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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新北市作為具全臺人口最多、最多里且面積遼闊的直轄市，
包含人口密度最高的永和區(3 萬 8,300 人)及人口最少的烏

來區(20 人)，到人口最多的板橋(55 萬 6,475 人)及人口最
少的平溪區(4,379 人)，上述在各區的人口分布與比重，均
強烈影響新北市政府與區公所的職能的表現，為解決前述之
問題，應有研議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必要，為筆者之研究
緣 起 與 目 的
動機。
(二)研究目的
1. 瞭解新北市行政區劃之文獻及次級資料，作為新北市行
政區劃調整之基礎。
2. 瞭解研究對象對於現今新北市行政區劃的意見，作為新
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基礎。
3. 就未來新北市行政區劃之調整提出建議。
(一)研究方法
1. 文獻及次級資料分析法
蒐集與查究相關書籍、研究論文及學術期刊，包含行政
區劃之理論及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相關文獻，加以歸
納及彙整，藉以瞭解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方向，並配

方 法 與 過 程

合次級資料諸如：2009 年 9 月 1 日核定之「臺北縣改制
計畫」
、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之「新北市國土計畫」
及 2021 年 4 月 16 日送立法院一讀會待審之「行政區劃
法草案」，建構新北市未來行政區劃之雛形。
2. 深度訪談法
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法，在訪談進行前擬定原則性大綱，
做為訪談的指引，使訪談者有方向性，在訪談過程中，
不只侷限在預設的題目上，還可根據受訪者的回答，作
I

深入探究，藉由訪談新北市政府民政局、議會及區公所
代表，增加行政區劃調整方向資料蒐集的廣度。
(二)研究流程
從研究背景與動機出發，分別構思研究目的與問題，再行確
認研究方法與範圍後，即從事文獻及次級資料之分析，以此
為基礎，建立研究架構，並安排研究設計，包括研究實施對
象及問卷內容之設計，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以蒐集初級資
料，最後將分析訪談資料，進一步瞭解新北市行政區劃的方
向，強化研究之立論基礎，完成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
1.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模式應以專業決定為基礎，提供政
治決定足夠的政策決策方向。
2. 為解決新北市國土計畫作為行政區劃調整參考之侷限
性，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方向應將民眾實際需求納入
考量。
3. 新北市議會議員選舉區劃作為行政區劃調整基礎的適當
性。
4. 新北市區公所在市政府組織下的角色定位與新北市行政
區劃調整間相互影響
(二)研究建議
1. 短期上，釐清新北市轄內現行不合理的行政區劃，確定
研究發現及建議
是否符合民眾實際生活圈，並優先辦理行政區劃調整。
2. 短期上，以新北市內之城鄉差異確定都會與鄉村型區公
所之人口、土地的控制幅度，作為行政區劃調整的參考。
3. 短期上，確定新北市區公所在市政府組織下的角色定
位，以因應未來行政區劃調整之後續配套。
4. 中長期上，參考新北市議會議員選舉區劃的架構下，著
手市內鄉村區與區之間的合併，達到區域間資源有效利
用及區域有效發展
5.

備

中長期上，就都會區部分，定期通盤檢討新北市內部都
會區區域間的人口數、人口移動及人口增減原因，因應
是否配合民眾實際需求調整行政區劃

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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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我國直轄市的行政區劃單位，依據憲法第 118 條及地方制度法第 3 條規
定，第一級為直轄市，第二級為區，第三級為里，第四級為鄰，其中區的存
在與功能極為重要，其層級與縣下轄的鄉鎮市相同，但原則不具備地方自治
團體身分(山地原住民區除外)，因此，直轄市下轄區之行政劃分應朝向更有
效能的劃分方式為行政管理，以達到直轄市市政效能之提升。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依地方制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及區之新設、廢止或調整，依
法律規定行之。」臺北縣如改制為直轄市，為平衡城鄉及行政區域差異，理
應調整現行 29 鄉(鎮、市)之行政區域，然鑑於相關法源行政區劃法尚未完成
立法，故改制後暫時維持現狀，即將 29 鄉(鎮、市)改為 29 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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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考量人
口數量、密度、地形地域、財政狀況、經濟條件、都會發展、文化特色、治
理範圍等因素，重新調整劃分各區、里行政區域(臺北縣改制計畫，2009：8)。
自 2010 年 12 月 25 日起，新北市、臺中市及臺南市升格，2014 年 12 月
25 日桃園市升格，遂形成現今六都直轄市的局面。在各直轄市將鄉(鎮、市)
公所改制為區公所後，地方行政權力便朝直轄市政府集中。以新北市為例，
相較於鄉(鎮、市)在地方上的施政較能因地制宜，區作為直轄市之派出機關，
行政上往往受制於市府規範及指令，但誠如上段所述，在未有行政區劃調整
的情況下，區在承載既有鄉(鎮、市)各類型行政區劃下，自治表現及治理能
力上的表現衰退，為強化新北市政府在地方上的治理能力，行政區劃的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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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其必要。
新北市作為具全臺人口最多、最多里且面積遼闊的直轄市，區公所的工
作及任務自顯龐大，以 2020 年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為例，新北市居家檢疫者
人數長期高居全臺之冠，高峰期更是多達 1 萬 3000 多人，包含電話關懷、發
放防疫包、環境消毒等防疫事項，均由區公所一手包辦，除了防疫期間衍生
的專案業務的同時，區公所平時之業務卻未有減少，故有產生研究相關議題
之空間。有關新北市與臺灣五都直轄市就行政區劃等現況背景為比較，詳如
下表 1-1。
表 1- 1 臺灣直轄市行政區劃、人口數及土地比較一覽表
土地面積
直轄市

行政區劃數

里數

(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
(人口/平方公里)

人口數

新北市

29

1,032

4,027,730

2,052.5667

1,962

臺北市

12

456

2,581,006

271.7997

9,495

桃園市

13

504

2,270,971

1,220.9540

1,859

臺中市

29

625

2,820,979

2,214.8968

1,273

臺南市

37

649

1,871,224

2,191.6531

853

高雄市

38

891

2,760,028

2,951.8524

935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2021/4)。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筆者依
查詢資料製作。
從上表可知，新北市在全部直轄市中，里編組數及人口數位居首位，土
地面積大小雖位居第四，但與第二、第三名的臺中、臺南市相去不遠，均為
幅員遼闊的直轄市，是否能負荷如此龐大的市民人口所帶來的市政業務，又
現行新北市行政區劃是否合乎現實考量，各區人口間的不平衡是否有導致區
公所業務超載的問題。另外，依地方制度法第 7 條之 3 規定：
「依第七條之一
改制之直轄市，其區之行政區域，應依相關法律規定整併之。」該相關法律
2

即為行政區劃法，考量尚未完成立法，故新北市至今仍維持臺北縣時代之 29
個鄉(鎮、市)行政區劃，在前述背景下，筆者希望藉由透過撰寫研究計畫，
提供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作為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參考。

二、研究動機
臺北縣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7-1 條規定報請行政院核定改制，並自 2010
年 12 月 25 日升格為新北市，惟新北市至今仍維持臺北縣時代之 29 個鄉(鎮、
市)行政區劃，在新北市人口持續成長的現在，各區人口數量的差異日益擴大，
且在 29 區間幅員不一的情況下，更造成新北市內的城鄉發展嚴重失衡，筆者
身為在新北市服務之公務員，自區公所至民政局服務至今，深感區公所或是
市府職能之不彰，行政服務及管理上效率之窒礙，似均源自新北市既有行政
區劃劃分的問題。
又以新北市鄰近之臺北市為例，臺北市於 1967 年 7 月 1 日升格為直轄市，
並於 1990 年 3 月 12 日臺北市進行行政區重劃，將原來的 16 區調整為 12 區(羅
啟宏與林志重，2014：18)：
(一)合併龍山區、雙園區、古亭區西側以及城中區福星、慈壽、萬壽三里為
萬華區
(二)合併城中區、古亭區中間部分為中正區
(三)古亭區東側併入大安區
(四)合併景美區、木柵區為文山區
(五)建成區、延平區併入大同區
(六)分割松山區南半部，設置信義區
臺北市歷經行政區劃調整，達到各區間人口及面積上的平衡，並可作為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借鏡，以下就臺北市及新北市各區現有人口及面積資
料比對並討論，詳如下表 1-2 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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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臺北市各區人口及面積資料比對表
市平均人口密度

9,496

區最高人口密度與平均人口密度差額

+16,894

區最低人口密度與平均人口密度差額

-5,120

區

人口數

面積(km²)

區人口密度

松山區

198,603

9.2878

21,383

信義區

212,559

11.2077

18,965

大安區

299,823

11.3614

26,390

中山區

221,679

7.6071

16,202

中正區

154,461

7.6071

20,305

大同區

123,334

5.6815

21,708

萬華區

181,044

8.8522

20,452

文山區

266,439

31.5090

8,456

南港區

117,777

21.8424

5,392

內湖區

280,785

31.5787

8,892

士林區

275,823

62.3682

4,422

北投區

248,679

56.8216

4,376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2021/4)。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筆者依
查詢資料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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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新北市內區人口及面積資料比對表
市平均人口密度

1,962

區最高人口密度與平均人口密度差額

+36,338

區最低人口密度與平均人口密度差額

-1,942

區

人口數

面積(km²)

區人口密度

板橋區

556,475

23.1373

24,051

新莊區

423,081

19.7383

21,435

中和區

410,032

20.1440

20,355

三重區

384,124

16.3170

23,541

新店區

302,753

120.2255

2,518

土城區

238,247

29.5578

8,060

永和區

218,836

5.7138

38,300

汐止區

205,883

71.2354

2,890

蘆洲區

202,507

7.4351

27,237

樹林區

182,977

33.1288

5,523

淡水區

184,106

70.6565

2,606

林口區

122,561

54.1519

2,263

三峽區

116,755

191.4508

610

五股區

89,812

34.8632

2,576

鶯歌區

87,739

21.1248

4,153

泰山區

78,100

19.1603

4,076

八里區

39,731

39.4933

1,006

瑞芳區

38,857

70.7336

549

深坑區

23,768

20.5787

1,155

三芝區

22,498

65.9909

341

5

萬里區

21,554

63.3766

340

金山區

21,016

49.2132

427

貢寮區

11,689

99.9734

117

石門區

11,367

51.2645

222

雙溪區

8,370

146.2484

57

石碇區

7,493

144.3498

52

坪林區

6,689

170.8350

39

平溪區

4,379

71.3382

61

烏來區

6,331

321.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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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2021/4)。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筆者依
查詢資料製作。
從表 1-1 觀之，新北市人口密度為 1,962 人，臺北市則為 9,495 人，乍
看之下，新北人口密度較低，但綜觀表 1-2 及表 1-3 可知，臺北市內人口被
相對妥善分配於各區，區最高人口密度與平均人口密度差額落在 1 萬 6,894
人，區最低人口密度與平均人口密度差額 5,120 人，與市內平均人口密度差
距較為妥當；反觀新北市人口分配即不平均，區最高人口密度與平均人口密
度差額落在 3 萬 6,338 人，區最低人口密度與平均人口密度差額 1,942 人，
與市內平均人口密度差距幅度極大。綜上所述，新北市在區與區之間的人口
與人口密度差異極大，包含人口密度最高的永和區(3 萬 8,300 人)及人口最
少的烏來區(20 人)，到人口最多的板橋(55 萬 6,475 人)及人口最少的平溪區
(4,379 人)，上述在各區的人口分布與比重，均強烈影響新北市政府與區公
所的職能的表現，筆者認為，為解決前述之問題，應有研議新北市行政區劃
調整之必要，為筆者之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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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所謂行政區劃，係指國家機關為統治上之必要或實施地方自治的便利，
而將全國劃分成為許多許多政府層級與行政區域，每個地方政府各有一定轄
境(薄慶玖，1997：45)。行政區劃係地方自治運作之要素，地方自治必須具
有一定地域始可確立其住民數目與土地面積，進而確立公權力管轄範圍，以
推行地方自治，故行政區劃與地方自治息息相關，有關地方自治的憲法保障，
即有單純自治權保障與制度性保障型態之別，所以有關地方自治之憲法保障
亦是行政區劃之憲法基礎(黃建銘，2006：4)。
在新北市升格後，在面臨地方自治權力的「往上」與「向下」輸送的考
驗下。區作為直轄市的派出機關，雖然沒有鄉鎮市的自治問題，然而一方面
要直接面對民眾，另方面則受制於市府各一級局處的影響監督，以致同樣有
「名實不符」的問題，故在整個市政府體系中的定位與重要性同樣是模糊的
（呂育誠，2008：302-303）。另外，地方公共事務的內容，隨著新北市升格
後日漸多元複雜化，民眾參與公共問題的意識更是日益高漲。為求更有效實
現地方特定主張與維護地方利益，社區發展協會、非營利組織(權利促進會、
文史工作會…等)，乃至各類社團乃紛紛走進基層，這些組織固然提供更多參
與管道，但卻也模糊了地方自治團體與民眾互動的模式，甚至可能使原本單
純的民生問題，在不同力量介入下而轉變為「泛政治化」的棘手問題(鄭宇婷，
2012：7)。
在新北市升格後，鄉(鎮、市)調整為區後，地方因地制宜治理能力下降，
地方權力往市政府集中，惟新北市幅員遼闊，且區彼此間升格至今仍存有明
顯城鄉差距，適當地調整既有的行政區劃似有必要，始能平衡新北市之區域
發展。綜上所述，考量新北市升格至今已經超過 10 年，確有重新針對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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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調整進行探討之迫切性，筆者將針對各項進行資料彙整，就現有文獻資料
加以歸納，最後就訪談資料為分析並總結，希望未來新北市在為行政區劃調
整時，提供相關意見與參考，達到室內無論都會區或是鄉村區的區域繁榮發
展。
筆者之研究目的有以下三項：
(一) 瞭解新北市行政區劃之文獻及次級資料，作為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基
礎
(二) 瞭解研究對象對於現今新北市行政區劃的意見，作為新北市行政區劃調
整之基礎
(三) 就未來新北市行政區劃之調整提出建議

二、研究問題
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即為一門顯學，其旨在探討地緣關係與政治過
程的互動行為；亦即了解其對政治的互動關係。此所謂地緣，其實就是國土
範圍(territory)或是地方區域(local area)，因為區位(location)與資源分
配的不同，其在國家發展與地方發展上即會衍生不同的發展結果。為使任何
國家內部區域設定都在資源分配上合理化，遂經由各種機制的設計，以達致
行政區劃的最適化(optimum)。但此種最適化的人為設定，必然摻雜太多政治
的運作過程(席代麟，2009：5)。因此，行政區劃的分配，主要涉及行政區域
範圍與人口規模，在直轄市的話，則是指區的數量及分布，即直轄市對於市
內管理「控制幅度」的問題。
新北市在市政管理上，最大的管理成本，即是幅員廣大，加之行政區劃
改制伊始之維持現狀。此種時間、空間的虛耗，需要妥善的施政規劃，不但
地方區劃須儘早進行，而且相關問題亦宜全面解決，而且解決後，成為當地
的 服 務 指 標 之 一 。 幅 員 太 大 故 不 宜 發 現 問 題 之 整 合 策 略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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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但功能整合(functional integration)的方法多端，則是需要領
導人之擇善固執，用最大的決心提供服務，且要爭取民間資源及非營利組織
(NPO)的支持，積極改善施政環境，以使「政府失靈」(failure governance)
成為絕響(紀俊臣，2010：13)。
新北市改制為直轄市，雖然整體市政之資源與人力獲得提升，但是改制
為區的基層地方政府，資源與人力的權力向上集中到直轄市政府，因此，區
公所要如何即時地將眾多民眾遇到的難題和困境，即時地向上呈給上級政府，
而其服務也要隨著時代的進步而與時俱進(鄭宇婷，2012：6)。綜上所述，筆
者認為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後已超過 10 年，為求行政效能之提升，應全面檢
視調整行政區劃之方向，並基於前述之研究目的，透過文獻及實務現況探討
的方式，產生以下的研究問題：
(一)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應採行的模式為何?
(二)影響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的因素中，哪些應納入考量?
(三)未來該如何調整新北市的行政區劃?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研究方法
筆者以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為主軸，瞭解新北市行政區劃對新北市政府
政策推行之影響與限制，配合研究目的，筆者以質性研究方式進行研究資料
之蒐集與分析，達成研究問題之解決。
質性研究，為社會科學上使用的研究方法，係指相對量化研究而言。長
久以來「質性研究」此一詞彙究有其獨特用法，旨在描述非「量化」的研究，
這個詞彙衍生自對量化研究的批評，其在 1960 年代與 1970 年代間蓬勃發展。
然而，質性研究在許多學科中實已發展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其中，社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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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開展初期，大體來說其所採取的取徑就是目前所謂的質性研究。隨者發
展的時間愈久，這個詞彙的意涵也隨之明朗。其不再以相反詞的方式來加以
定義，亦即將質性研究定義為非量化、或非標準化、或非其他等類似的說法，
而是根據其具備之特點來定義。因此，質性研究使用文本作為經驗資料(而非
數字)，開宗明義就是將研究之實體視為社會建構下的產物，關心參與者的看
法，以及與研究議題有關之日常行為及日常知識(David Silverman，2009：1)。
研究採質性研究的目的是更深入瞭解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的必要性、理
由及方法，資料之蒐集上，使用途徑有以下二種：第一種途徑稱為次級資料
(secondary source)；而第二種途徑則稱為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次
級資料的例子包含：使用戶口調查資料，以獲得母群體年齡-性別結構的資訊；
運用的醫療紀錄可發現社區的患病率與死亡型態；使用組織紀錄可瞭解其活
動型態；而資料蒐集來源則諸如：文獻、期刊、雜誌、書籍與定期刊物等，
以獲得歷史性或其他型態的資訊。在另一方面，蒐集社區對醫療服務的第一
手態度資料，探詢社區的醫療需求，評估社會方案，調查員工的工作滿意，
以及瞭解員工的服務品質等，則都是原始資料的例子。簡言之，原始資料提
供第一手資訊，而次級資料則提供第二手的資料(庫瑪，2005：148)。筆者將
就質性研究範圍下之文獻分析法、次級資料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為研究資料
之蒐集，並說明如下：
(一)文獻及次級資料分析法
研究收集、整理與分析文獻的目的，包括希望透過文獻來瞭解某特定時
期人的想法與動機；此外，瞭解事件發生的過程、經歷的階段以及每個階段
起特定作用的事件；最後，瞭解當時涉入事件的主要人物、這些人物的背景
以及立場(石之瑜，2003：199)。
當使用來自次級來源之資料，需當心是否具有資料的可得性、形式及品
質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程度將依來源之不同而有所差異。運用這類資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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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下列事項(庫瑪，2005：176)：效度與信度、個人偏見、資料的可得性、
形式。
筆者研究之文獻資料將蒐集與查究相關書籍、研究論文及學術期刊，加
以歸納及彙整，藉以瞭解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方向，並配合次級資料諸如：
2009 年 9 月 1 日核定之「臺北縣改制計畫」
、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之「新
北市國土計畫」及 2021 年 4 月 16 日送立法院一讀會待審之「行政區劃法草
案」
，透過蒐集公部門就人口規模及成長因素、自然及人文資源之合理分配、
山川、湖泊、海岸及海域之分布、選舉區之劃分等相關資料，配合新北市國
土進行整體規劃，建構對現今新北市行政區劃設計的現狀及存在的缺失進行
論述，同時建構新北市未來行政區劃之藍圖，完成研究目的。
(二)深度訪談法
訪談是一項由人們身上蒐集資訊所常用的方法。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透
過與他人不同形式的互動蒐集資訊。任何在兩者或兩者以上人與人之間的互
動，兒互動的人們心中皆有一特定的目的，此即稱之為訪談。一方面，訪談
是可以非常彈性的，訪問者可自由地規劃有關所欲調查議題的各項相關問題；
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固定的、毫無彈性的，訪員可完全依照事先準備的問
題發問(庫瑪，2005：154-155)。
學者 Minichiello、Aroni、Timewell 和 Alexander 定義深度訪談是「有特
定目的的會話-是研究者和資訊提供者間的會話，會話的焦點是在資訊提供者
對自己、生活經驗的感受，而用自己的話表達」(林淑馨，2010：228)。
深度訪談在本質上，是由訪問者建立對話的方向，再針對受訪者所提出
的若干特殊主題加以追問，是一種帶有目的性的互動關係，目前社會科學中，
依研究者對訪談結構的控制程度，將訪談區分為結構式、半結構式或無結構
式訪談三種類型(林淑馨，2011：223-227)。筆者主要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法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為使訪談順利進行，在訪談進行前擬定原則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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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做為訪談的指引，使訪談者有方向性，在訪談過程中，不只侷限在預設
的題目上，還可根據受訪者的回答，作深入探究，題目和回答的內容不只侷
限在事先設計的題目上，與受訪者進行雙向式的溝通與對話，讓受訪者能夠
針對研究議題，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意見與感受，研究者即可透過觀察補充
訪談所得的資訊，增加蒐集初級資料之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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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

