場和至桃園機場來回

約兩小時距離，而兩小時在亞太經濟圈裡可以進行很多國際

活動，能真正達到在這個海峽內的一日生活圈，故應該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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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如果轉移到桃園有沒有辦法達到這樣的效率，而不應在這

次的國土計畫內討論存廢。 

(七)環境永續並非只有大環境的永續，而應規範每一個建設和都

市活動的永續，可以檢視臺北市有哪些都市活動可以變成

SDGs 的典範，這些自覺性的環境永續會成為臺北市的價值。 

主持人（張專門委員立立） 

本市應提升文化影響力，加強產業文化利基，由總體環境品

質提升，兼顧到各區空間發展。 

五、林委員欽榮 

(一)國土計畫對於臺北市而言並不然一定要成就什麼，而是自我

的未來發展，以及對於周邊其他城市之間的共生發展的願景

規劃策略。 

(二)回顧臺北市這 70 年來的都市型產業發展與成就，有 4個要

素，將這個 4個要素的光譜拉開加以觀察，其實分為兩大項，

一是對外的，臺灣所身處國際關係與情勢的與時俱進影響，

二是對內的，城市區域與產業本身的治理邏輯： 

1.臺灣的產業布局和國際關係密切相關，而國際情勢是動態演

變的；臺灣經濟是外銷導向的產業發展，當然受到國際局勢

影響最為直接，臺北身為首都，在後知識經濟時代，更是快

速反映到臺北的都市產業發展情勢。  

2.空間區位的決定是近代都市產業發展的關鍵要素，合適的區

位就能有產業群聚的效應。  

3.城市產業鏈發展與區域經濟相互支援的治理影響。舉臺北內

科為例，即是最佳明證。 

4.以產業本身的自我演變為例，比如 5、60 年前的內科是內

湖輕工業區的規劃想像，迄今卻演變出 ICT 產業的總部聚

集，因此，產業是會自身演變的(而並不必然以規劃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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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80年是一個分水嶺，當時的國家政策是設置科學工業園區，

造就了整個新竹的發展，也間接在 2000 年促成內科，放在

發展過程中光譜中，就會比較明白要如何定位自己的產業，

而產業其實是永遠無法定調的，因為今天的高科技就是明天

的舊科技，要思考的是在這 5、60 年的歷史演進光譜裡，臺

北市有甚麼樣的累積以及新的浮現。臺北市產業的重點是

「質」，需要思考全球的關鍵戰略位置，產業空間不需要太大

面積；重點是要掌握產業所身處的國際情勢，以及產業發展

所需競爭力其所需要的支援是甚麼。 

(四)做為一個國家主要城市的條件下，臺北產業不是量的問題，

而是質的問題。雖然迄今內湖科技園區的年產值已經大於臺

灣所有科學園區的產值，不能從內湖科學園區的總產值來看，

而是竹科、中科、南科產業系統的競爭力。臺北市的需求用

地雖然不用太大，但需要維持一個可持續成長的關鍵戰略位

置。  

(五)臺北市對於國際相當敏感，而產業本身也非常敏感，例如

1980 年代約有 5-6%的年輕人是在臺灣的外商工作，但現在

大概只剩下 1%~2%的比例。這是因為臺北已經自我國際化，臺

北自然也必須要持續有產業生態與國際接軌的發展因應之道。  

(六)對臺北國土計畫的期望：首都圈格局的治理之道；幾點意見

提供 

1.利他與共創：臺北不必太計較要鞏固自己，反而要利他，利

他就是利己。對內是利他，協助基隆、新北、桃園共轉有利

的基礎建設，例如已經結構性發展出首都捷運環狀系統計畫，

全線長度 49.18 公里、42座車站、橫穿 14 個行政區，這

將在全世界領先，都市的流動性 Mobility 在智慧科技的時

代是關鍵，桃園也積極在做，連接起來後，對於北北基桃首

都圈的形象以及產業發展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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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因應科技會有自身演變、自我創造：規劃師很難去猜是