確認研究方法與範圍

文獻分析

次級資料分析

建立研究架構、研究設計與實施

訪談資料分析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建議

圖 1- 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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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討新北市行政區劃應當如何調整，研究之流程概述如下：首先從研
究背景與動機出發，分別構思研究目的與問題，再行確認研究方法與範圍後，
即從事文獻及次級資料之分析，以此為基礎，建立研究架構，並安排研究設
計，包括研究實施對象及問卷內容之設計，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以蒐集初
級資料，最後將分析訪談資料，進一步瞭解新北市行政區劃的方向，強化研
究之立論基礎，完成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筆者以新北市行政區劃應當如何調整為題，研究範圍包含新北市行政區，
綜觀新北市為臺灣人口最多的直轄市及諸多行政區，惟分布極不平均，其中
包括人口高密度的都會區，亦有人口密度低的鄉村區，截至 110 年 4 月底，
新北市總人口達 402 萬 7,730 人，其中行政區計有板橋區、新莊區、中和區、
三重區、新店區、土城區、永和區、汐止區、蘆洲區、樹林區、淡水區、林
口區、三峽區、五股區、鶯歌區、泰山區、八里區、瑞芳區、深坑區、三芝
區、萬里區、金山區、貢寮區、石門區、雙溪區、石碇區、坪林區、平溪區
及烏來區共計 29 區。
新北市升格後，為平衡城鄉及行政區域差距，理應調整現行新北市 29
行政區，然鑑於相關法源行政區劃法尚未完成立法，致改制後暫維持現狀；
其中，如依內政部 98 年 9 月 1 日臺內民字第 0980162925 號函示，臺北縣改
制為直轄市後，除原屬山地鄉或是偏遠地區外，俟「行政區劃法」完成立法
後，應以 20 萬至 30 萬人為 1 區之原則，進行區之整併，以區劃行政區域之
合理規模(中國地方自治學會，2012：4)。有關新北市現行行政區劃，詳如下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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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新北市現行行政區劃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網站(http://newtpc.sp-store.com/aboutus.html)。
下載日期：2021 年 5 月 17 日。

行政院院會於 2018 年 5 月 17 日通過「行政區劃法草案」
，建立公開合理
的行政區劃程序，賦予各級政府辦理行政區劃工作的法源依據，是行政院為
推動「均衡臺灣」施政的重要配套，並配合其他相關法案推動及制度完備，
解決當前地方治理困境，改善城鄉落差及資源分配失衡等問題。該草案內容
要點如下(行政院官網：新聞與公告：本院新聞)：
(一)行政區劃之主管機關、定義、行政區劃原因及考量因素。(草案第 2 條至
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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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區劃計畫審議及報核之程序。(草案第 11 條)
(三)行政區劃計畫發布後，各級主管機關應會同相關機關辦理有關業務及財
產之改隸，並律定移轉、交接事項及有關財產產權移轉歸屬之劃分原則。
(草案第 14 條)
(四)律定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機關（構）
、學校之預算執行及處理程序。
(草案第 17 條)
筆者以臺北縣過往行政區劃為基礎，著重在新北市現行 29 個行政區調整
之研究，並參考行政區劃法草案內容，就新北市在行政區域、人口規模、自
然及人文資源之合理分配等面向進行研究，建立適宜的行政區域規模，進而
確定新北市行政區劃重新調整之方向。至於新北市下轄區級以下之里行政區
劃的整併，考量新北市內共計 1,032 里，由於里的區域切割因素更為繁瑣，
基於推動行政區劃應採由上而下之推動方式，應先確立新北市內區級行政區
劃後，始能調整里級行政區劃，且筆者研究資源及時間有限，故對於里界劃
分的議題暫不納入研究範圍。

二、研究限制
筆者以文獻及次級資料分析法收集並彙整相關資料，輔以「臺北縣改制
計畫」、「行政區劃法草案」及「新北市國土計畫」等相關資料，研究新北市
行政區劃問題，搭配半結構式之深度訪談法，取得訪談資料後加以分析，提
出研究發現與建議方案。但在研究過程中，仍有以下限制：
(一)在文獻分析上，學術界對於行政區劃之討論大多著重於全國性的行政區
劃，針對單一直轄市或縣市之行政區劃調整為探討者相對較少，而其中
新北市雖已升格十年，針對其行政區劃調整之學術期刊、論文及報告等
亦不多，諸如：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於 2012 年 5 月委託中國地方自治學會
執行之新北市政區域調整委外研究規劃案等，惟自該計畫完成至今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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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八年，隨著地方制度法修正、國土計畫法及新北市國土計畫的公告、
新修正之行政區劃法草案的制定，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勢必往全新方
向邁進，尤其立法院於 2021 年 4 月 16 日將行政院通過之行政區劃法草
案送委員會待審，未來將通過何種版本的行政區劃法皆有變數，筆者僅
由個人進行相關新資料的彙整與分析的同時，容有未盡之處，係研究限
制之一。
(二)地方制度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均於 2014 年進行修正公布，重新賦予
直轄市所轄之山地原住民區自治權，設有自治區代表會，區長、區代表
均為民選人員，以新北市為例，所轄山地自治區為烏來區，在烏來區取
得與其他 28 區不同之特殊機關地位，致未來討論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時，
烏來區與周邊其他區的整併及調整，較為不易。
(三)筆者研究係採質性研究，受限於筆者個人時間及人力因素，未能進行新
北市內部就行政區劃意見之民意普查或民意調查，未能呈現更全面調查
數據，故以深度訪談法，瞭解訪談者的看法，據以釐清並分析出研究發
現與建議，惟研究發現係依據訪談者對於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看法，
由於行政區劃牽涉人口及資源等重分配問題，研究結果無法獲得全部利
害關係人滿意，亦為研究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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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北市行政區劃之文獻
探討
第一節 行政區劃之理論
立法院於 2021 年 4 月 16 日送一讀會，並由委員會待審之行政院 2018
年通過行政區劃法草案，該法草案第 3 條第 1 項：
「本法所稱行政區劃，指行
政區域之新設、廢止或調整。」在直轄市即指下轄之區。學者紀俊臣指出，
按任何國家都有因幅員廣大，而須另以區塊劃分的治理行為，此種以地方治
理需要所為的區塊劃分，一般謂之「行政區劃」(administrative division)。
此種行政區域之劃定，應以如何提昇服務品質為劃分最高原則，而劃定之考
量因子，則在於如何符合生態之變化，因應資源的合理分配；尤其對於實施
地方自治(local autonomy)的國家，更重視落實區域自主的本旨，排除人口
分布之失衡現象(紀俊臣，2004：66)。以下就行政區劃理論的論述如下：

一、行政區劃劃分的因素
對於行政區域的設定，依下列因素，而有理論建構之不同(紀俊臣，2005：
25)：
(一)資源分配理論或稱資源論(resources theory)
(二)政治發展理論或稱政治論(development theory)
(三)管制經濟理論或稱管理論(manergial theory)
(四)控制幅度理論或稱駕馭論(control theory)
(五)國土計劃理論或稱計畫論(plan theory)
再者，行政區域的劃分，大致包括以下六個因素(薄慶玖，2004：40-42）：
(一)歷史之因素：亦即沿襲迄今的行政區劃，大多承續前代的行政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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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會作或大或小幅度的修正與調整。
(二)行政之管理：國家往往為了治理上的方便，將全國領土劃分為若干
行政區域，並各設地方政府分層負責，以提高效能。
(三)範圍之釐定：地方政府權力的行使必須有明確之轄境區域，以為其
行政措施的目標與範圍。
(四)責任之確定：地方政府區域的劃定，不但使其地方自治權力行使範
圍確定，也使地方各級機關之責任確定。
(五)居民之確定：劃分地方行政區域，即可確定居民的歸屬及地方政府
所服務的對象。
(六)財源之確定：劃分地方政府區域後，可確定地方政府取得財源及分
配財源的範圍。
另依照學者紀俊臣，就上揭之劃分原則，應搭配以下因素綜合考量(紀俊
臣，2005：25)：
(一)人口原則(population principle)
(二)歷史原則(historic principle)
(三)地理原則(geographic principle)
(四)交通原則(communicate principle)
(五)經濟原則(economic principle)
(六)文化原則(culture principle)
(七)都會原則(metropolitan principle)
(八)政治原則(political principle)
綜上所述，從直轄市區的功能運作觀察，考量上述各項影響行政區劃的
因素，在扣除政治因素後，影響行政區劃的原因，多集中於資源分配的問題，
即人口、經濟及地理等因素，經由這些因素，再影響區之範圍確定及區公所
責任之確定，故透過區的行政區劃調整是有助於提高區之行政效率，並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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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行政成本，以達到施政效能提高之目的。

二、行政區劃的主要理論模式
行政區劃之發展，無論是國內學者及國外學者，均有為相關探討，其中
學者席代麟，曾於著作中，就國內外相關著作加以分析，並將地緣政治學、
政 治 地 理 學 、 區 域 經濟 學 (regional economy) 、 政 治 發 展 學 (political
development)、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區位學(ecology)及
都市經濟(urban economy)、都市社會(urban society)、都市文化(urban
culture)等形成都市學(urbanology)加以整理後，歸納出以下幾點行政區劃
調整之理論(席代麟，2009：40-45)：
(一)依賴發展理論：
國家發展依賴地方的協助，地方發展亦依賴國家的補助，國家與地方形
成依賴的關係(dependent relations)，而地方的發展係國家發展的標的
(content)，國家的發展則是地方發展的標竿(benchmarking)，形成國家
與地方的發展關係(development relations)。當一個區劃確定後，該地
方行政區即須以各該行政區域之資源為基礎；人民住居生活亦須以此資
源為前提，形成行政區域與人民和地方政府的依賴關係。事實上，此種
依賴關係亦係該地方發展的要件。該地方的發展如不能與其既有資源相
融合，將耗費許多人力、物力；反之，如能與其既有資源相結合，則可
在最低成本上獲致最大收穫，肇致地方資源成為地方發展的優勢條件。
此說明依賴關係結合發展關係，係地方區劃後的可能發展取向。在此發
展取向上設定發展願景(vision)，才是可以落實的地方發展目標。
地方區劃前，規劃區劃人員應考量區劃內之資源，以及當下的發展趨勢；
再設計未來的區域發展願景。經過學者專家的專業分析與評估，復經由
法定程序完成行政區劃之劃定，公告施行。地方區劃後該地方自治團體
組成員，即須依有關法令執行地方事務之管理。該項管理(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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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為 治 理 (governance) 所 取 代 ， 結 合 公 私 資 源 ， 以 形 成 協 力 關 係
(collaboration)，推動各該地方發展，在全球化下呈現全球在地化之優
勢競爭力。此種行政區劃係理想型(idea-type)的行政區劃；實際上是行
政區劃常受到社會人文的發展限制；亦可能受到區域經濟條件的影響，
使其地方產業並非可自由的或是有計劃的營運。換言之，依賴發展理論
(dependent-development theory)應係地方行政區劃的規劃思維模式之
ㄧ；其所論述者皆是行政區劃的過程現象，卻非行政區劃的全部立論基
礎。
(二)區域經濟理論
行政區劃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行政區劃內之經濟資源，影響當地的經
濟發展。因之，從事行政區劃前，可由二方面去斟酌考量，一為將相容
的經濟資源結合，以強化其地方經濟的優勢；一為將地方經濟資源適當
分配，避免相容經濟資源為特定區劃所獨享，以健全各該地方之財政基
礎。此二種公共選擇係進行行政區劃規劃作業時，最困難的抉擇議題。
蓋任何選擇皆有可能遭人非難或非議。因之，對於行政區劃係基於區域
經濟的考量，實際上祇是部分考量因子，卻不是最重要或權重較高的考
量因子。
比較理性的公共議題選擇，就是非零和遊戲(non zero-sumgame)；亦即
是採取雙贏策略或多贏策略。因之，地方行政區劃時，固然需考量區域
經濟發展，但區域經濟發展卻不能以特定區劃為考量，而係在大區劃或
跨區劃下，始可有此區域經濟的區劃思維；否則，行政區劃必會在區域
經濟資源的分配上發生嚴重的政治衝突，終致決策者對行政區劃不敢適
時定奪。此說明行政區劃如完全採取區域經濟理論(regional economy
theory)，固不易取得各該區域進行區劃自治體與住民的諒解或認同，卻
可以將此一區域經濟發展因素，列為區劃的考量因子，而有裨於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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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後地方財政之健全。
(三)社會變遷理論
行 政 區 劃 係 人 為 的 社 群 重 組 (community reset) ， 其 總 在 社 會 變 遷
(social change)已經過相當時日後，且相關區域已形成穩定的社會生活
或區域文化，始進行行政區劃之重劃；質言之，社會變遷係行政區劃的
原因，而行政區劃則屬於社會變遷的結果。地方的區劃需要考量的因素
繁多，是以社會人文為考量基礎，係促進社區和諧，發展區域或地方文
化的最低成本策略，所以行政區劃如能順應社會變遷，而為發展性之社
會重組，應是行政區劃的理性選擇；唯如何掌握社會發展的取向，則是
行政區劃時，應借重社會學者參與規劃的原因所在。
行政區劃的區劃取向，如就當今的發展趨勢，將以大市制或稱大區劃為
主要的區劃模式。此種大市制比較有足夠的管轄區域，以發揚或發展區
域特色，而且此一區域係指特定區域，而非跨區域之形成一個都會或大
型農業聚落，因其逐漸發展社區意識(community conscious)，致形成社
群參與的前置程序；隨之進行政治社會化，而漸有公民社會的雛形，甚
至以然形成重視民主參與，尊重民意取向，掌握公民社會脈動的新文化
模式。
(四)都市發展理論
近世紀以來,農村的在地有業人口逐漸減少，唯仍有就業能力者；尤其具
備轉型的農村人口，不但主張重劃既有行政區域，使成為一既有人口較
高密度的新市鎮，而且可能發生人口大量外移，移往人口集中、就業機
會增加的市集地區，前者創造新都市(new city)；後者擴充舊都市為大
都市(big city)。不論是人口居住於新都市或大都市，此種人口的集中
化，皆稱之為都市化(urbanization)，而都市由小變大，由低一層級都
市提升為高一層級都市，即是都市發展(urbandevelopment)。此項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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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大，由低一層級都市提升為高一層級都市，皆將因行政管轄權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的變動，而須在行政區劃上做適當的調
整；當今的行政區劃比較上多屬於都市發展的相對應政治工程。
雖說，觀察行政區劃可能有上揭依賴發展理論、區域經濟理論、社會變
遷理論之應用，但如就其催生行政區劃之重劃而言，將可以發現多屬於
該地區人口以高密度集中；既有的行政管轄權機制亦不符合事實的需要，
所為必要的行政區劃調整與管轄層級提昇，甚至說行政區劃調整與管轄
層級提昇，係合為一體的政治工程。
(五)綜合設計理論
就行政區劃的積極作為，其固有因應生態環境的因子，但就在進行區劃
作業時，為增加區劃的優勢，自須有都市設計的考量。臺北市於 1992 年
進行 16 行政區簡化為 12 行政區的區劃工程，舊市區，包括：原北三
區建成、延平、大同因面積太狹小而整併為大同區，而其他如古亭區則
更名為中正區；原南二區萬華及龍山二區整併為萬華區；原東二區景美、
木柵合併為文山區；其餘即為松山因人口較多，遂將新開發的信義計畫
區闢為新行政區─信義區。該信義區即係依都市設計的原理，規劃為新
市區，15 年來該行政區已成為臺北市地價最貴，豪宅最鼎級之區域，世
界第一高樓-101 大廈即位居該區域。
經由此行政區設計的經驗，可以有以下三點發現：
1.行政區劃係人為的，如能綜合設計，將更具發展性
行政區劃固然有多種理論基礎，但任何理論皆可能顧此失彼，無法全
方位考量，而在政府治理趨向全觀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的新公
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理論促動下，對於行政區劃需斟酌地緣
關係，社會人文發展，政經變遷；再就其區劃設計新的都市，必可使
其都市更具競爭力，而可為住民增加就業機會，呈現有其特色的都市
23

化、都會化模式。
2.行政區劃係人文的，如能綜合設計，將更具在地性
行政區劃設定的目標，固然是在方便政府治理，但究竟如何治理，始
為有績效的治理？基本上，應是重視民意的，鼓勵民眾參與的，而如
何使民眾能積極參與，共襄盛舉，此應在治理作為上塑造鼓勵民眾參
與的人文環境。一個多元社會如能塑造參與的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鼓勵住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與參與，將可以形
塑一個具有參與社群生命力的新市鎮。行政區劃應不是機械的，而是
有機的；此即是在都市設計時，可以特別加重的評量因子，而展現新
的在地化都市模式。
3.行政區劃係人性的，如能綜合設計，將更具環保性
新興的市鎮，缺乏硬體建設，以致行政區劃確立後，即大興土木以推
動各項公共工程之建設。此種公共工程之興築，本是應加鼓勵的必要
設施；問題在硬體建設是否可再加強人性化的觀念；在當前強化環保
觀念的建設風格中，更該由環保綠化建築中，建立地方建築新風貌，
以促使地方發展，可以呈現一個符合住民期待的，而且是積極認同的
鄉土社區。此項人性化的區劃，就是進行綜合設計時，執事者應多加
強化的區劃作為。質言之，綜合設計理論(hybrid design theory)將
是適應提昇生活環境品質下，行政區劃應多所應用的理論基礎。
另外，針對國內行政區劃之理論研究部分，國內研究學者，如：紀俊臣、
席代麟、陳朝建、方凱弘等諸位博士，曾蒐集國內外相關資料，並依據全國
各直轄市與縣市的訪談暨座談會內容分析，歸納出行政區劃的主要理論模式
有(中國地方自治學會，2012：11-12)：
(一)政治決定論
主張「行政區劃=政策決定+政治妥協」的模型公式；也就是權力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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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政策決定正是指民選行政首長（如總統或直轄市、縣市等地方首長）
的政見主張或是內閣（如行政院）的政策主張之綜合交錯影響；尤其是
總統與內閣對於行政區劃方案的規劃設計，更具有決定性的關鍵因素。
至於政治妥協，則是指中央與地方利益的妥協（包括：府際財政的利益
分配）
、地方與地方或是區域與區域之利益的妥協問題。此外，整個政治
妥協，也涉及法令結構的限制問題；就公共政策改革成本來說，即屬改
革的沉澱成本(sunk cost)問題。
(二)專業決定論
認為行政區劃，應回歸給專業或專業因素決定之。從而，行政區劃所需
考量的因素如何排序(例如：生活圈在前抑或區域經濟發展在前)、又該
如何給予不等的權重，又是屬於上開權力決定論的範疇，使得專業決定
論仍很難導出所謂最適規模的行政區劃之建議方案；更重要的是，有些
行政區劃的考量因素並無法量化(例如：政治妥協的因素即無法量化；即
連生活圈的因素或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如何量化，也有難題)。
儘管如此，就專業決定論(或專業因素決定論)而言，其公式仍可設定為：
「administrative division=f1+f2+f3……+fn」
；其中 f1+f2+f3……+fn，
則是指行政區劃所應考量的眾多因素(如前述的人口數量、密度、經濟條
件、治理範圍及里鄰長工作負擔等因素)。但是，何以 f1 在前、f3 在
後，以及 f1+f2+f3……+fn 等項因素如何分配權重，卻是政治決定的問
題 ； 除 非 將 「 administrative division=f1+f2+f3……+fn 」 修 正 為
「 administrative division=fn 」 的 單 一 因 素 。 即 使 如 此
（「administrative division=fn」）又何以某項單一因素為主要或唯一
的考量因素，仍將欠缺民主程序的正當性；也將備受政策決定與政治妥
協的質疑，甚或加以否決。
(三)綜合設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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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俊臣即曾認為就行政區劃的積極作為而言，在進行行政區劃作業時，
為增加區劃目標之達成，自應就上開的政治決定論、專業決定論加以綜
合，而為綜合設計理論(hybrid design theory)。其強調：
1.行政區劃係人為的，如能綜合設計，將更具發展性：
行政區劃固然有多種理論基礎，但任何理論皆可能顧此失彼，無法全
方位考量，而在政府治理趨向全觀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的新公
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理論促動下，對於行政區劃須斟酌地緣
關係，社會人文發展，政經變遷；再就其區劃設計新的都市，必可使
其都市更具競爭力，而為住民增加就業機會，呈現有其特色的都市化、
都會化模式。
2.行政區劃係人文的，如能綜合設計，將更具在地性：
行政區劃設定的目標，固然是在便利政府治理，但究竟如何治理，始
為有績效的治理，自須設定為行政區劃的目標。基本上，應是重視民
意的，鼓勵民眾參與的，而如何使民眾能積極參與，共襄盛舉，此應
在治理作為上塑造鼓勵民眾參與的人文環境。一個多元社會如能塑造
參與的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鼓勵住民對公共
事務的關心與參與，正是重點；也就是行政區劃的結果，仍須有助於
地域認同的維持。此即，行政區劃應不是機械的，而是有機的。

三、行政區劃與地方治理
公共事務的日新月異，遂產生各種政府失靈的情形的現象，中央分權地
方「治理」的概念日益重要，進而產生近代分權政府的結果。Pierre and
Peters(2000：89-91)將複雜而多元的新治理網絡，依國家權力移轉的路線區
分成：國家權力上移（moving up）至國際行動與組織的情形、國家權力下移
（moving down）至區域、城市與社區及國家權力外移（moving out）至國家
眾多裁量下運作的機構等三種治理層次。有關上述權力下移的過程可以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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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分權的過程，受分權的政府腳色因此而有所轉變，並促進多方參與決策，
以處理日趨複雜的社會議題。
在我國地方自治之實務上，有鑑於地方自治事項有時難以完全區隔，特
別是地方自治團體間存有歧異之議題，往往導致中央侵害地方權限，破壞地
方自治之宗旨，進而造成行政效能低落。為解決上述問題，便須將治理的觀
念加入地方自治團體之施政。首先，治理意味一系列來自政府，但又不限於
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者；其次是可以在處理社會與經濟議題時，辦明
其模糊之處；並在涉及集體行為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間明確判別出權力依
賴的關係；且參與的行為者能夠自動形成自我管理的網絡；最後則是完成任
務的能力，並不是來自於政府運用命令或權威的力量，並認為政府在引導時，
可以採用新的工具與技巧(Stoker and Gerry,1998：18)。
臺灣在 2010 年，各直轄市升格後，同時也產生地方治理方面的挑戰，尤
其是在鄉(鎮、市)喪失自治公法人地位的同時，原先鄉(鎮、市)的自治權限
全部收歸直轄市政府，區公所身為派出機關之前提下，全市區政朝向一體化
及扁平化發展，遂使區公所在地方治理上的處境顯得格外困窘，有關都會區
內「中心-邊陲關係」的重組與重整，學者趙永茂及陳銘顯之見解如下(2010：
24-26)：
直轄市內的次級政府機關為區，其定位是市政府的派出機關，而非縣級
底下鄉鎮市的自治地位。在推動大型公共建設與開發方面，區長的官派性質
有利於市府的統合、指揮與協調。然而就公共管理與服務型政府的觀點視之，
政治權力的過度中心化則不利於多元社會的分配正義，也對都會空間的均衡
發展產生偏差影響，對民主社會中草根社會的自主性，基層政治社會的自我
負責，以及民主治理型社會的建構，有所不利。
都會的中心-邊陲問題，在未來五都中涉及縣市合併或縣升格的地區，將
會更凸顯出來。五都中除臺北市外，臺北縣將由縣升格為直轄市，臺中、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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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是原省轄市與縣的合併，高雄則是由直轄市與縣合併。縣的資源原本就較
為貧乏及薄弱，當初地方競相爭取升格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能夠獲得更多的
中央財政與經建資源的挹注。同一縣內的鄉鎮市之間，原本就已存在發展的
落差，改制為區之後，權力向上集中至市府，其邊陲性的改善未必能獲得提
升。因此，未來五都後的臺灣都會發展，不僅要考慮區域內城鄉發展的夥伴
關係，更要考慮到原本都心地區與都鄉地區的均衡發展及多元文化環境。
都會地區內中心－邊陲關係的重組與重整，可以從 3 個面向進行反思：
(一)地理上中心－邊陲關係的調整
由於邊陲地區缺少資源，因此在發展上較為不利。然而邊陲地區卻不能
因此而荒廢，應具備更整合性的觀點，透過夥伴關係的協調及互賴共同
治理。都會空間內的城鄉夥伴關係，是將都會整體視為一個具有多元中
心與功能的有機複合體，組成了各種經濟產業活動、文化社會活動、休
閒娛樂活動、自然教育活動等。
(二)權力上中心－邊陲關係的互動
在市政府與區公所的關係上，應調整過往偏重於市府為中心的權力結構，
重新思考並賦予區公所及基層社區鄰里單位更多的發展彈性與資源，使
其能提升自主的地方治理能力，並協調鄰近城區與鄉區共同發展夥伴關
係。對一個講求快速應變、國際接軌、區域發展的都會而言，市府中心
集權體制背負龐大及階層化的官僚體制，是對提升城市競爭力與公民社
會自主發展的一大阻礙。區級單位應轉變為都市治理的核心單元，派出
型區公所也應增強其民主參與性，除強化行政效能及公共服務外，也能
提供公民直接參與或新代議協商的平臺和公共空間。地方政府不應忽視
公民參與公共事務、表達民生問題看法的需求與責任。
(三)論述上中心－邊陲關係的對話
長期以來，臺灣在都市發展的論述觀點，不管是政府或民間，居於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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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支配性論述地位的都市開發派及經濟發展主義。這使得臺灣的都市發
展充斥著不斷開發再開發的思維，大量的基礎建設、土地開發、工商產
業發展，讓都市向農村無次序的擴張。
有關上述之直轄市由既有縣(市)升格或合併後，因城鄉差距引發直轄市
內都會區與鄉村區的治理危機，學者紀俊臣特別針對新直轄市內的都會區與
鄉村區的治理上提出以下看法(2011：20-21)：
(一)都會區治理的特殊性
由於新直轄市的幅員廣大，自有都會區與鄉村區之別，其在治理作為上
應有所不同。都會區因人口密度高所出現的社會問題(social problems)
特別複雜，尤其治安問題如何運用安全治理(security govemance) ，將
決定該都市的適居條件優劣。臺灣的城市犯罪人口，雖不比其他國家城
市猖狂，但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尤其對弱勢者的犯罪及智慧型犯罪，皆
是都市治安最需強化打擊能力之所在。此外，都會尚有諸多屬於「誘發
性問題」，皆有待執事者以都市治理(urban govemance)觀點或途徑，結
合專家學者之知能，發展可塑性的治理模式，以有效治理都市問題。
(二)鄉村區管理的差異性
固然依法行政係法制行政的基本原則，但都會區管理的法治似不同於鄉
村區治理。蓋都會區的思維較不宜有人治的「教育思維」否則基準不一
後患無窮；但在鄉村區則宜考量資訊不足的問題，對於社會問題的處理
宜有「人治」的教育思維，凡事以「道德勸說」或「勸導代替處罰」可
能治理效果會更佳。因之，對於地方自治相關的管理機制，是否考慮新
直轄市在鄉村的特殊性，而予以差異性治理，則是制定新自治條例所當
優先思維的原則。地方的問題能有一套因地制宜的設計，應優於一體適
用的僵化法制之治理績效。臺灣過去較少有此思維，唯在原住民族爭取
權益的過程中，此種「差異性治理」(difference govemance)的法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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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己慢慢滋長，正是臺灣新治理模式的濫觴。
另外，臺北縣升格為新北市後，同樣面臨前述之問題，區公所面臨第一
線市政問題時，產生地方治理面上的相關需求，針對新北市升格初期在地方
治理上的改進，學者紀俊臣即提出(2010：12-13)：
(一)新市政創新策略
臺北縣改制直轄市計畫對於各項市政發展，雖都有詳略不等的分析和期
許，但獨對市政管理策略有所闕漏。此或許是改制計畫本在論述新北市
的發展願景，其性質係對外的，似不宜在對內管理多所著墨。事實上，
市政管理的理論發展，固然已有半世紀以上的歷史， 就是現代社會科學
的顯學-治理學(govemance)，亦對都市或地方的治理有頗為深入的介紹
和分析。
問題是當下的公共議題之具有龐大性，已到應接不暇或無以為力的情況，
一般市政當局的服務人員並無具體或量化的公共服務能力(capacity)，
如何評量或培訓服務績效，皆須應用社會科學的質化(gualitative)或量
化(guantitative)方法。此在基層組織固屬不易學習或應用的評量工具，
但市政當局如隻字不提，甚至「故意忽略」
。將是都市治理不易提高作為
效能的表徵。直轄市政府應有施政一切透明化的治理思維，不但責由市
府研考會定期管考，舉辦民調，而且委由學術團體進行專案研究，以提
昇市政治理能力和服務績效，形成臺灣「績效行政」(performance
admiuistration)的典範。
(二)新機制治理策略
臺北縣因住民多屬非本地人，其地域觀念較為薄弱，閩客間少有衝突，
甚至同化己難分辨。此外，地方全縣性派系己因領導人式微而趨弱。因
之，改制新北市後，既有的政治包袱較少，如果新行政首長能完全了解
此一有異於其他大都會的政治生態，而採取新公共服務(new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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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ce)的市場經營理念，並且善用治理策略，爭取民心，獲取資源，形
成地方治理的優質地方，則市政管理的績效，不但每日提昇，而且市政
問題當可逐項解決，呈現市政無困難問題結構(ill-problemstructure)，
卻有促使地方政府提昇服務品質的積極作為能力。
新北市在市政管理上，最大的管理成本，即是幅員廣大，加之行政區劃
改制伊始之維持現狀。此種時間、空間的虛耗，需要妥善的施政規劃，
不但地方區劃須儘早進行，而且相關問題亦宜全面解決，而且解決後，
成為當地的服務指標之一。幅員太大固不宜發現問題之整合策略
(integrated strategy)，但功能整合(functional integration)的方法
多端，則是需要領導人之擇善固執，用最大的決心提供服務，且要爭取
民間資源及非營利組織(NPO)的支持，積極改善施政環境，以使「政府失
靈」(failure governance)成為絕響。
最後，各直轄市升格後，區公所均面臨定位與角色的衝擊，此有賴直轄
市政府逐步將「治理」的概念融入市政施政之中，其中各直轄市所轄各區中，
都會區與鄉村區的差異極大之情況下，如何有效在各區進行地方治理，至今
仍是各直轄市需面對的問題。

第二節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相關文獻
有鑑於國內有關全國各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劃之期刊論文繁多，惟針對
臺北縣升格為新北市後之所轄 29 區應當如何調整區劃者，所為之討論不在多
數，故筆者就新北市升格至今學術界所為之行政區劃調整討論如下：

一、新北市行政區劃之研究-以土城區如何劃定為例
林銚傑碩士(2010：157-167)於論文即就新北市行政區劃應朝向以下方向
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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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新北市未來的行政區劃，各行政區的規劃並非僅以人口數為考
量因素，應同時綜合考慮各區的都市化的程度差異、生態、歷史文
化、社會、交通因素、地方生活圈等因素，以建立行政區域之合理
規模
(二)未來新北市將來實施行政區劃，除了政治決定論所主張的政治利益
分配之外，對於行政區域調整後，有關派出機關公務廳舍的整併、
設置應預為規劃，此外，如何縮小存在於新北市各區之間的城鄉差
距問題，是即將面臨的挑戰與阻力
(三)以務實主義的民意代表選舉區、行政機關轄區為基礎，作為未來新
北市行政區劃設計方案，並結合地方生活圈之理論及實務，以建立
行政區域之合理規模
另對於新北市行政區劃，林銚傑碩士亦提供以下建議：
(一)有關未來新北市土城區之行政區劃，綜合務實主義的各項行政區劃
設計方案、地方生活圈、交通建設及土城區都市計畫發展等項，應
予單一成區，以促進新北市「區域均衡」
，並建構土城區為一完整地
方生活圈為目標
(二)對於新北市行政區劃工作，著手規劃之前，應走出辦公室，落實深
入基層，蒐集民意，以免閉門造車，所作之規劃有不符地方之期待
或差異過大
(三)由於新北市幅員遼闊，地形複雜、城鄉差異等因素，建議採行小規
模或分階段實施行政區劃的調整作業
(四)對於新北市偏遠且人口稀少分散的地區，以市議員基本人口數為行
政區劃調整之基礎，進而配合地方生活圈調整行政區域與市議員選
舉區
(五)大眾運輸工具，對大臺北都會區居民就學、就業、購物、休閒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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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地方生活圈影響甚大，又以捷運系統的影響為甚，因此未來新北
市對於都會區著手行政區劃調整，務必對於興建中或規劃中的捷運
運輸系統納入考量
(六)通盤檢討新北市各行政區之都市計畫，並配合重大交通建設加以整
合，作為達成區域均衡的手段，避免人口過度集中或稀疏的現象
(七)有關新北市各區公所的組織及編制，係參考臺北市各區公所之制度，
並依各區公所人口規模，將新北市各區公所內部調整為 7 至 11 個單
位，是否適合新北市各區之外在環境，值得檢討。
據上述碩士論文之結論與建議，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理論基礎應綜合
務實主義的各項行政區劃設計方案、地方生活圈、交通建設及土城區都市計
畫發展等項進行，並在政策推行上採行小規模或分階段實施行政區劃的調整
作業，搭配通盤檢討新北市各行政區之都市計畫，並配合重大交通建設加以
整合，作為達成區域均衡的手段，避免人口過度集中或稀疏的現象，以解決
新北市在升格後所面臨地方治理上的問題。

二、新北市的發展願景與經營策略
學者紀俊臣於 2010 年的期刊中發表該學術文章(2010：13-15)，即在新
北市升格第一年，應在最重要的施政課題進行規劃，並由最迫切的市政問題
展開作為，將可在最短時間內看到服務績效，以使民眾對政府施政有信心，
而可積極參與或協同合作，其中，行政區劃係新北市產業發展之所繫，雖說
不一定要一鄉一特產(one town,one product)，但至少應做到一鄉一特色(one
town,one charater)，以呈現社區產業(community induatry)發展條件。因之，
對於行政區劃在新北市而言，絕不純然是政治區劃，尚有產業規劃，都市空
間規劃的積極意義，政府領導人能洞燭先機，除可展現為市民服務的能力與
決心，更能成為該市未來區域發展的基地(land-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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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縣(市)改制對「區」的行政區劃之衝擊與因應
學者陳朝建於 2010 年的期刊中發表該學術文章(2010：19-31)指出，各
縣市升格為直轄市後，原有鄉鎮市之間規模懸殊且政治經濟實力明顯有別，
其中又以臺北縣為例，依行政院核定的「臺北縣改制計畫」
，即要求臺北縣改
制新北市之後，應以 20 萬人到 30 萬人為 1 區之原則，進行鄉鎮市區的整併，
以建立行政區域的合理規模。但如以 30 萬人為整併基準，則設籍人口數逾
55 萬人的板橋市，就可能得一分為二，而影響原板橋市民對當地的鄉土認同
情感與歷史記憶。當然，人口數不是行政區劃的唯一考量，仍必須考量人口
密度、地理形勢、財政狀況、經濟條件、都會發展、文化特色及治理範圍等
等相關考量因素。
行政區劃的立論基礎應以務實主義為基礎，係指區的整併，或可考量既
有地政事務所轄區、警察分局轄區作為參考依據，然後再依據歷史因素、文
化脈絡以及生活圈與次生活圈等因素進行微調即可。尤其是，目前並非各直
轄市之區皆設立地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在設立時就有考量當地的地理、交
通、行政成本等條件；同理，各直轄市警察分局警勤區之規劃，亦考量當地
的治安與行政成本等條件設立，亦非每個區皆設立警察分局，或可成為考慮
的主要方案。又採務實主義者，另主張以立法委員區域選區、直轄市議員選
舉區為基準的考量，以直轄市議員選舉區為例，其選舉區之劃分，即係以中
央選舉委員會，與直轄市選舉委員會就該地區之議員應選名額，參考轄區人
口分布、地緣關係、地方派系等因素考量予以劃分，且行之有年；即使調整，
往往也以微幅調整為主。
承上所述，從務實主義觀察，陳朝建以新北市為例，為以下行政區劃調
整之說明(考量係 2010 年之學術文章，相關資料迄今已有更新，故由筆者就
相關資料檢索並調整)：
(一)依新北市警察分局轄區為劃分(共計 16 個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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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警察
分局

新北市以警察分局之轄區劃分表
土地面積

管轄區

村里
數

人口數(2021/4)
比例
(%)

人口密度

100

1,962

251,404

6.24

23,852

70

305,071

7.57

24,289

0.8

119

384,124

9.53

23,537

19.74

0.96

84

423,081

10.5

21,435

中和區

20.14

0.52

93

410,032

10.18

20,359

永和
分局

永和區

5.71

0.28

62

218,836

5.43

38,325

土城
分局

土城區

29.56

1.44

47

238,247

5.91

8,059

汐止
分局

汐止區

71.24

3.47

46

205,883

5.11

2,889

33.13

1.61

42

180,331

4.47

5,443

212.57

10.36

46

207,140

5.14

974

蘆洲區、五
蘆洲
股區、八里
分局
區

81.79

3.98

68

332,050

8.24

4,059

新店 新店區、深
分局 坑區、石碇

777.13

37.86

106

347,034

8.61

446

km²

比例
(%)

新北市

2052.57

100

板橋 板橋區西南
分局 56 個里

10.54

0.52

56

海山 板橋區東北
分局 70 個里

12.56

0.61

三重
分局

三重區

16.32

新莊
分局

新莊區

中和
分局

樹林區(柑
園 里 第 8
樹林 鄰 、 13-37
分局 鄰、南園里
第 5、8-52
鄰除外)

人數

1,032 4,027,730

三峽區、鶯
歌區、樹林

三峽
區扣除樹林
分局
分局所轄里
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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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 坪 林
區、烏來區
淡水 淡水區、三
分局 芝區

136.65

6.65

54

206,604

5.12

1,511

林口 林口區、泰
分局 山區

63.31

3.57

34

200,661

4.98

3,169

金山區、萬
金山
里區、石門
分局
區

163.85

7.99

34

53,937

1.33

329

瑞芳區、貢
瑞芳
寮區、平溪
分局
區、雙溪區

388.29

18.93

69

63,295

1.57

163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2021/4)。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筆者依
文獻及查詢資料製作。
又上開方案係將新北市劃為 17 個區(含烏來原住民自治區)，但缺點
在於各區間的人口比例仍相當懸殊，單以都會區觀察，新莊區及中和區
人口數均高達 40 萬人以上，而金山區人口數為 5 萬 3,937 人，雖已將人
口差異縮小至 10 倍以下，仍有將上述大型人口集中區再為區劃調整之必
要。
(二)依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轄區為劃分(共計 9 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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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地政事
務所