哪一種產業值得進駐，尤其現在是 IOT 時代，產業各面向

都會改變。是故，個人認為臺北的機會是「服務型導向的新

經濟」，所演化的產業型態與產業類型會如何也很難說，但

是將知識密集生產並加上服務，加上數位科技應用，將是產

業發展的新趨勢。  

3.吸引人才(Talent)做為區域發展的誘因：從吸引人才的條件

來看，TOD 對於臺北市人才的聚集是有關的，善用節點，結

合新北，抱持開放的態度。臺北市這 32 年來的捷運建設是

很好的都市基盤，但也造成一些社會性反效果，造成年輕人

買不起房。也許是時間點，讓環圈的周邊及內部數條捷運線

適當集點，讓 TOD 能幫忙人才回到都市生活圈。  

4.都市與區域環境的 Identity：需要有更好的都市設計與景

觀的品質雕塑，環境的 Identity 其實就是 Branding，臺

北的 Branding 其實包含把北北基桃一起提升，因此應該

一起 Branding，才能一起打世界盃。  

5.都市區域的環境 Urban modernity：作為最關鍵的城市機能，

臺北市以一些不錯的基礎設施，但還是需要大幅度展開都市

更新。都更不能只是停在一個街廓、停留於小確幸，如此是

不夠積極去做城市再生的，所以要鼓勵大幅度更新作為。  

(七)在臺北的開放性架構裡，資通訊很密集，在這樣前衛的臺北

可以做為實驗的場域，媒合產業和人才。臺灣可以構築許多

智慧城市方案，臺北不論是捷運、社會住宅或共融性社會福

利體系都是很優秀的，可以輸出，可以為全世界建構智慧城

市的示範並發展我們的優勢產業與服務系統輸出。 

(八)在世界各個都市指標 Index 裡，我看來其實都低估了臺北

市，在這次 COVID-19疫情；最安全的地方就在臺灣，我們要

自己抓住這個話語權。產業關乎人才、城市魅力及與周邊區

域發展的關係。利他與共創是合為臺北的策略，除了自己發



 10 

展外，也要利他。臺北的個性，很像是站在世界的風潮上、

敏感於變化，臺北似乎就是一直在走這樣的路，往世界的風

險去變化與適應。當然，從國土計畫的後續作業，如果有適

當的機會與時機，依據國土計畫法，我當然建議，由中央來

做北北基桃跨區的「都會區域計畫」，以做為各縣市的國土計

畫層次的整合型策略計畫，則會有更好的效益。 

主持人（張專門委員立立） 

臺北市整體產業發展宜從產業產值及效能面向，將投資環

境、空間布局營造出來，以因應產業長期發展。 

六、方副局長定安 

(一)國土計畫應該要把前輩、先進的觀點融入到國土計畫，臺北

市應以國土計畫的思維，思考國土計畫對臺北市的重要性。 

(二)臺北市為鞏固培育人才，國土計畫應該要利它，身為首都應

該會有不同思維來看國土計畫，臺北市在臺灣要扮演什麼角

色。 

(三)臺北市的產業類別未來會有新思維、新方向，應該要有想像。 

(四)各組建議共同研擬另三組會議結論，後續各面向融入本次座

談會成果。 

七、羅副總工程司文明 

(一)臺北市發展應該以質為主，目標是自我發展及互利共生。 

(二)臺北市既有發展優勢，包含安全、產業、文化、便利可以思

考和其他縣市合作。 

八、袁副總工程司如瑩 

(一)大家都認為臺北市已經發展成熟，所以座談會的目的是希望

梳理要從什麼角度切入國土計畫觀點。從今天的委員所給的

意見提供臺北市朝向好還要更好、以及區域概念不僅以跨區

域的概念更是跨領域的概念，並且思考首都圈如何利它又利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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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計畫引領臺北未來 20-30 年的發展，因此在國土計畫架

構下思考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計畫的調整，讓臺北市的發展

更永續。 

柒、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