新北市以地政事務所之轄區劃分表
土地面積

管轄區

新北市

km²

比例(%)

2052.57

100

村里
數

人口數(2021/4)
人數

1,032 4,027,730

比例
(%)

人口密度

100

1,962

板橋地
政事務
所

板橋區
土城區

52.7

2.57

173

794,722

18.61

15,080

中和地
政事務
所

中和區
永和區

25.86

1.26

155

628,868

15.61

24,318

三重地
政事務
所

三重區
蘆洲區

23.75

1.16

157

586,631

14.56

24,700

新莊地
政事務
所

新莊區
林口區
泰山區
五股區

127.91

6.23

138

713,554

17.71

5,578

新店地
政事務
所

新店區
深坑區
石碇區
坪林區
烏來區

777.13

37.86

106

347,034

8.61

446

汐止地
政事務
所

汐止區
金山區
萬里區

183.83

8.96

71

248,453

6.16

1,351

樹林地

樹林區

政事務
所

三峽區
鶯歌區

245.70

11.97

88

387,471

9.62

1,577

淡水地
政事務
所

淡水區
八里區
三芝區
石門區

227.40

11.07

73

257,702

6.39

1,133

瑞芳地
政事務

瑞芳區
平溪區

388.29

18.93

69

63,295

1.57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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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雙溪區
貢寮區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2021/4)。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筆
者依文獻及查詢資料製作。
依上開設計方案，則新北市將劃分為 10 區(含烏來原住民自治區)，
但板橋區人口數則達 79 萬 4,722 人，瑞芳區人口數 6 萬 3,295 人，各區
規模差距達 10 倍以上，且人口數達 60 萬以上的板橋區、中和區、新莊
區人口規模過於龐大，相較於臺北市共 12 個行政區，每平方公里人口密
度幾乎都接近 1 萬人，但此方案板橋區人口密度仍達 1 萬 5,000 人以上，
中和區及新莊區均達 2 萬人以上，人口密度仍顯過高，同是人口密度問
題，則瑞芳區、汐止區、新店區、淡水區就顯得偏低，按此設計方案，
各區仍有人口密度差距過大之問題，且是否須再依歷史因素、文化脈絡
以及生活圈的因素進行劃分，實有另予檢討之必要。
此外，如另以兼顧原有議員選區以及區域立委選區的設定，作為新北市
「區」的設計藍圖，則新北市可重劃為板橋、中和、永和、土城、樹峽鶯(樹
林、三峽、鶯歌)、重蘆(三重、蘆洲)、新莊、五泰林(五股、泰山、林口)、
八淡三石(八里、淡水、三芝、石門)、汐金萬(汐止、金山、萬里)、瑞雙貢
平(瑞芳、雙溪、貢寮、平溪)、新店、深石坪(深坑、石碇、坪林)，再加上
落實原住民自治，烏來區特別獨立，則新北市的行政區可能僅剩 14 區。只不
過，行政區劃仍應符合「生活圈」(含次生活圈)的概念，但若人數過多的區，
仍應進行部分分割，例如板橋及新莊可能切部分給樹林，中和可能切部份給
永和，惟整併之後的「區」之名稱，仍待與地方溝通協調。

四、行政區劃調整之研究-以新北市行政區域重整為例
賴小萍碩士(2011：115-141)於論文即就新北市行政區劃有以下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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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一)新北市的行政區劃應分類型區劃
新北市的行政區劃可分為城市型及鄉村型兩類人口劃分標準。城市型以
20 萬至 35 萬為範圍，其土地面積小，人口密度高；鄉村型則為 10 萬人
以下，其土地面積大，人口密度低。
(二)行政區劃應考慮現有選區劃分方式
公職人員選舉罷面法第 37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選舉區，應斟酌行政區
域、人口分布、地理環境、交通狀況、歷史淵源及應選出名額劃分之。」
就上述選罷法有關選舉區劃分的考量因素，即有與現行行政區劃法草案
有關行政區劃時應考量因素有所雷同，而且選舉區的劃分也考量到生活
圈因素。
另外，研究者亦指出選舉區之考量因素，並非是政治因素的考量，而是
兩者的考量因素有所重疊之故。
(三)現有行政區達到 35 萬人以上者，即應將其分割(板橋、新莊、中和、三
重區)
(四)現有行政區已達人口數合理規模者應維持現狀(新店、土城、永和區)
(五)現有行政區未達人口數合理規模者應與其他毗鄰行政區合併(蘆洲、三峽、
樹林、鶯歌、五股、泰山、林口、淡水、八里、三芝、石門、深坑、石
碇、坪林、汐止、金山、萬里、瑞芳、平溪、雙溪、貢寮、烏來區)
(六)行政區重整應考量與毗鄰行政區的共同發展關係
例如將淡水、八里、石門及三芝區等合併後，利於「臺北港特定區計畫」
發展，合併後可利於未來公共事務的發展及資源結合，但仍應考量人口
數不宜超過兩個行政區人口數的基本數，也就是不可超過 40 萬人。
(七)行政區重整應考量與毗鄰行政區的生活圈關係
例如現行板橋區的浮洲地區與樹林區相近、樹林區的南園里與三峽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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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新莊區部分的里與樹林區生活圈相近、三重區部分的里與蘆洲區生
活圈相近、中和區部分的里與永和區生活圈相近等，應於此次的行政區
劃重整時同時釐清及解決，避免行政區門牌混雜的情形，同時也利於外
來人口辨識。
(八)行政區合併應考量土地面積，幅員不宜過廣
以符合行政成本及經濟原則考量，應以現行行政中心位置為區劃之考量，
必要時應設置服務據點。
另有關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參考藍圖與特色分析，該論文提出將新北市
現行 29 個行政區調整為 18 個行政區，筆者彙整如下表 2-3 所示：
表 2- 3 新北市行政區重整參考與特色分析表
調整
序號 後行 人口數

調整方式

調整因素

政區
板橋 26 萬至 1、縣民大道以東、湳仔溝以西計 61 里 人口規模、立委選區、
1
東區 30 萬人

為板橋東區。

生活圈、河川、道路

2、縣民大道以西、湳仔溝以東計 65 里
板橋 20 萬至

為板橋西區。

人口規模、立委選區、

2
西區 25 萬人 3、浮洲橋以西，以大漢溪為界的部分 道路
里劃給樹林區。
1、以維持新莊區為原則，但考量人口
數及都市發展潛能應進行部分分
新莊 31 萬至

割。

人口規模、立委選區、

3
區

35 萬人 2、因現有存在新莊區與樹林區行政區 交通動線、生活圈
劃的亂象問題，故應依地理環境、
交通動線及生活圈的概念分割給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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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區。
1、除合併立委選區中部份屬新莊的里
之外，與三峽區之間生活圈相近的
地區，可以依現況道路、鐵路等為
界劃為新樹區，符合現況事實，利
新樹 26 萬至

於行政管理。

人口規模、立委選區、

4
區

30 萬人 2、原板橋區以浮洲橋為界的里、以大 生活圈、河川
漢溪為界，將生活圈與樹林區相近
的地區劃給樹林區。
3、原樹林區南園里接近三峽區部分，
劃給三峽區。

中和 31 萬至 維持原中和區，但部分屬永和區立委選 人口規模、立委選區、
5
區

35 萬人 區分割給永和區。

生活圈

永和 26 萬至 維持原永和區，再依立委選區劃分方 人口規模、立委選區、
6
區

30 萬人 式，與中和區部分的里合併。。

生活圈

土城 21 萬至
7

維持現狀
區

人口規模、生活圈

25 萬人
維持原三重區，但參考立委選區劃分方

三重 31 萬至
8

人口規模、立委選區、
式，將屬於蘆洲選區的 16 個里劃為蘆

區

35 萬人

生活圈
洲區。

蘆洲 26 萬至 維持原蘆洲區，再參考立委選區劃分方 人口規模、立委選區、
9
區

30 萬人 式將與三重區 16 個里合併。

泰五 21 萬至
10

人口規模、市議員選
泰山區、五股區與林口區合併。

林區 25 萬人
11

生活圈

區、地政所轄區

三鶯 21 萬至 三峽區與鶯歌區合併，再考量與樹林區 人口規模、市議員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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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25 萬人 南園里一帶共同生活圈地區合併。

區、文化、生活圈、地
政所轄區、警察分局轄
區
人口規模、市議員及立

淡水 21 萬至
12

淡水區、三芝區、石門區、八里區合併。 委選區、地政所轄區、
區

25 萬人
人文因素

新店 26 萬至
13

人口規模、發展潛能、
維持現狀

區

30 萬人

交通發展

汐止 21 萬至
14

人口規模、發展潛能、
維持現狀

區

25 萬人

交通發展
產業發展、鄉土文化發

新文 3 萬至
15

展、生態環境維護、地
深坑區、石碇區、坪林區合併。

山區 5 萬人

政所轄區、警察分局轄
區、自然資源分配

萬金 3 萬至
16

產業發展、鄉土文化發
萬里區、金山區合併。

區

5 萬人

展、自然資源分配
產業發展、鄉土文化發

東北 6 萬至
17

瑞芳區、平溪區、雙溪區、貢寮區

展、生態環境維護、自

角區 7 萬人
然資源分配
烏來 1 萬人
18

族群特性、產業發展、
原住民自治區

區

以下

政策性事項

資料來源：賴小萍(2011：128-136)。筆者依文獻資料調整彙整。

綜上所述，研究論文建議新北市 29 個行政區應調整為 17 個行政區及 1
個原住民自治區，總共為 18 個行政區，符合新北市總人口數，平均每 2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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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30 萬人為一個行政區的標準，另就研究論文繪製之新北市行政區調整後行
政區界模擬圖呈現如下：

圖 2- 1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參考圖
資料來源：賴小萍(2011：132)。

五、新北市行政區域調整委外研究規劃案
該研究規劃案，係經由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之委託，中國地方自治學會邀
同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研究行政區劃團隊，接受「新北市行政區域調整委
外研究規劃案」研究，歷經年餘的研究奔波，完成該研究規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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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該研究規劃案之發現、結論與建議方案論述如下(中國地方自治學
會：91-93、109-116)：
(一)發現
研究團隊認為，以所辦理之 4 場座談會的發言重點，足以作為規範方案
設計的理論基礎及指引方針，並分析如下：
1.綜合考量各項因素
新北市行政區劃方案之規劃，除以人口規模及面積為基礎外，另外必
須將地理、歷史、經濟、交通與民眾聚居型態等因素一併納入考量，
但各種標準之間，也可能是衝突的。
所以，行政部門在推動行政區劃的過程中，必須將各種考量因素與利
弊得失進行完整的說明，讓議員、地方意見領袖以及民眾了解各項資
訊後，透過充分討論，設法凝聚改革共識。
2.人口規模的考量因素
針對都市化程度較高的行政區，由於人口聚居的程度已達一定規模，
因此在本次的行政區劃中，原則上應以維持原型行政區域或僅進行微
調為原則，其中，僅以板橋區及新莊區被討論是否可以進行分割以降
低人口規模。
另外針對都市化程度較低的行政區，在行政區劃之方案規劃上，除非
決策決定維持現狀，否則以整併為區劃方向應已形成共識，而後續所
需考量者，則是整併的幅度，由於目前對於整併幅度之大小意見兩極，
或許折衷之小幅整併是目前。
3.既有行政選舉區之參考
從路徑依賴理論來看，基於既有行政或選舉區域進行劃分的好處，一
方面在於可以結合目前公共服務提供的機制，減少民眾生活所需要進
行的調整與不便；而另一方面也是這些行政或選舉區域的劃分，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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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一定邏輯，因此進行結合後，行政區劃也就自然將這些因素列入
考量。
4.生活圈之考量
不論是座談會或是公聽會的參與者，大多同意行政區劃之實施，應以
民眾生活習慣為核心進行劃分，因此在區劃方案的設計上，須注意避
免打破既有的生活圈，讓未來行政區的設計，得以符合民眾當前之生
活習慣與型態。
據此，便有公聽會的參與者明確指出，希望未來規劃行政區劃分的時
候，應約略配合板橋、雙和、三蘆、大文山、新五泰林八、三鶯土樹、
北海岸、東北角及烏來原民區等既有之生活圈。
5.公共服務的取得
在區級政府的角色與職能不變的前提下，座談會與公聽會的與會者，
皆提出應在行政區劃的過程中，兼具人口聚居程度不高，但轄區幅員
廣大之行政區民眾洽公之便利性，當然，公共服務之拓展，亦可以透
過第二、第三辦公室之設立，巡迴服務站的推動或是交通建設的改善，
乃至於電子化政府的應用，減少整併後對民眾洽公便利性之衝擊。
(二)結論
1.建議方案
(1)調整後行政區數：22 區
(2)規劃原則：基於生活圈之考量打破人口規模均等化的追求，保留原
縣轄市的 10 區，並基於生活圈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維持淡水、林
口、八里與坪林之原轄區，僅將鄉村型之區進行小規模整併，以適
度擴大鄉村型之區的人口規模。
(3)方案內容(考量係 2012 年之學術報告，相關資料迄今已有更新，故
由筆者就相關資料檢索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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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新北市行政區域調整建議方案表

序
號

行政區

人口數

面積
(km²)

備註

1

板橋區

556,475

23.1373

板橋區暫不分 2 區，以生活圈考量維持 1 區。

2

新莊區

423,081

19.7383

新莊區暫不分 2 區，以生活圈考量維持 1 區。

3

中和區

410,032

20.1440

4

永和區

218,836

5.7138

中和區、永和區，除可以維持現狀不予變動
外；亦得基於生活圈的接近性，進行區界調
整，使人口規模較為接近合理規模。

5

三重區

384,124

16.3170

三重區、蘆洲區，除可以維持現狀不予變動

6

蘆洲區

202,507

7.4351

外；亦得基於生活圈的接近性，進行區界調
整，使人口規模較為接近合理規模。

7

新店區
土城區

120.2255
29.5578

原縣轄市。

8

302,753
238,247

9

樹林區

182,977

33.1288

原縣轄市。

10

汐止區

205,883

71.2354

原縣轄市。

11

淡水區

184,106

70.6565

綜合考量生活圈與人口數，不整併。

12

林口區

122,561

54.1519

綜合考量生活圈與人口數，與該區的未來發
展潛力，不整併之。

13

八里區

39,731

39.4933

14

坪林區

6,689

170.8350 基於生活圈之考量，不整併。

15

烏來區

6,331

321.1306 原住民族聚集之地區

16

五股泰
山區

167,912

54.4662

17

三峽鶯
歌區

204,494

212.5956 2 區合併，以擴大人口規模至接近 20 萬人。

18

三芝石
門區

33,865

117.2554

42,570

112.5898

19

金山萬
里區

原縣轄市。

基於生活圈之考量，與臺北港區的發展潛
力，不整併。

2 區合併，以擴大人口規模至接近 20 萬人。

2 區合併，即透過整併，適度擴大人口規模，
進行資源整合。
2 區合併，即透過整併，適度擴大人口規模，
進行資源整合。

20

深坑石
碇區

31,261

164.9285

2 區合併，即透過整併，適度擴大人口規模，
進行資源整合。

21

瑞芳平
溪區

43,236

142.0718

2 區合併，即透過整併，適度擴大人口規模，
進行資源整合。

22

雙溪貢
寮區

20,059

246.2218

2 區合併，即透過整併，適度擴大人口規模，
進行資源整合。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2021/4)。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筆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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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及查詢資料製作。
2.替代方案
又因鑑於行政區劃之調整，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再建議備案如下：
(1)調整後行政區數：20 區
(2)規劃原則：在不影響民眾民眾生活習慣的原則下，儘可能不作行政
區的分割。因此原臺北縣人口規模較多、都市化程度較高之縣轄市，
皆維持原轄區。此外，鶯歌、三峽、五股、泰山與林口因人口數已
接近 10 萬人(依據 2012 年之人口資料)，也維持原轄區。其行政區，
僅綜合考量生活圈與人口規模，透過合併擴大人口規模。
(3)方案內容(考量係 2012 年之學術報告，相關資料迄今已有更新，故
由筆者就相關資料檢索並調整)
表 2- 5

新北市行政區域調整替代方案表

序
號

行政區

人口數

面積(km²)

1

板橋區

556,475

23.1373

原縣轄市。

2

三重區

384,124

16.3170

原縣轄市。

3

中和區

410,032

20.1440

原縣轄市。

4

永和區

218,836

5.7138

原縣轄市。

5

新莊區

423,081

19.7383

原縣轄市。

6

新店區

302,753

120.2255

原縣轄市。

7

土城區

238,247

29.5578

原縣轄市。

8

蘆洲區

202,507

7.4351

原縣轄市。

9

樹林區

182,977

33.1288

原縣轄市。

10

汐止區

205,883

71.2354

原縣轄市。

11

鶯歌區

87,739

21.1248

人口聚居接近 10 萬人。

12

三峽區

116,755

191.4508

13

五股區

89,812

34.8632

人口聚居接近 10 萬人。

14

泰山區

78,100

19.1603

人口聚居接近 10 萬人。

15

林口區

122,561

54.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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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6

烏來區

6,331

321.1306

原住民群居。

17

八里、淡水、
三芝、石門區

257,702

348.2076

綜合考量生活圈與人口數，擴大人
口規模至 20 萬人。

18

瑞芳、平溪、
雙溪、貢寮區

63,295

388.2936

綜合考量生活圈與人口數，適度擴
大人口規模。

19

金山、萬里區

42,570

112.5898

綜合考量生活圈與人口數，適度擴
大人口規模。

20

深坑、石碇、
坪林區

37,950

335.7635

綜合考量生活圈與人口數，適度擴
大人口規模。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2021/4)。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筆者依
文獻及查詢資料製作。
(三)建議
在進行規劃過程中，曾經進行全縣性及各里長之雙重民意調查，亦經辦
理焦點座談及公聽會之民意反應，發現行政區劃宜審慎為之。因之，研究建
議如下：
1.立即辦理事項
主辦機關：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協辦機關：新北市政府其他一級機關。
未來不論新北市政府採用何種規劃方案，均需依行政區劃法，進行規
劃作業，始符合法定程序。若設行政區劃法草案立法院推遲延宕立法，
新北市政府基於事實需要，可先行制定「新北市行政區劃暫行自治條
例草案」
，並獲致新北市議會審議通過，完成立法程序並公布施行，從
而據以調整區劃，法無限制，尚無不可。
新北市政府應就立法院正審議中之行政區劃法草案及暫行之自治條例
草案，進行各項調整規劃作業。至於里鄰調整，理論上宜於行政區劃
完成後，始予辦理；惟局部調整里鄰，則可於里鄰編組自治條例修正
案完成立法後，即行辦理之。
2.中長期辦理事項
主辦機關：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協辦機關：新北市政府其他一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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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應即成立「新北市行政區劃審議小組」
，及「新北市行政區劃規劃作業
小組」
，可邀請專家學者與市府相關機關首長組成之，並由市長或指定
副市長一人，擔任審議召集人；市府秘書長或民政局局長擔任規劃作
業小組召集人，限期積極展開行政區劃暫行自治條例草案規定，至少
需時 1 年 6 個月至 3 年之時程，始可完成各項法定程序。

第三節 小結
直轄市所轄區之行政區劃劃定，得以決定各類型資源的分配，並影響市
府的行政服務品質，以下就本章行政區劃之理論及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相
關文獻為總結。
有關行政區劃擬定時之劃分原則，應考量人口、歷史、地理、交通、經
濟、文化、都會及政治等原則辦理，並綜合行政區劃之理論模型，應採綜合
設計理論，綜合各項理論基礎，如：依賴發展、區域經濟、社會變遷、都市
發展、政治決定及專業決定論等理論，擷取各項理論之優點，結合實務考量，
以綜合設計為方向完成行政區劃之模型。
另有關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相關文獻總結，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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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作者
年份

林銚
傑
2010

新北市升格後有關行政區劃調整之文獻探討表

題目

研究發現

研究建議

1、新北市的行政區劃規劃
並非僅以人口數為考量
因素，應綜合考慮各區的
1、建議採行小規模或分階段實施
都市化的程度差異、生
行政區劃的調整作業。
態、歷史文化、社會、交
新北市行政
2、對於新北市偏遠且人口稀少分
通因素、地方生活圈等因
區劃之研究散的地區，以市議員基本人口
素。
以土城區如
數為行政區劃調整之基礎。
2、以務實主義的民意代表
何劃定為例
3、新北市對於都會區行政區劃調
選舉區、行政機關轄區為
整，務必對興建中或規劃中的
基礎，作為未來新北市行
捷運運輸系統納入考量。
政區劃設計方案，並結合
地方生活圈之理論及實
務。
1、行政區劃的立論基礎應
以務實主義為基礎，區的
整併，或可考量既有地政

陳朝
建
2010

事務所轄區、警察分局轄
縣(市)改制
區作為參考依據，然後再 1、依新北市警察分局轄區為劃分
對「區」的行
依據歷史因素、文化脈絡
為 17 個行政區。
政區劃之衝
以及生活圈與次生活圈 2、依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轄區為劃
擊與因應
等因素進行微調即可。
分為 10 個行政區。
2、採務實主義者，另主張以
立法委員區域選區、直轄
市議員選舉區為基準的
考量。
1、新北市的行政區劃應分

賴小
萍
2011

行政區劃調
整之研究-以
新北市行政
區域重整為
例

類型區劃。
2、行政區劃應考慮現有選
區劃分方式。
調整為 18 個行政區，以符合新北
3、現有行政區達到 35 萬人 市總人口數，平均每 20 萬至 30
以上者，即應將其分割。 萬人為一個行政區的標準。
4、行政區重整應考量與毗
鄰行政區的共同發展與
生活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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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地方
自治
學會
2012

1、應綜合考量各項因素。
新北市行政
2、人口規模的考量因素。
區域調整委
3、既有行政選區之參考。
外研究規劃
4、生活圈之考量。
案
5、公共服務的取得。

1、 調整為 22 個行政區，基於生
活圈之考量打破人口規模均
等化的追求，保留原縣轄市的
10 區，並基於生活圈地理位置
的特殊性，維持淡水、林口、
八里與坪林之原轄區，僅將鄉
村型之區進行小規模整併。
2、 若 行 政 區 劃 法 草 案 立 法 延
宕，新北市政府基於事實需
要，可先推動「新北市行政區
劃暫行自治條例草案」之制
定，據以調整區劃。
3、 市府成立「新北市行政區劃審
議小組」及「新北市行政區劃
規劃作業小組」，限期積極展
開行政區劃暫行自治條例草
案規定。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彙整。

如上表呈現，有關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研究，多數學術文章均強調在
行政區劃上，綜合設計理論之評估及務實主義之實踐，藉以設計出各類型的
區劃調整方案，提供筆者在研究上諸多借鏡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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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北市行政區劃之次級
資料分析
依照研究方法與流程，在完成文獻探討後，就實務上之次級資料為分析，
分別從法制、市政、區政業務及治理等面向，探討現行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
之方向。

第一節 法制分析
本節以立法院於 2021 年 4 月 16 日送一讀會，並由委員會待審之行政院
2018 年通過行政區劃法草案版本為法制分析。

一、行政區劃法草案下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執行流程
依據第 2 條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則為新北
市政府；又依第 7 條規定，行政區劃調整之提出，得由新北市政府提出。
依據第 8 條規定，倘新北市政府提出行政區劃調整，應研擬行政區劃計
畫草案，於相關行政區域內公告三十日，原則上應辦理公民民意調查及公聽
會。
又行政區劃之調整應尊重民意，落實地方自治精神，擴大地方民意參與
決策，讓民眾充分陳述意見，依據第 9 條規定，新北市政府應參酌公民民意
調查及公聽會之意見，據以擬訂行政區劃計畫，落實地方自治精神，擴大地
方民意參與決策；另依第 10 條規定，行政區劃計畫之提出，應同時徵詢新北
市議會之意見。
新北市政府在完成行政區劃計畫並提出，依第 11 條規定，報由中央主管
機關內政部審議通過後，報行政院核定；第 12 條則規定，又內政部審議新北
市行政區劃計畫時，應邀集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及相關行政機關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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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以合議制方式辦理審議。
再依第 13 條規定，行政院核定通過新北市行政區劃計畫後，內政部應於
收到行政院核定公文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將行政區劃計畫發布，並公告其實
施日期，其日期應配合相關地方公職人員任期屆滿之日。

二、行政區劃調整計畫之內容說明
表 3- 1
序號

行政區劃調整計畫之內容說明表

行政區劃計畫內容

行政區劃計畫說明
1、劃分一行政區域為二以上之行政區域
2、合併二以上行政區域之一部或全部為一行

行政區劃之調整方
1

政區域
式(第 4 條)
3、劃分一行政區域之一部併入另一行政區域
4、其他有關行政區域之調整
1、 配合政府層級或組織變更
2、 因行政管轄之需要。
行政區劃之調整原 3、 配合國土發展。

2
因(第 5 條)

4、 因地理環境變遷。
5、 因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其他特殊情
勢變更。
1、 人口規模及成長趨勢

行政區劃應配合國 2、 自然及人文資源之合理分配。
3

土整體規劃及考量 3、 山川、湖泊、海岸及海域之分布。
因素(第 6 條)

4、 選舉區之劃分。
5、 其他影響地方治理之事項。

資料來源：立法院官網(https://www.ly.gov.tw/Home/Index.aspx)。檢索日期：
2021 年 5 月 11 日。筆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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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業務分析
依據上節討論之行政區劃法草案，其中第 5 條規定，行政區劃的調整原
因之一為配合國土發展；又第 6 條即規定，行政區劃應配合國土整體規劃，
並應參照選舉區之劃分。
我國國土計畫法於 2016 年 5 月 1 日施行，其第 1 條宗旨即規定，為因應
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
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
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為配合我國國土計畫之推動，新北市政府國土計畫於 2019 年 12 月 9 日
審議通過，經內政部審議及核定通過後，於 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告實施，以
下就新北市國土計畫對市府業務上影響行政區劃調整進行討論。

一、國土計畫與行政區劃之關聯
學者紀俊臣、陳欽春與紀和均三人於 2018 年的期刊中發表學術文章，以
法國經驗啟示，即敘明國土計畫法與行政區劃法各自的法律定位有所不同，
前者係屬於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第 4 款「重要保留」或稱「社會保留」的
法律屬性；後者屬同法第 5 條第 1 款「國會保留」的「憲法或法律保留」事
項，惟國土計畫法對於國土計劃的法規命令授權，對於行政區劃的劃分，尤
其國土計畫法公布施行的「行政指導」行政區劃重劃的外溢效果，應與肯定。
我國國土計畫與行政區劃的關係與連結，該文章即有以下討論 (2018：
10-21)：
(一)國土計畫法間接影響行政區劃的劃分
1. 國土計畫法對於國土計畫的規劃規制，係行政區劃的區劃可行思維參
考模式。
2. 國土計畫法所設計的國土功能分區，係行政區劃重劃務必審慎思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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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分配、整合與發展的主要因子。
3. 國土計畫法對於國土計畫的前瞻性設計，係行政區劃以往區劃最感不
足之處，藉由此次全國國土計畫的劃設，乃至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的功能分區類別劃設與土地使用編定，或可有效達致合理國土空間
之使用。
(二)國土計畫宜重塑行政區劃合理劃分的思維架構
1. 大面積的直轄市、縣(市)為劃分單元應有所堅持，必要時調整各該大
面積的行政區劃；亦即採大地方自治團體劃設原則。
2. 大地方自治團體所轄的鄉(鎮、市、區)，應在最短期間內依國土功能
分區進行全面的鄉(鎮、市、區)行政區劃重劃；亦即採大地方自治團
體轄區優先調整原則。
3. 鄉(鎮、市、區)下轄的村(里)，雖不在行政區劃法草案中規定，而另
有自治法規規範，卻宜在鄉(鎮、市、區)行政區劃時併同辦理；亦即
採村(里)併同鄉(鎮、市、區)調整原則。
基本上，國土計畫的公告施行，其所為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其土地使
用類別之編訂，其最值得行政區劃之參考者，即是對土地使用空間的合理設
定，若設地方自治團體均能體認國土發展空間的合理使用價值，從而反應在
鄉(鎮、市、區)行政區劃之劃分，甚至及於村(里)、鄰編組之通盤調整，則
國土計畫之永續化，將可落實在行政區劃之合理劃分。

二、新北市國土計畫之說明
(一)計畫說明(新北市國土計畫，2021：1-7)
1. 目的：該計畫提出新北市空間發展構想及土地使用管理原則，提供未
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上之上位指導，作為新北市
未來空間發展之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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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程：該計畫年期為至 2026 年。
3. 範圍：
(1)陸域：新北市下轄 29 個區的土地範圍，土地面積為 2,052.57
平方公里。
(2)海域：新北市所屬之海域管轄範圍自平均高潮線以外至領海外界
線，面積計 2,956.19 平方公里，海岸線長約 122 公里。
(3)土地使用：都市計畫面積約 1,247.11 平方公里(占全市計畫範圍
之 24.90%)，非都市土地面積合計 3,751.28 平方公里(含海域區，
占全市計畫範圍之 74.89%)，其餘未登錄地如河川等，面積計
10.37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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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新北市國土計畫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國土計畫(2021：5)。
4. 願景：在全國國土計畫永續發展之目標下，銜接新北市區域計畫引導
城鄉發展之規畫策略、三環六線之空間布局，透過永續發展之生命、
生態、生產、生活觀點，維護環境敏感地區及優良農地，創造優良的
產業發展環境、居住空間及完善的公設系統，提高城鄉防災應變能力，
透過親生命、活生產、安生活及新生態之發展目標，打造新北市成為
市民安居樂業之國際嚮居之都。
(二)人口發展預測(新北市國土計畫，2021：14、28、40-44、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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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都計人口推估：
考量既有都市發展、空間結構及生活圈發展，依循「新北市區域計畫」
以 29 個行政區之區域地理沿革、行政事務事項、都市計畫範圍及城
鄉地方特色與地區整體發展等相關性，將全市空間區分為七大策略區，
並分為主城區(溪南、溪北、三鶯、汐止)及外環區(北觀、東北角、
大翡翠)，並依地方發展特色與潛力賦予不同之發展功能。

表 3- 2
策略區

現況規模

新北市策略區劃分表
行政區範圍

發展定位

溪南都心

行政中樞居住核心，提供區
約 118 平方公里 板橋東區、中和、永和、
域經濟服務，綜合消費生活
約 167 萬人
土城區、新店北區
機能

溪北都心

新莊、三重、蘆洲、五 產業發展動力核心，提供面
約 125 平方公里
股、泰山區、樹林北區、 向國際之創新商貿綜合機
約 137 萬人
板橋西區
能
約 72 公里

汐止

約 20 萬人

汐止區

科技產業經貿核心

三鶯

約 221 平方公里
約 23 萬人

三峽、鶯歌區、樹林南
區

低碳水岸文化雙城

北觀

約 395 平方公里
約 39 萬人

林口、八里、淡水、三
芝、石門、金山、萬里
區

國際海灣複合都市

東北角

約 387 平方公里
約 7 萬人

瑞芳、貢寮、平溪、雙
溪區

碧海山城生態旅遊城、山城
觀光帶

大翡翠

約 742 平方公里 新店南區、深坑、石碇、 水岸、山系樂活城市、山城
約 6 萬人
坪林、烏來區
生活帶
資料來源：新北市國土計畫(2021，59)。

新北市 46 處都市計畫區，依各策略區近十年都市計畫人口統計資料，
該策略區年平均都市計畫人口占比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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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新北市各策略區都市計畫人口比例表

策略區

2018 年總
人口(萬人)

2018 年都市
計畫人口

2018 年非都
市計畫人口

2018 年都市計 近十年平均都
畫人口比例
計人口比例

新北市

399.57

374.68

24.89

93.77%

94.27%

溪南

170.42

163.71

6.71

96.06%

98.05%

溪北

135.39

133.95

1.44

98.94%

96.48%

汐止

20.05

15.95

4.11

79.55%

81.64%

三鶯

20.22

17.16

3.05

84.87%

77.66%

北觀

40.14

36.88

3.27

91.88%

93.88%

東北角

6.58

2.51

4.07

38.15%

43.87%

大翡翠

6.77

4.53

2.23

66.91%

61.41%

資料來源：新北市國土計畫(2021，14)。

又以上述 2018 年新北市都計及非都計人口推估，截至 2036 年止，全
市由低推至高推為 410~440 萬人，並參考各行政區域都市計畫人口比
例近十年平均值，考量溪北、溪南策略區，因有都市計畫縫合機制並
刻正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未來都市計畫地區人口比例提高，另
考量都市計畫成長管理、建設計畫等因素，予以調整各策略區都市計
畫人口及非都市計劃人口比例，目標年全市都市計畫人口約
386.2~414.6 萬人，非都市土地人口約 23.8~25.4 萬人，非都市計畫
人口減少主要原因係因部分土地已納入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範圍，其
餘鄉村地區人口增加有限，整體空間計畫仍引導人口朝向都市計畫地
區集中，有關新北市人口總量分派推計，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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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人口比例
策略區

新北市計畫人口總量分派推計表
計畫人口(低推計)(萬
人)

計畫人口(高推計)(萬
人)

現況都
計人口

推估都
計人口
比例

總人口

都計
人口

非都
人口

總人口

都計
人口

非都
人口

溪南

98.05%

98%

164.8

161.5

3.3

176.9

173.4

3.5

溪北

96.48%

97%

142.3

138.0

4.3

152.7

148.1

4.6

汐止

81.64%

85%

19.7

16.7

3.0

21.1

17.9

3.2

三鶯

77.66%

80%

24.6

19.7

4.9

26.4

21.1

5.3

北觀

93.88%

94%

46.7

43.9

2.8

50.2

47.2

3.0

東北角

43.87%

45%

6.6

3.0

3.6

7.0

3.2

3.8

大翡翠

61.41%

65%

5.3

3.4

1.9

5.7

3.7

2.0

新北市

94.27%

95%

410.0

386.2

23.8

440.0

414.6

25.4

資料來源：新北市國土計畫(2021，28)。

2. 發展課題分析：
(1)新北市人口高度集中於都心區
透過都市更新、都市地區整體開發等方式優先利用既有都市計劃
地區，並引導人口由都心向外圍的三鶯、北觀疏散，溪南向溪北
轉移，使居住、產業活動往都市計劃地區集中，以符合城鄉永續
發展的目標。
(2)鄉村地區環境改善與整體規劃
鄉村地區主要規範範疇為非都市土地，人口、產業集中發展之鄉
村區、工業區，多依現況劃設而非以計畫引導發展，後續將就其
聚落發展性質、人口產業特性，分析地區發展需求，作為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基礎。
新北市幅員廣大，有 29 個行政區域，應訂適當之規劃原則，依序
辦理各行政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並指認優先辦理之行政區，
60

透過整體規劃，指述應提供或改善之公共設施，有助引導產業及
人口有秩序的發展。
(3)如何建立區域間合作機制，提升都會區公共運輸之串聯與品質
大眾運輸服務及人本空間之建置：新北市除持續推動三環六線提
昇軌道運輸之可及性，加強新北市境內路網連結，如環狀線第二
期連結臺北市(士林區)、三重、蘆洲、新莊等地區；五股泰山之
路線段連結蘆洲、五股與泰山等地區、泰山板橋之路線段連結泰
山、新莊、板橋等地區及汐止民生之路線段連結臺北市(大同區、
中山區、松山區、南港區)至汐止等地區，加強區域環狀及連結外
部路網，並透過與區間合作，提升公共運輸之串聯與品質。
(三)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計畫(新北市國土計畫，2021：45-46、58、62-66)
1. 整體空間發展結構
依循北北宜基區域生活圈協同發展架構，以綠色與生態城市發展為合
宜成長基底，輔以交通建設帶動產業創新為城市發展動能之指導方向，
以「三大環域系統、六條創新走廊、多核心成長極」為新北市國土規
劃之整體空間發展主軸，藉由北北基地區優異之跨域運輸基盤系統，
強化與地方產業紋理節點之鏈結，型塑新北市多核心成長極之都市發
展結構，並提出符合地方特色之七大策略區，促進區內城鄉區域均衡
發展。
(1)臺北首都圈：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國際大都會格局。
(2)黃金雙子城：臺北市及新北市跨域整合。
(3)大河三都心：臺北市主城區都心、新北市溪南都心、溪北都心
(4)山水五軸帶：北海岸、東北角、新店-烏來、深坑-石碇-坪林、平
溪-雙溪。
(5)環城六珠鍊：北投士林、內湖南港、新店文山、三鶯樹林、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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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海。

圖 3- 2 新北市空間發展願景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國土計畫(2021，46)。
2. 成長管理計畫
(1)成長管理策略
優先利用既有都市計畫地區閒置空間轉型再利用，透過都市更新、
都市地區整體開發方式，引導居住、產業活動往都市計畫地區集
中，整體空間結構，人口沿捷運與產業建設軸線，使城鄉成長動
力軸線由東向西、臺北市向新北市移動；由南向北、溪南向溪北
擴散。
以淡水、汐止、新店以西為核心區成長環，成長區域尚未包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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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區域計畫」劃設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規劃中整體開發計
畫、開發許可案件，除上述規劃案，以及配合產業發展及其衍生
住商需求外，現階段之成長管理計畫原則不另新增住商使用；核
心區以東為生態保育及農業資料為主，並結合國土及防災保育策
略、農地資源維護策略等，規劃適宜之國土功能分區。
(2)既有發展地區(住商及其他用地)
表 3- 5

新北市既有發展地區新增住商、其他用地彙整表
類型

計畫面積
(km²)

1.擴大三重及蘆洲都市計
住商
都計縫合/區計公告
畫
為主

0.58

0.41

2.擴大土城都市計畫(土城
住商
司法園區/區計公告
彈藥庫附近地區)
為主

1.62

0.13
(公展內容)

3.新訂三峽麥仔園都市計
捷運 TOD/區計公告
畫

住商
為主

1.19

0.83

4.泰山楓江及新北產業園
產業
產業發展/區計公告
區非都市計土地
為主

2.56

0.26

5.擴大五股(部分更寮及水
產業
都計縫合/區計公告
碓)都市計畫
為主

1.43

0.14

6.大柑園地區非都市計畫
產業
都計縫合/區計公告
土地
為主

6.15

0.62

小計

13.53

2.39

2.19

--

15.73

--

項目

劃設依據

7.二重疏洪道非都市土地

都計縫合/區計公告

管制
為主

合計
資料來源：新北市國土計畫(20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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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住商面
積(km²)

(3)中長程未來發展地區(5-20 年)
表 3- 6
發展地區
1.瑞芳都市計
畫周邊地區
2.瑞芳工業區
周邊地區
3.四腳亭周邊
地區

新北市中長程未來發展地區表

計畫面 新增面
積(km²) 積(km²)

使用性質
住宅

商業

二級
產業

0.47

0.23

0.1

0.05

-

0.08

0.44

0.44

0.2

0.1

-

0.14

0.39

0.39

0.18

0.08

-

發展型態

其他

擴大既有非都市鄉村
區、臺鐵車站周邊
500 公尺地區
擴大既有非都市鄉村
區

0.13

擴大既有非都市鄉村
區、臺鐵車站周邊
500 公尺地區

4.十分風景特
定區周邊地
區

0.38

0.38

0.17

0.08

-

0.13

擴大既有非都市鄉村
區、臺鐵車站周邊
500 公尺地區

5.深坑輕軌沿
線地區

0.42

0.42

0.19

0.09

-

0.14

大眾運輸場站周邊
300 公尺地區

8

7.91

-

-

7.91

-

未登記工廠密集聚落

10.10

9.77

0.84

0.4

7.91

0.62

--

6.三峽、鶯歌
地區
合計

資料來源：新北市國土計畫(2021，67)。

(四)交通運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新北市國土計畫，2021：105-107)
1. 臺北國際商港
(1)自由貿易港區
未來產業發展利基包括汽車物流、海運快遞及海空聯運、多國貨
物集併櫃業務等，除了引進就業人口，亦直接帶動周邊相關產業
之成長。臺北港營運後，已帶動八里區運輸及物流產業顯著成長，
亦為提供就業機會之基礎，且加速北臺灣與亞洲航運接軌。
(2)周邊聚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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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發展聚落，其居住品質相對區段徵收區之新市區較為低落，
故藉由都市服務環串連新舊地區之機能及開放空間，並搭配人本
交通規劃及綠色運輸工具，優化臺北港聯外大眾運輸，除了減緩
淡江大橋帶來之交通衝擊，並能強化新舊市區連結，提升整體生
活品質，達到相輔相成之效果。
2. 推動國際物流
(1)臺北港與國際物流
目前臺北港港區內屬港務公司經營管理，及研擬「臺灣國際商港
未來發展及建設計劃」
，臺北港港區設施將視未來產業發展需要滾
動式檢討。市府目前於該地區發展智慧製造及運籌物流並無衝突，
以臺北港倉庫為儲存中心，聯合港區外產專區進行製造加工，分
送至各城市物流中心或以海、空運方式送至海外集散。
(2)零售及產業物流轉運中心
臺北都會區為全臺最大之消費市場，隨電子商務、跨境銷售蓬勃
發展，對於零售之貨品運送需求增加，相關零售產品宜於外圍集
散後，再運往都會區，新店、林口、五股等地區為適宜之零售物
流轉運中心區位；而產業物流轉運中心，主要視地區產業發展設
置，依新北市產業發展廊帶，汐止、土城、樹林等地區為適宜之
產業物流中心區位。
3. 強化交通運轉效能，促進交通建設永續發展
(1)高快速道路建設計畫推動
推動境內高快速道路系統改善，配合「高速公路增設及改善交流
道設置原則」、「省道快速公路增設交流道申請審核作業要點」及
「省道快速道路增設交流道申請審核作業要點」等規範辦理新增
出入匝道、交流道等，預期可減少地區道路壅塞，提升運輸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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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道路使用安全。
(2)軌道建設計畫推動
新北市推動捷運「三環三線」升級為「三環六線」(三環包括新北
環狀線-環狀線北環段南環段-文湖線、新莊線-萬大中和線-新北
樹林線、板橋線-土城線-三鶯線-桃園綠線-機場線；六線包括淡
水輕軌、八里輕軌、五股泰山輕軌、汐止民生線、深坑輕軌、安
坑輕軌)，即是將原核心捷運區逐步轉移至周邊衛星城市，同時以
循序漸進、因地制宜的方式，透過成本較低的輕軌路線將大眾運
輸服務延伸，因應未來都市發展交通需求，藉由便捷完善運輸服
務骨幹，擴大都會區發展，不再集中於原本溪南、溪北都心。
後續所推動採土地開發方式之辦理潛力路廊場站及捷運機廠周邊，
配合推動「捷運蓋到哪，都更就到哪」政策，以捷運場站及機廠
為主要節點，周邊 300 公尺為範圍重新檢討周邊土地使用機能，
期在大眾運輸導向開發模式下，基於提昇運量及強化設站必要性
等理由，提出推動策略來引導開發，增加建築安全及改善市容美
觀，透過政策誘因鼓勵民間自行改建。配合捷運及輕軌沿線地區
設置捷運站、機廠，建議新增設施位於三峽、石碇等。

(五) 城鄉發展地區劃設(新北市國土計畫，2021：123-136)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順序，辦理新北市國土計
畫範圍內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劃設結果分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
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以下就該計畫之人口集中區域-城鄉發
展區介紹如下。
新北市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主要分布於林口、八里、五股、泰山、蘆
洲、三重、新莊、樹林、板橋、土城、中和、永和、新店、汐止、貢寮、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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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三芝、金山、萬里、三峽、鶯歌等行政區，面積約 496.93 平方公里，占
計畫面積 9.91%。
1.第一類
依據新北市 46 處都市計畫區，且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或農業發展
地區第五類分布範圍劃設，面積約 455.71 平方公里，主要分布於林口、
八里、五股、泰山、蘆洲、三重、新莊、樹林、板橋、土城、中和、
永和、新店、貢寮、淡水、鶯歌等行政區。
2.第二類之一
依據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及具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
用區分布範圍劃設，面積約 1.362 平方公里，主要分布於三峽、鶯歌、
萬里、汐止、瑞芳等行政區。
3.第二類之二
依據原依區域計畫法許可，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之開發許可地區分布
等範圍劃設，面積約 12.82 平方公里，主要分布於新店、瑞芳、三芝、
金山、萬里等行政區。
4.第二類之三
依據核定重大建設計畫或具有城鄉發展需求地區分布劃設，計為 10
處，面積約 14.78 平方公里(表 3-7、圖 3-3)，主要分布於五股、泰山、
三重、土城、樹林、三峽、汐止、萬里、瑞芳等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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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編
號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計畫一覽表

案件名稱

分布區位/
發展屬性

面積
(km²)

可行財務計畫

1

擴大五股 (部分更寮及水 五 股 / 產 業
碓)都市計畫
為主

1.4246

2

泰山楓江地區及新北產業 泰 山 / 產 業
園區非都市土地
為主

預計以報編工業區或新訂擴
1.3614 大都市計畫方式開發，實施年
期為 2025 年

3

擴大三重及蘆洲都市計畫

三重、五股/
住商為主

0.5144

預計以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方
式開發，實施年期為 2025 年

4

擴大土城都市計畫(土城彈 土 城 / 住 商
藥庫附近地區)
為主

1.4048

預計以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方
式開發，實施年期為 2025 年

5

新訂三峽麥仔園都市計畫

6

二重疏洪道非都市土地

7

大柑園地區非都市土地開 樹林、三峽/
發計畫
產業為主

8

瑞芳第二工業區

瑞芳/產業
為主

0.299

預計以報編工業區方式開
發，實施年期為 2025 年

9

萬里中幅子土石方收容場 萬 里 / 其 他
(最終掩埋型)開發計畫
使用

0.1826

本案刻正申請開發許可，實施
年期為 2025 年

10

汐止區域性質資源循環中 汐 止 / 其 他
心
使用

0.0633

本案刻正申請開發許可，實施
年期為 2023 年

三峽/住商
為主
三重、五股/
其他使用

1.1877
2.1908

預計以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方
式開發，實施年期為 2025 年

預計以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方
式開發，實施年期為 2025 年
預計以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方
式開發，實施年期為 2025 年

預計以報編工業區或新訂擴
6.155 大都市計畫方式開發，實施年
期為 2025 年

資料來源：新北市國土計畫(20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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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新北市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國土計畫(2021，129)。

三、選舉區之劃分
筆者於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即發現選舉區之劃分與行政區劃之關聯密不
可分，且既然行政區劃法草案第 6 條第 4 款規定，行政區劃調整應考量因素，
包含選舉區之劃分，自應探討現行新北市各選舉之選舉區劃分方式。
以新北市為範圍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包含新北市市長選舉、新北市市議
會議員選舉及新北市里長選舉；以新北市為範圍之中央公職人員選擇則是新
北市立法委員選舉。前述選舉中，與新北市行政區劃相關之選舉區，為新北
市議會議員選舉及新北市立法委員選舉，故以下就二選舉區之劃分為討論，
究竟新北市行政區劃依循選舉區劃分之調整方向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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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

新北市議會第 4 屆議員選舉區劃分及人口數一覽表

選舉區

選區範圍

人口數

第 1 選舉區

淡水區、三芝區、石門區、八里區

257,702

第 2 選舉區

五股區、泰山區、林口區

290,473

第 3 選舉區

新莊區

423,081

第 4 選舉區

三重區、蘆洲區

586,631

第 5 選舉區

板橋區

556,475

第 6 選舉區

中和區

410,032

第 7 選舉區

永和區

218,836

第 8 選舉區

樹林區、鶯歌區、三峽區、土城區

625,718

第 9 選舉區

新店區、深坑區、石碇區、坪林區、烏來
區

347,034

第 10 選舉區

瑞芳區、平溪區、雙溪區、貢寮區

63,295

第 11 選舉區

汐止區、金山區、萬里區

248,453

第 12 選舉區

平地原住民選區

第 13 選舉區

山地原住民選區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及新北市選舉委員會(2021/4)。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2021 年 9 月 19 日，筆者自行整理。

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2021 年 9 月 17 日審議通過最新的新北市議員選舉區
劃，第 4 屆新北市議員選舉區將把原第 3 屆的第 2 選舉區劃分為 2 個選舉區，
該選舉區經變更後，下屆新北市第 2 選舉區的範圍為林口、五股及泰山區，
第 3 選舉區的範圍為新莊區，預計於 2021 年 12 月 24 日前依法發布選舉區的
變更公告。故綜觀表 3-8 可知，扣除平地及山地原住民選區，新北市議員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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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區共計有 11 個，各選舉區內部人口數差異極大，多個選舉區內人口數超越
50 萬人，並從上述的議員選舉區可知，各行政區間相互影響的地緣關係，並
已形成地方政治的地理關係，例如：第 1 選舉區的淡水、八里、三芝及石門
區，第 9 選舉區的新店、深坑、石碇、坪林及烏來區，第 10 選舉區的瑞芳、
雙溪、平溪及貢寮區，同時亦為地方生活圈。
基於上揭論述，參照新北市議員的選舉區劃，以此為基礎上為行政區劃
之調整，惟各新北市議員選舉區中，仍有人口數分配不均之問題，故應同時
搭配多元區劃因素考量，採用綜合模式方式為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

表 3- 9

第 10 屆新北市立法委員選舉區劃分及及人口數一覽表

選舉區

選區範圍

人口數

第 1 選舉區

石門區、三芝區、淡水區、八里區、林口區、
泰山區

458,363

五股區、蘆洲區
三重區－富貴里、碧華里、仁華里、永清里、
第 2 選舉區

永順里、富福里、慈化里、慈惠里、慈愛里、
永福里、慈生里、慈福里、慈祐里、富華里、
五華里、五福里等 16 里

362,179

第 3 選舉區

三重區(扣除第 2 選舉區之 16 里)計 103 里

314,270

第 4 選舉區

新莊區(扣除第 5 選舉區之 9 里)計 75 里

370,920

第 5 選舉區

樹林區、鶯歌區
新莊區－民安里、民有里、民本里、光明里、
光正里、光榮里、光和里、光華里、西盛里等
9里

322,877

第 6 選舉區

板橋區(縣民大道以西、湳仔溝以東為界)計 65
里

265,443

第 7 選舉區

板橋區(縣民大道以東、湳仔溝以西為界)計 61
里

291,032

第 8 選舉區

中和區(扣除第 9 選舉區之 17 里)計 76 里

340,987

第 9 選舉區

永和區
中和區－泰安里、安平里、中安里、安樂里、

28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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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安里、安順里、安和里、秀明里、秀仁里、
秀山里、秀福里、秀義里、秀景里、秀水里、
秀士里、秀成里、秀峰里等 17 里
第 10 選舉區 土城區、三峽區

355,002

第 11 選舉區 新店區、深坑區、石碇區、坪林區、烏來區

347,034

第 12 選舉區

汐止區、金山區、萬里區、瑞芳區、平溪區、
雙溪區、貢寮區

311,748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及中央選舉委員會(2021/4)。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筆者自行整理。

綜觀表 3-9，相較於新北市議員選舉區間人口差異極大，新北市立法委
員選舉區人口則較為平均，除第 1 選舉區人口數特多達 45 萬 8,363 人外，大
多落在 25 萬至 36 萬之間，非以區而以里做為選舉區劃，針對各相鄰區之間
的里為劃分，劃歸出各行政區間相互影響的地緣關係。
基於上揭論述，參照新北市立法委員的選舉區劃，以此為基礎上為行政
區劃之調整，惟各新北市立法委員選舉區中，仍有人口數分配不均之問題，
故應同時搭配多元區劃因素考量，採用綜合模式方式為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
整。

第三節 治理分析
新北市在升格為直轄市後，區公所作為市府的派出機關，地方自治與治
理的程度自不能與鄉（鎮、市）公所比較。由於公所資源收歸市府，較能統
籌分配運用，可避免不必要的浪費，但從地方自治的面向來看，鄉（鎮、市）
改制為區，使得原有鄉（鎮、市）失去自治能力，同時意謂區級政府不具代
表地方住民的功能(何嘉紘：2020，55)。
就地方制度法及新北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等規定觀之，區公所為市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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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機關，負責辦理市府交辦之業務，為市府政策在各區的延伸，但在實務
上，區公所尚肩負「在地責任」
，作為市府及市府各局處與市民之間的互動橋
樑，負責聽取民意需求，反映民意需求上報至市府，強化市府端與民眾端的
雙向互動。有時必須基於地方的立場，協助市府找出解決在地方上問題之關
鍵政策，甚至是非屬區公所權責之業務，亦須積極協助政策上的溝通。綜上
所述，在新北市區公所法制上所規定之單純執行市府政策之執行機關，其職
能係兼具行政執行與民意輸出之市府派出機關(何嘉紘：2020，120-121)。
筆者於 2020 年之論文中，針對區公所精進職能之研究，區公所職能受行
政區劃之影響，即提出新北市區公所之職能，因城鄉發展程度而有所差異(何
嘉紘：2020，122)：新北市內由於橫跨都會區與鄉村區，導致市內城鄉差距
極大，自無法單從一種角度去觀察區公所之職能，應從都會及鄉村兩面向為
區別。都會區民眾因經濟狀況較為良好，往往更重視心靈層面的感受，諸如
要求區內建設公園以提供工作之餘的休憩場所，故在都會區之建設集中在滿
足民眾之生活品質的提升；鄉村區因經濟狀況相對不良往往更重視物質層面
的感受，比方說提升農產業之經濟規模並協助擴展銷路，或是鄉村區均位於
偏山近海地區，每逢天災對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屢生危害，故在鄉村區之建
設集中在滿足民眾之經濟及安全需求；並基於此，依照城鄉差異區分區公所
之職能，藉以授權施政因地制宜(何嘉紘：2020，124-125)：為逐步精進新北
市區公所職能，建議新北市政府就既有城鄉差異將區公所職能區分為都會區
及鄉村區區公所，不應以統一標準定義區公所職能，藉以授權區公所就轄區
特性為施政上之因地制宜，惟根本解決新北市城鄉差距之問題，仍有賴行政
區劃的全面重新檢討。
區的治理，就是廣義的市政問題；區的發展就是直轄市的發展，除非未
來我們對於區級政府的設計會超越現有的框架，朝區自治邁進。當然一旦實
施區自治，區公所成為自治法人，區長成為民選，設置區議會，則長期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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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廢鄉鎮市自治的討論將在轉瞬間成為泡影。反之，如果未來仍要維持區
公所是派出機關的性質，則我們不僅要思考如何強化區公所的職能，也應該
調和區的差異，未加著墨的行政區劃必然是影響區政發展的重要因素(席代麟：
2011，16)。
現行新北市轄內各區公所在區內的治理推動，係以區劃為行政推動之界
線，惟誠如前述第一章中表 1-3 所示，各區人口分配懸殊，又各區公所所轄
之公務員員額及區公所預算有限的情況，勢必影響區公所在區內之治理能力，
故調整行政區劃後，應將區公所公務員員額及預算之重新調整納入考慮，以
利各地區公所組織調整與財政收支，為本節之分析重點。

一、現行新北市區公所公務員員額配置
有關新北市政府員額總數，依據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22 條第 2 項規
定：
「本準則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設置之直轄市
政府，以一萬四千二百人為其員額總數。」新北市自升格前為臺北縣之時代，
即 200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24 日為準直轄市，故適用上揭規定，員
額總數為 1 萬 4,200 人。
新北市各區公所之員額編制，新北市政府業已發布「新北市各區公所組
織規程」予以規範，既然新北市政府公務員員額總數已有上限規定，區公所
員額總數自然也設有上限，惟新北市係由臺北縣升格而來，區公所既有員額
編制，大體上承接過去鄉鎮市時代之編制，臺北縣在升格前並作為準直轄市
期間，員額總數為 1 萬 5,400 人(準用 2010 年 6 月 14 日前修正發布之地方行
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22 條規定)，後該準則修正直轄市員額總數為 1 萬 4,200
人。
在新北市行政區劃升格至今未有調整之前提下，市內人口總數逐漸成長，
惟近年新北市政府人事處針對各區公所內公務員員額，均未增加，員額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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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準直轄市時代，並在配合新修正之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規定，加上
樽節財政，市府諸多人事政策均導向減少區公所公務員員額，例如：區公所
臨時人員退休後採「遇缺不補」政策，故現今區公所員額辦理日趨龐大的市
政及區政業務，更是顯得捉襟見肘。
筆者以各區人口數及區近 10 年人口增減數，輔以新北市各區公所公務員
員額加以比較，詳如下表 3-10(基於原住民自治區基於原民自治，其員額編
制非受新北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規定規範，故烏來區不納入討論)。

表 3- 10

新北市各區人口數暨公務員員額比較表

區名

面積(km²)

區人口數

升格後區人口增減數

區公所員額

板橋區

23.1373

556,475

+1,879

210

新莊區

19.7383

423,081

+20,877

155

中和區

20.1440

410,032

-4,324

151

三重區

16.3170

384,124

-5,844

186

新店區

120.2255

302,753

+6,342

144

土城區

29.5578

238,247

-230

109

永和區

5.7138

218,836

-15,700

127

汐止區

71.2354

205,883

+16,265

89

蘆洲區

7.4351

202,507

+4,714

99

樹林區

33.1288

182,977

+6,900

82

淡水區

70.6565

184,106

+40,625

87

林口區

54.1519

122,561

+39,396

49

三峽區

191.4508

116,755

+13,305

66

五股區

34.8632

89,812

+9,854

55

鶯歌區

21.1248

87,739

+91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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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區

19.1603

78,100

+1,630

50

八里區

39.4933

39,731

+4,940

42

瑞芳區

70.7336

38,857

-3,575

67

深坑區

20.5787

23,768

+527

30

三芝區

65.9909

22,498

-765

42

萬里區

63.3766

21,554

-455

37

金山區

49.2132

21,016

-1,364

38

貢寮區

99.9734

11,689

-2,087

35

石門區

51.2645

11,367

-1,333

32

雙溪區

146.2484

8,370

-1,359

34

石碇區

144.3498

7,493

-480

33

坪林區

170.8350

6,689

-352

32

平溪區

71.3382

4,379

-965

35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及新北市政府人事處(2021/4)。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筆者自行整理。

綜觀表 3-10，以新北市 28 區的人口數區分為各項級距後，可得知各區
公所公務員員額在總數受管制的情況下，相同級距之區公所公務員員額有所
差距，並分布於新北全市各區公所中，進而導致同一級距之區與區間，治理
效能有所不同，故就上述情況分析，並在不影響總員額數的情況下，調整同
一級距的區之間的員額數，或是基於此調整行政區劃，以平衡區的治理能力。
(一)第 1 級距：板橋、新莊、中和、三重及新店等人口數達 30 萬以上之五區
1. 板橋及新店區部分相較於其他三區，就人口及人口增長數觀察，板橋
及新店區人口增長數量均未破萬人，惟考量板橋區人口數量大；新店
區則幅員廣闊，故該二區現有公務員員額之配置，尚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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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莊、中和及三重三區之面積，新莊區與中和區相差不遠，而三重區
則較小；在人口數上，新莊區及中和區均超越 40 萬人，三重區僅 38
萬 4,124 人，且在升格後增減人口數上，相較其他兩區人口均衰退，
新莊區則成長達 2 萬 877 人；至於三區之公務員員額，同樣地新莊區
與中和區相差不遠，但三重區卻多達 186 人。
3. 在相同轄區面積及人口條件下，三重區之公務員員額明顯高於同一級
距之其他區公所，應將員額移轉至新莊或中和區，以平衡區間的治理
能力，又在不調整員額之前提下，如圖 1-2 所示，新莊與三重區劃相
鄰，在新莊區人口持續增加的情況下，應優先考量將新莊區部分行政
區劃分割並合併至相鄰之三重區，在達到不變動三重區公所公務員員
額的同時，亦可平衡各區間之治理能力。
(二)第 2 級距：土城、永和、汐止、蘆洲、樹林、淡水、林口及三峽等人口
數 10 萬人以上但未達 30 萬人之八區
1. 在此級距中，前六區人口較為一致，介於 18 萬至 24 萬間，平均一區
人口數為 20 萬 5,426 人，平均公務員員額為 99 人；而人口增減部分，
較為明顯者是永和區人口於升格後減少 1 萬 5,770 人，汐止區與淡水
區分別增加 1 萬 6,265 與 4 萬 625 人；其中永和區作為衰減地區，公
務員員額卻遠高其他區達 127 人。
2. 又林口區及三峽區人口相近，惟升格後之人口成長幅度差異極大，林
口區人口，但三峽區內之公務員員額達 66 人，遠高於林口區之 49
人。
3. 為解決此級距間區公所治理失衡的問題，考量汐止區及淡水區為新北
市人口成長幅度較高之地區，又永和區及蘆洲區之面積小且人口無顯
著成長，應優先考慮在四區間之公務員員額進行調整；又林口區及三
峽區間之公務員員額亦應相互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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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於此級距內之行政區劃調整，考量該級距內僅土城、樹林及三峽三
區相連接，惟僅有三峽區員額建議調整至林口區，兩者間無區劃調整
之可能，僅能進行員額之調整，故此級距間無配合公務員員額調整行
政區劃之可能。
(三)第 3 級距：五股、鶯歌及泰山等人口數 5 萬以上未達 10 萬之三區
1. 五股、鶯歌及泰山三區之面積，鶯歌區與泰山區相差不遠，而五股區
則則較大；在人口數上，五股區及鶯歌區均逼近 9 萬人，泰山區僅 7
萬 8,100 人，且在升格後增減人口數上，僅五股區成長幅度較大逼近
萬人；至於三區之公務員員額相差不遠，僅鶯歌區稍多為 60 人，甚
至多於前述林口區。
2. 考量鶯歌區面積不大，就鶯歌區公務員員額微調至五股區，以平衡區
間的治理能力，又在不調整員額之前提下，如圖 1-2 所示，五股與泰
山區劃相鄰，在五股區人口持續增加的情況下，應優先考量將泰山區
部分行政區劃分割並合併至相鄰之五股區，並同步調整員額至五股區
公所。
(四)第 4 級距：八里、瑞芳、深坑、三芝、萬里、金山、貢寮、石門、雙溪、
石碇、坪林及平溪等人口數未達 5 萬之十二區
1. 此級距中，各區位置均位處新北市邊陲地帶，例如：東北角、北海岸
及大文山地區等，人口大多少於 2 萬人，而區間公務員員額差異不大，
平均公務員員額為 38 人，因各區間性質相近，就行政區劃部分，應
採全區間之整併，不應採部分分割合併之方式辦理。
2. 其中值得討論者是，瑞芳區公務員員額達 67 人，遠高於此級距之其
他區，因瑞芳區內部之里多達 34 里，但人口數僅 3 萬 8,857 人，在
調整瑞芳區公務員員額至諸如人口逐漸成長之八里區及級距中其他
區外，應同時完成瑞芳區之里鄰編組調整，以完善瑞芳區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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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 2020 年之論文中，針對區公所精進職能之研究，區公所職能受區
公所公務員員額之影響，即提出並建議：為提升新北市區公所職能，近年市
府逐步推動「錢權下放」政策，將業務預算及權限逐步下放至區公所執行，
惟下放之比例尚須考量區公所內部承辦人員人數是否足以負荷，下放比例要
權責相符，否則無法達到提升區公所職能之目的。依據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
則第 21 及 22 條設有規定，直轄市政府公務員員額設有總員額之限制，並依
同準則第 26 條規定，訂有新北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及組織編制表，針對新北
市區公所公務員員額為總員額之限制。惟為解決區公所人力編制問題，不應
從建請中央政府修正上揭規定，畢竟涉及全臺六都直轄市區公所員額之改制
事項，人事預算龐大，改革難度過高，故筆者建議，從文獻資料及訪談資料
分析下，可知新北市區公所間公務員員額分配比例及不平均，新北市政府應
在不違反直轄市政府公務員總員額數量之前提下，逐步調整各區間員額差異，
進而平衡且精進各區公所職能(何嘉紘：2020，125)。
最後，雖然人口數並非行政區劃調整的唯一考量，尚可考量人口年齡結
構、區內人口分布、人口收入結構等因素，但在考量區公所之治理要素時，
公務員員額自應為重點討論標的，而公務員員額之分配，最基本的標準即應
就人口數觀察，故在區公所治理分析上，人口數仍為重要討論因素；另外，
新北市內部分區之間的公務員員額尚能搭配行政區劃一併為調整，亦可作為
行政區劃調整之借鏡。

二、現行新北市區公所預算編列情形
有關直轄市政府區公所改制後經費變化情形，在新北市部分，關於改制
後區公所之預算變動情形大致如下，新北市政府改制後 29 區公所 2011 年經
費比改制前鄉（鎮、市）公所 2010 年經費，平均減少約 79.93％，其中因代
表會裁撤所減少之人事費及業務費約佔減少總數額 4.28％，因業務移撥所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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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之費用約佔減少總數額 55.46％，減列之上級補助款約佔減少總數額 29.49
％，其他項目（如災害準備金、預備金、回饋金、選舉業務費、小型工程款、
社團補助等）約佔減少總數額 10.77％(內政部民政司，2011：70)。
在區公所失去過去鄉(鎮、市)公所之自治財政權相關收入，諸如：地方
制度法第 65 條規定，鄉（鎮、市）之收入包括：一、稅課收入。二、工程受
益費收入。三、罰款及賠償收入。四、規費收入。五、信託管理收入。六、
財產收入。七、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八、補助收入。九、捐獻及贈與收入。
十、自治稅捐收入。十一、其他收入。區公所為市府之派出機關，預算編列
於市府預算項下，並無自主財源，一切經費來自市府的編列與撥付(何嘉紘：
2020，12)。
新北市各區公所預算仰賴市府的編列，並配合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
業務權限委任委託區公所執行作業要點，辦理業務權責之調整併同預算之挪
編，現行新北市區公所之單位預算，筆者以地方制度法第 4 條第 4 項及上表
3-10 為基礎，前者規定：「人口聚居達十萬人以上未滿五十萬人，且工商發
達、自治財源充裕、交通便利及公共設施完全之地區，得設縣轄市。」
，後者
則以上揭人口級距為區分，故以 10 萬人口為界線，將全市各區區別為都會區
與鄉村區，觀察各區公所之單位預算分配情形，詳如下表 3-11(基於原住民
自治區基於原民自治，具自主財政權，故烏來區不納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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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

新北市區公所單位預算分析表

都會區(人口數 10 萬以上)

鄉村區(人口數 10 萬以下)

都會區內總預算

6,353,311

鄉村區內總預算

3,200,291

區內人均分配預算

1.79

區內人均分配預算

6.765

一區平均單位預算

488,716

區平均單位預算

213,352

區名

人口數

單位預算(新臺幣
千元)

區名

人口數

單位預算(新臺幣
千元)

板橋區

556,475

936,156

五股區

89,812

243,585

新莊區

423,081

712,214

鶯歌區

87,739

207,095

中和區

410,032

710,241

泰山區

78,100

218,634

三重區

384,124

816,757

八里區

39,731

243,831

新店區

302,753

635,157

瑞芳區

38,857

229,743

土城區

238,247

478,147

深坑區

23,768

109,112

永和區

218,836

441,470

三芝區

22,498

260,608

汐止區

205,883

428,893

萬里區

21,554

321,672

蘆洲區

202,507

341,460

金山區

21,016

275,438

樹林區

182,977

377,130

貢寮區

11,689

209,542

淡水區

184,106

499,071

石門區

11,367

253,780

林口區

122,561

340,841

雙溪區

8,370

152,778

三峽區

116,755

275,774

石碇區

7,493

152,184

坪林區

6,689

210,137

平溪區

4,379

112,152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及新北市政府主計處(2021/4)。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筆者自行整理。

依據表 3-11，新北市區公所單位預算分析如下：
(一)新北市都會區與鄉村區之預算分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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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全區區公所總預算為 95 億 5,360 萬 2,000 元，其中都會區占 66.5%，
為 63 億 5,331 萬 1,000 元；而鄉村區則占 33.5%，為 32 億 29 萬 1,000
元。就人口數觀察可得知，新北市全市人口為 402 萬 1,399 人，都會區
人口數為 354 萬 8,337 人，占總人口數的 88.2%；鄉村區人口數為 47 萬
3,062 人，占總人口數 11.8%。
承上所述，新北市多數人口集中於都會區內，惟全區總預算之分配卻不
符比例，以區內人均分配預算為例，都會區內人均為 1,790，鄉村區內
人均為 6,765。全市區內人口數分布不平均，多分布在都會區，但預算
上分配卻並非依據人口數為搭配，是以影響區公所治理之效能，為解決
上述問題，除調整新北市既有各區區公所之單位預算外，可輔以行政區
劃之調整。
(二)新北市區預算分配與行政區劃之關聯
就上述區公所單位預算之問題，都會區腹地狹小人口過於集中，預算分
配不足；鄉村區地廣人稀人口過於分散，預算分配相對充足，以此為基
準，適當將鄉村區區劃合併納入周邊都會區後，亦或是鄰近鄉村區間相
互合併，以達到平衡治理條件下人口及財政之目的，故以前述之圖 1-2
及表 3-11 觀察，有以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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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新北市現行行政區劃圖

1. 鄉村區併入都會區
鄉村區併入都會區的考量係部分鄉村區緊鄰都會區，且該都會區未來
之人口成長可期，為提升都會區可用腹地，或都會區內部分區域性質
與鄉村區特性相近，而為此整併，並調整合併後區公所單位預算，例
如：鶯歌區併入三峽區，八里區併入淡水區，深坑、石碇及坪林併入
新店區。
2. 鄉村區間相互合併
鄉村區間相互合併係考量係鄉村區間均未處新北市邊陲，且幅員遼闊，
無法與都會區完成資源整合，但考量各區性質相近，為提升區治理之
能力，整合預算及人力等相關資源，而為此合併，並調整合併後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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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單位預算，例如：五股區與泰山區合併，三芝、石門、金山及萬里
合併。

第四節 小結
從本章中之次級資料彙整，從法制、業務到治理各層面加以分析，筆者
綜整前述之各節的資料，總結新北市未來的行政區劃的考量因素與調整方向
如下。
就第一節法制分析上，新北市倘辦理行政區劃之調整，依據最新版本之
行政區劃法草案規定，新北市提出欲為行政區劃調整後，應公告調整計畫草
案，該計畫草案之擬訂，應配合國土整體規劃及考量因素，諸如：人口規模
及成長趨勢、自然及人文資源之合理分配、山川、湖泊、海岸及海域之分布、
選舉區之劃分或其他影響地方治理之事項，並參酌民意調查、公聽會及新北
市議會等意見，完成行政區劃計畫並經內政部審議通過，報行政院核定，後
由內政部為核定計劃之公告。
就第二節業務分析上，以 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告實施之新北市國土計畫
為基準，該計畫年期程至 2026 年，參照該計畫及現行選區劃分為新北市行政
區劃的調整考量因素：
一、從人口發展預測觀察，依循「新北市區域計畫」將全市 29 個行政區，區
分為七大策略區，並分為主城區(溪南都心、溪北都心、三鶯、汐止)及
外環區(北觀、東北角、大翡翠)，並以都計及非都計人口推估，新北市
未來人口成長落在 410~440 萬人之間，且人口高度集中於二都心區，應
引導人口由都心向外圍的三鶯、北觀疏散，溪南向溪北，搭配新北市持
續推動之三環六線(三環包括新北環狀線-環狀線北環段南環段-文湖線、
新莊線-萬大中和線-新北樹林線、板橋線-土城線-三鶯線-桃園綠線-機
場線；六線包括淡水輕軌、八里輕軌、五股泰山輕軌、汐止民生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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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輕軌、安坑輕軌)提昇軌道運輸，打造生活圈以利引導人口至低密度人
口集中區，並以此規劃行政區劃調整之方向。
二、從空間發展觀察，依循北北宜基區域生活圈協同發展為架構，從整體空
間發展劃分為大河三都心(臺北市主城區都心、新北市溪南都心、溪北都
心)、山水五軸帶(北海岸、東北角、新店-烏來、深坑-石碇-坪林、平溪
-雙溪)、環城六珠鍊(北投士林、內湖南港、新店文山、三鶯樹林、林口、
淡海)。在成長管理策略上，人口以捷運與產業建設軸線，使城鄉成長動
力軸線由東向西、臺北市向新北市移動；由南向北、溪南向溪北擴散。
其中在新北市部分，以淡水、汐止、新店以西為核心區成長環，搭配既
有發展地區之都市計畫地區：三重及蘆洲都市計畫、擴大土城都市計畫
及三峽麥仔園都市計畫，另外中長程未來發展地區以住商為主之重點地
區：從東北角一路延伸至深坑-石碇-坪林與平溪-雙溪。
三、從選舉區劃觀察，新北市議員及立法委員選舉區，前者單純以區作為選
舉區之劃分基準；後者則以里為基準，惟兩者均反應各行政區間相互影
響的地緣關係，所形成之地方政治的地理關係。
其中，各行政區劃入同一選舉區範圍者，分別為議員及立法委員第 1 選
區(僅含淡水、八里、三芝及石門區)、議員第 7 及立法委員第 10 選區(僅
含土城及三峽區)、議員第 8 及立法委員第 11 選區(新店、深區、石碇、
坪林及烏來區)以及議員 9、10 及立法委員第 12 選區(分別含瑞芳、平溪、
雙溪及貢寮與汐止、金山及萬里區)。
藉由兩類選舉之選舉區劃，筆者在研究上初步取得行政區劃調整之參考
方向，以此為基礎上為行政區劃之調整，惟上述兩種類型的選舉區中，
應同時搭配多元區劃因素考量，如上述國土計畫中所述有關新北市未來
人口發展及空間發展趨勢，以綜合模式方式為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
故以選舉區劃為行政區劃之調整架構實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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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三節治理分析上，新北市轄內各區公所在區內的治理，著重在各區
公所所轄之公務員員額及區公所預算有限的情況下，在固定轄區內，勢必影
響區公所在區內之治理能力，故應在區公所公務員員額及預算之重新調整納
入行政區劃調整之考慮，並分析如下：
一、依據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新北市政府公務員員額
總數係固定數量，連帶使新北市區公所公務員員額總數同樣固定，僅能
在各區公所間為員額之調整，從各區公所之公務員員額，筆者將新北市
28 區人口數歸納為四個級距為分析，其中，公務員員額數明顯不符平均
者，分別為：三重、永和、三峽、鶯歌及瑞芳區，有調整至其他員額數
不足之區公所。
雖然人口數並非行政區劃調整的唯一考量，尚可考量人口年齡結構、區
內人口分布、人口收入結構等因素，但在考量區公所之治理要素時，公
務員員額自應為重點討論標的，而公務員員額之分配，最基本的標準即
應就人口數觀察，故在區公所治理分析上，人口數仍為重要討論因素；
另外，新北市內部分區之間的公務員員額尚能搭配行政區劃一併為調整，
亦可作為行政區劃調整之借鏡。
二、筆者以人口數 10 萬為區分，將新北市 28 間區公所分為都市區及鄉村區，
再就兩類型區公所間之預算編列情形為分析。全市區內人口數分布不平
均，多分布在都會區，但預算上分配卻並非依據人口數為搭配，是以影
響區公所治理之效能，為解決上述問題，鄉村區併入都會區或是鄉村區
間相互合併均應係可行方案，在調整新北市行政區劃的同時，一併將區
公所預算編列數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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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將依據第一章所述之研究背景、動機、目的及問題，研擬出研究架
構，以此為基礎，加上文獻探討、次級資料分析及半結構式訪談法等研究方
法，以新北市內之區為研究範圍，從區內選擇訪談對象，找出調整現行新北
市行政區劃之方案。以下分別就研究架構、研究設計、訪談對象的選擇與限
制、訪談大綱等四節，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筆者從地方治理出發，透過瞭解城市治理、廣域行政及公共服務的理論
內容，進而得知行政區劃對新北市地方治理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再導入第二
章所述之行政區劃的主要理論模式-綜合設計理論，結合行政區劃的影響因素，
透過法制、業務及治理三面向分析影響新北市行政區劃之因素，以初步設計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模型；最後，考量行政區劃涉及各項資源分配之重大
政策，無論在實務與學理上，行政區劃應以務實主義為可行性基礎，故加上
利害關係人之政策意見，衍生對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建議，茲將研究架構
繪製如下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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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地方治理：
一、城市治理
二、廣域行政
三、公共服務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必要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理論模式

新北市區劃影響因素：
一、法制分析
二、業務分析
三、治理分析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模型之設計

政策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建議

圖 4-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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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模式之設計
一、調整模式說明
筆者從前三章就實務及學術上對於行政區劃的探討得知新北市行政區劃
調整之必要，新北市直轄市一區人口數建議以 20 萬至 30 萬人為基準，再從
第二章文獻探討中，選定行政區劃之理論模式，採綜合設計理論，綜合各項
理論基礎，並結合實務考量，完成行政區劃之模型設計。
另針對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因素的選定，筆者從行政區劃草案法出發，
以法制角度為分析可知，行政區劃應配合國土整體規劃及其他因素為考量，
諸如：人口規模及成長趨勢、自然及人文資源之合理分配、山川、湖泊、海
岸及海域之分布及選舉區之劃分等因素，進而延伸至新北市政府的業務分析，
從新北市國土計畫之核定、新北市議會選舉區及新北市立法委員選舉區劃分
討論實際上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考量因素。
綜觀新北市國土計畫，循「新北市區域計畫」將新北市 29 個行政區，區
分為七大策略區，主城區(溪南都心、溪北都心、三鶯、汐止)及外環區(北觀、
東北角、大翡翠)，就人口規模及成長管理為以下分析：
(一) 以人口規模觀察，人口多集中於溪南都心與溪北都心，另有汐止、新店、
淡水及林口等為中心的核心區成長環。
(二) 再從人口發展預測觀察，人口成長區為溪南都心、溪北都心、三鶯及北
觀等策略區，其中成長幅度明顯地區又集中於溪北都心、三鶯及北觀。
(三) 從人口成長管理觀察，以擴大三重及蘆洲、土城彈藥庫、三峽麥仔園、
泰山楓江及新北產業園區、擴大五股與大柑園地區等都市或非都市計劃
為核心，預計由溪南及溪北策略區中之人口集中區域，板橋、中和、永
和、三重及新莊區向周邊土城、樹林、鶯歌、三峽、蘆洲、五股、泰山
區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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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後，配合未來規劃的新北市捷運之三環六線為人口擴散及連結(詳如
下圖 4-2)，如捷運環狀線北環段連結新莊、蘆洲及五股區，捷運萬大
中和線連接永和、中和及土城區，捷運三鶯線連接三峽及鶯歌區，五股
泰山輕軌連接五股及泰山區，八里輕軌連接八里及淡水區，打造生活圈
以利引導人口至低密度人口集中區。

圖 4- 2

新北捷運三環六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https://open33.ntpc.gov.tw/about)。
下載日期：2021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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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結合自然資源之合理分配，山川、湖泊、海岸及海域之分布等區劃影
響因素，從自然空間發展觀察，打造山水五軸帶(北海岸、東北角、新店-烏
來、深坑-石碇-坪林、平溪-雙溪)及環城六珠鍊(北投士林、內湖南港、新店
文山、三鶯樹林、林口、淡海)。
再從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7 條第 2 項規定出發，選舉區，應斟酌行政
區域、人口分布、地理環境、交通狀況、歷史淵源及應選出名額劃分之。以
務實主義考量選舉區劃搭配行政區劃分，觀察表 3-8、3-9，人口基準尚屬合
理者，有新北市議會第 1 選舉區(淡水、三芝、石門及八里區)、第 6 選舉區(永
和區)、第 8 選舉區(新店、深坑、石碇、坪林及烏來區)、第 10 選舉區(汐止、
萬里及金山區)；有新北市立法委員第 2 選舉區(五股、蘆洲及三重區附加 16
里)、第 3 選舉區(三重區扣除 16 里)、第 4 選舉區(新莊區扣除 9 里)、第 6
選舉區(板橋西區)、第 7 選舉區(板橋東區)、第 8 選舉區(中和區扣除 17 里)、
第 9 選舉區(永和區附加中和區 17 里)、第 10 選舉區(土城及三峽區)、第 11
選舉區(新店、深坑、石碇、坪林及烏來區)、第 12 選舉區(汐止、萬里、金
山、瑞芳、平溪、雙溪及貢寮區)。
再者，結合新北市區公所在區內的治理能力為分析，考量各區間無論是
人口數、公務員員額及單位預算分配比例不均，城鄉差距懸殊且部分區域幅
員遼闊，可知新北市的行政區劃調整模式，無法參照臺北市行政區劃模式，
將區人口數控制在 20 萬至 30 萬人，故應以都市區及鄉村區為區分，以此為
基礎作為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方向。

二、調整模式設計
(一)參考模式之設計
承接上述之設計說明，筆者以下表 4-1 呈現研究設計出之新北市行政區
劃調整之理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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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參考設計表
序

調整後

人口數

號

行政區

(2021/4)

區劃調整方式

區劃調整考量因素
1. 原板橋區人口為 55 萬 6,475 人，人口規模

原板橋區以縣民

過高不利區公所地方治理。

大道以東、湳仔溝 2. 配合河川與道路之分布。
1

海山區

291,032
以西為界，劃分為 3. 考量現有立委選區為劃分。
海山區。

4. 考量生活圈，並以警察分局、戶政事務所管
轄區為劃分。

原板橋區以縣民
大道以西、湳仔溝
2

板橋區

265,443

同上
以東為界，劃分為
新板橋區。
1. 原新莊區人口達 42 萬 3,081 人，人口規模

3

新莊區

370,920

民安、民有、民

過高不利區公所地方治理，且位處溪北精華

本、光明、光正、

地區的新莊區內人口仍有成長空間，未來預

光榮、光和、光

計有捷運環狀線北環段通車及泰山楓江及

華、西盛里等 9 里

新北產業園區非都市計畫土地開發，故有區

劃分給樹林區。

內人口調整之必要。
2. 考量現有立委選區為劃分。
1. 既有人口數為 18 萬 2,977 人，考量直轄市

合併與原新莊區
都會區之人口規模可調整至 20 萬至 30 萬
相鄰之西盛地
4

樹林區

235,138

人，故有調整空間，並配合原新莊區分割為
區，即立委選區中
調整。
9 里。
2. 考量現有立委選區為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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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迴龍地區位處原樹林、原新莊區交界處，生
活圈相仿有利合併。
泰安、安平、中
安、安樂、宜安、
安順、安和、秀
1. 原中和區人口達 41 萬 32 人，人口規模過高
明、秀仁、秀山、
5

中和區

340,987

不利區公所地方治理。
秀福、秀義、秀
2. 考量現有立委選區為劃分。
景、秀水、秀士、
秀成、秀峰里等 17
里劃分給永和區
1. 既有人口數為 21 萬 8,836 人，考量直轄市
都會區之人口規模可調整至 20 萬至 30 萬

6

永和區

合併與原中和區

人，故有調整空間，並配合原中和區分割為

相鄰之秀安地

調整。

287,881
區，即立委選區中 2. 考量現有立委選區為劃分。
17 里。

3. 秀安地區位處原永和、原中和區交界處，生
活圈相仿有利合併，未來預計有環狀線萬大
中和線通車，配合捷運打造共同生活圈。

富貴、碧華、仁
華、永清、永順、

7

三重區

314,270

富 福 、 慈 化 、 慈 1.

原三重區人口達 38 萬 4,124 人，人口規模

惠、慈愛、永福、

過高不利區公所地方治理。

慈 生 、 慈 福 、 慈 2.

考量現有立委選區為劃分。

祐、富華、五華、
五福里等 16 里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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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給蘆洲區
1. 既有人口數為 20 萬 2,507 人，考量直轄市
都會區之人口規模可調整至 20 萬至 30 萬

8

蘆洲區

合併與原三重區

人，故有調整空間，並配合原三重區分割為

相鄰之原三重東

調整。

272,361
區，即立委選區中 2. 考量現有立委選區為劃分。
16 里。

3. 原三重東區位處原蘆洲、原三重區交界處，
配合擴大三重及蘆洲都市計畫開發，生活圈
相仿有利合併。
1. 原五股區及原泰山區人口數分別為 8 萬
9,812 人及 7 萬 8,100 人，為打造新北市都
會區及鄉村區之兩種治理模式的區隔，故選
擇兩區合併。

原泰山區與五股
9

五泰區

167,912

2. 泰山楓江及新北產業園區非都市計畫土地
區合併。
開發案，位處泰山區及五股區之交界帶，預
計人口將有一定程度的成長。
3. 配合刻正規畫中的五股泰山輕軌，打造共同
生活圈。
1. 原三峽區及原鶯歌區人口數分別為 11 萬
6,755 人及 8 萬 7,739 人，為打造新北市都
會區及鄉村區之兩種治理模式的區隔，故選
原三峽區與鶯歌

10

三鶯區

204,494

擇兩區合併。
區合併。
2. 考量新訂三峽麥仔園都市計畫及大柑園地
區非都市土地開發計畫，未來人口預期規模
將提高，配合刻正興建中的捷運三鶯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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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共同生活圈。
3. 以新北市策略區劃分，三鶯雙城定位為低碳
水岸文化雙城，並搭配新北市政府現正推動
的三鶯文創整合計畫，結合共同生活圈，打
造三鶯文化特區。
1. 原淡水區人口數為 18 萬 2,507 人，考量直
轄市都會區之人口規模可調整至 20 萬至 30
原淡水區與八里
11

淡里區

萬人，故有調整空間。

223,837
區合併。

2. 配合刻正規畫中的八里輕軌連通至淡水，打
造共同生活圈。
3. 結合臺北港特定區計畫。
1. 打造新北市鄉村區之治理模式，集中區公所
財源，強化區在地方的治理能力。
2. 大翡翠區內原三行政區內經濟活動與地理

原深坑區、原石碇

環境性質相近，考量產業發展與生態環境維

區及原坪林區合

護，故為合併之行政區劃調整。

大翡翠
12

37,950
區

併。

3. 以新北市策略區劃分，大翡翠區定位為水
岸、山系樂活城市與山城生活帶，並搭配沿
線有國道三號及五號為連結，有利打造共同
生活圈。
1. 打造新北市鄉村區之治理模式，集中區公所

原三芝區、原石門
13

北觀區

76,435

財源，強化區在地方的治理能力。

區、原金山區及原 2. 北觀區內原四行政區內經濟活動與地理環
萬里區合併。

境性質相近，考量產業發展與生態環境維
護，故為合併之行政區劃調整。
95

3. 以新北市策略區劃分，北觀區定位為國際海
灣複合城市，合併後有利產業發展。
1. 打造新北市鄉村區之治理模式，集中區公所
財源，強化區在地方的治理能力。
2. 東北角區原四行政區內經濟活動與地理環
原瑞芳區、原平溪
東北角
14

境性質相近，考量產業發展與生態環境維
63,295

區、原雙溪區、原

區

護，故為合併之行政區劃調整。
貢寮區合併。
3. 以新北市策略區劃分，東北角區定位為碧海
山城生態旅遊城與山城觀光帶，合併後有利
產業發展。
直轄市都會區之人口規模可調整至 20 萬至 30
萬人，未來預計有萬大中和線、捷運板南線土

15

土城區

238,247

維持現狀。

城延伸頂埔段通車，擴大土城都市計畫(土城彈
藥庫附近地區)土地開發，考量提供區內人口成
長空間，故維持既有行政區劃不調整。
直轄市都會區之人口規模可調整至 20 萬至 30
萬人，未來預計有環狀線環南段通車，考量提

16

新店區

302,753

維持現狀
供區內人口成長空間，故維持既有行政區劃不
調整。
直轄市都會區之人口規模可調整至 20 萬至 30
萬人，未來預計有捷運汐止民生線通車，考量

17

汐止區

205,883

維持現狀
提供區內人口成長空間，故維持既有行政區劃
不調整。
雖林口區人口規模未達 20 萬至 30 萬人，但考

18

林口區

122,561

維持現狀。
量近年人口增長數最高區為該區，且與相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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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區、泰山區及八里區無明顯生活圈連結方
式，故維持既有行政區劃不調整。
19

烏來區

維持現狀。

原住民族自治區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編製。

(二)運作模式之設計
惟筆者認為，上述理想之行政區劃，係屬長期之規劃，在實務運作上，
尚需考量該設計是否可行，即是否可供區劃調整之主管機關參考之可行，例
如：板橋區從過去板橋市時代，即自成一個行政區域多年，依照上述模式搭
配學術見解直接以立委選區一分為二，兩邊區民之接受度如何，亦或是與現
行市議員選區有嚴重衝突，有生政治反彈之可能。再者，就其他就立委選區
為劃分合併者，諸如：新莊區劃分里予樹林區、中和區劃分里予永和區、三
重區劃分予蘆洲區等，同樣有衍生上述問題之情形。
綜上所述，行政區劃之調整，除須考量結合國土計畫、捷運路線、選舉
區劃分外，兼顧理想性的同時，尚需考量公務實務上運作，比方說現有行政
區公所治理職能，是否因行政區劃調整後無法承載等問題，故筆者就上揭表
4-1 為修正，優先以人口數較小之行政區為調整，漸進式調整行政區劃，達
到成功區分新北市境內都會與鄉村區劃之目的，詳如下表 4-2。

表 4- 2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運作設計表
序 調整後 人口數
號 行政區 (2021/4)

區劃調整方式

1

板橋區

556,475

維持現狀

2

樹林區

182,977

維持現狀

區劃調整考量因素
1. 單一生活圈及維持現有區公所治理職能的考量
維持現有 1 區。
2. 板橋區、樹林區，除可以維持現狀不予變動外；
亦得基於鄰近生活圈及地理因素，進行區界調
整，建議適度以板橋浮洲地區為行政區劃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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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莊區

423,081

口規模的合理調整。
3. 新莊區、樹林區，除可以維持現狀不予變動外；
亦得基於鄰近生活圈及立委選區劃分因素，進
行區界調整，建議適度以新莊西盛地區為行政
區劃及人口規模的合理調整。

維持現狀

4

中和區

410,032

維持現狀

5

永和區

218,836

維持現狀

1. 單一生活圈及維持現有區公所治理職能的考量
維持現有 1 區。
2. 中和區、永和區，除可以維持現狀不予變動外；
亦得基於鄰近生活圈及立委選區劃分因素，進
行區界調整，建議適度以中和秀安地區為行政
區劃及人口規模的合理調整。
1. 單一生活圈及維持現有區公所治理職能的考量
維持現有 1 區。
2. 三重區、蘆洲區，除可以維持現狀不予變動外；
亦得基於鄰近生活圈及立委選區劃分因素，進
行區界調整，建議適度以原三重東區地區為行
政區劃及人口規模的合理調整。

6

三重區

384,124

維持現狀

7

蘆洲區

202,507

維持現狀

8

新店區

302,753

維持現狀

單一生活圈及維持現有區公所治理職能的考量維
持現有 1 區。

9

土城區

238,247

維持現狀

單一生活圈及維持現有區公所治理職能的考量維
持現有 1 區。

10 汐止區

205,883

維持現狀

單一生活圈及維持現有區公所治理職能的考量維
持現有 1 區。

維持現狀

林口區人口規模未達 20 萬至 30 萬人，但考量近年
人口增長數最高區為該區，且與相鄰的五股區、泰
山區及八里區無明顯生活圈連結方式，單一生活圈
及維持現有區公所治理職能的考量維持現有 1 區。

11 林口區

423,081

1. 原五股區及原泰山區人口數分別為 8 萬 9,812
人及 7 萬 8,100 人，為打造新北市都會區及鄉

12 五泰區

167,912

13 三鶯區

204,494

村區之兩種治理模式的區隔，故選擇兩區合併。
原 泰 山 區 與 五 股 2. 泰山楓江及新北產業園區非都市計畫土地開發
區合併。
案，位處泰山區及五股區之交界帶，預計人口
將有一定程度的成長。
3. 配合刻正規畫中的五股泰山輕軌，打造共同生
活圈。
原 三 峽 區 與 鶯 歌 1. 原三峽區及原鶯歌區人口數分別為 11 萬 6,755
區合併。
人及 8 萬 7,739 人，為打造新北市都會區及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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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區之兩種治理模式的區隔，故選擇兩區合併。
2. 考量新訂三峽麥仔園都市計畫及大柑園地區非
都市土地開發計畫，未來人口預期規模將提
高，配合刻正興建中的捷運三鶯線，打造共同
生活圈。
3. 以新北市策略區劃分，三鶯雙城定位為低碳水
岸文化雙城，並搭配新北市政府現正推動的三
鶯文創整合計畫，結合共同生活圈，打造三鶯
文化特區。
1. 原淡水區人口數為 18 萬 2,507 人，考量直轄市

14 淡里區

223,837

都會區之人口規模可調整至 20 萬至 30 萬人，
原淡水區與八里
故有調整空間。
區合併。
2. 配合刻正規畫中的八里輕軌連通至淡水，打造
共同生活圈。
3. 結合臺北港特定區計畫。

15

大翡翠
區

16 北觀區

37,950

76,435

1. 打造新北市鄉村區之治理模式，集中區公所財
源，強化區在地方的治理能力。
2. 大翡翠區內原三行政區內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
原深坑區、原石碇
性質相近，考量產業發展與生態環境維護，故
區及原坪林區合
為合併之行政區劃調整。
併。
3. 以新北市策略區劃分，大翡翠區定位為水岸、
山系樂活城市與山城生活帶，並搭配沿線有國
道三號及五號為連結，有利打造共同生活圈。
1. 打造新北市鄉村區之治理模式，集中區公所財
源，強化區在地方的治理能力。
原三芝區、原石門 2. 北觀區內原四行政區內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性
區、原金山區及原
質相近，考量產業發展與生態環境維護，故為
萬里區合併。
合併之行政區劃調整。
3. 以新北市策略區劃分，北觀區定位為國際海灣
複合城市，合併後有利產業發展。

17

東北角
區

63,295

1. 打造新北市鄉村區之治理模式，集中區公所財
源，強化區在地方的治理能力。
原瑞芳區、原平溪 2. 東北角區原四行政區內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性
區、原雙溪區、原
質相近，考量產業發展與生態環境維護，故為
貢寮區合併。
合併之行政區劃調整。
3. 以新北市策略區劃分，東北角區定位為碧海山
城生態旅遊城與山城觀光帶，合併後有利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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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19 烏來區

維持現狀。

原住民族自治區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編製。

第三節 訪談對象的限制與選擇
為求對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方向有明確認識，以確定新北市方法之方向，
筆者採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法進行，以筆者服務之新北市為研究對象。藉上
述行政區劃調整之參考及運作方向導出訪談對象之選擇，並進一步延伸至訪
談大綱的擬訂。

一、訪談對象的限制
筆者於第一張第三節即表述，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進行深度訪談，以研究者自創的訪談大綱為工具，訪談內容以當事
人對新北市行政區劃之想法與建議，視受訪者回答內容，調整訪談內容模式，
獲得更完整的研究資料。
基於行政區劃之調整，應基於綜合設計理論，綜合各項理論基礎，如政
治設計理論，並結合實務考量，行政區劃的調整，在考量政策執行者意見的
同時，地方民意代表的意見亦非常重要，筆者以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民
政局及新北市區公所為政策執行者意見，並以新北市議會為代表民意所向，
故以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新北市議會及新北市區公所作為研究之訪談對象。
惟筆者因研究時間有限，無法對全新北市政府內部政策執行人員、新北
市議會所屬全部議員、新北市所轄 29 區區公所全部進行全面性之訪談及調查，
故以本章第二節之表 4-2 的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運作設計表，就設計為調整
合併的行政區為範圍，加以區別。
綜觀表 4-2 可知，涉及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者分別為五泰區(五股區及泰
山區)、三鶯區(三峽區及鶯歌區)、淡里區(淡水區及八里區)、大翡翠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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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區、石碇區、坪林區)、北觀區(三芝區、石門區、金山區及萬里區)、東北
角區(瑞芳區、平溪區、雙溪區及貢寮區)，筆者預計從設計調整之行政區內，
選擇訪談對象之新北市議會議員及區公所成員。

二、訪談對象的選擇
為使蒐集的訪談資料符合筆者之研究目的，並以該研究資料之分析結果
解決研究問題，研究受訪者的樣本需具有代表性，希望透過新北市行政區劃
之政策執行者及地方民意代表等，就筆者研究課題從不同受訪者本身係落關
係及各自關切的問題，表達對於新北市行政區劃的看法，並就其不同的文化、
歷史與社會等因素，從被研究的立場與觀點出發角度，發現及瞭解各界觀點，
藉以建構新北市未來進行行政區劃重整的參考藍圖。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作為行政區劃調整之主管機關，自當作為新北市政府
之訪談代表，筆者將以市府及民政局主管為訪談對象；另外，新北市議會則
當然以新北市議員為訪談對象。
區公所部分，為瞭解新北市特定區域在地方上之表現、運作及現況與所
面臨困境，其訪談對象之代表性應以綜合區政業務之區長為訪談對象，故不
以區公所各課室主管及承辦受訪，共計訪談 5 位區長，提供更多研究的資料
與想法。關於訪談對象的介紹，整理如表 4-3：
表 4- 3
訪談代表

受訪對象一覽表

受訪者

訪談對象選擇之原因

新北市政府
民政局

楊志宏參事

曾任金山區、三峽區、土城區區長及民政局副局
長，能從宏觀角度出發，就新北市行政區劃之演
進、運作及現況與所面臨困境，提供更多元的研
究資料。

新北市議會

陳偉杰議員

現任新北市第 1 選區(淡水區、三芝區、石門區、
八里區)議員，熟知地方公共事務，可從地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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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機關及民意代表之角度出發，就新北市行政區
劃之需求、運作及現況與所面臨困境，提供更多
元的研究資料。

新北市議會

中和區公所

廖宜琨議員

賴俊達區長

現任新北市第 7 選區議員(樹林區、鶯歌區、三
峽區、土城區)，熟知地方公共事務，可從地方
立法機關及民意代表之角度出發，就新北市行政
區劃之需求、運作及現況與所面臨困境，提供更
多元的研究資料。
曾任萬里區、蘆洲區區長，現任職於新北市中和
區公所，由區公所位於地方角度觀察，新北市行
政區劃之需求、運作及現況與所面臨困境，提供
更多元的研究資料。
曾任雙溪區、瑞芳區及樹林區區長，現任職於新

三重區公所

三峽區公所

陳奇正區長

周晉平區長

北市三重區公所，由區公所位於地方角度觀察，
新北市行政區劃之需求、運作及現況與所面臨困
境，提供更多元的研究資料。
曾任深坑區及鶯歌區區長，現任職於新北市三峽
區公所，由區公所位於地方角度觀察，新北市行
政區劃之需求、運作及現況與所面臨困境，提供
更多元的研究資料。

五股區公所

八里區公所

洪崇璉區長

陳炳仲區長

曾任深坑區及樹林區主任秘書、石碇區區長，現
任職於五股區公所，由區公所位於地方角度觀
察，新北市行政區劃之需求、運作及現況與所面
臨困境，提供更多元的研究資料。
曾任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地方行政科科長，現任職
於八里區公所，熟稔相關法制，可同時從由市府
端與區公所端角度觀察，新北市行政區劃之需
求、運作及現況與所面臨困境，提供更多元的研
究資料。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第四節 訪談大綱
筆者在訪談大綱的設計上，為構築新北市未來進行行政區劃調整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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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方式及可能面臨之問題，依照研究的動機、目的與問題，針對訪談對象
設計及循序安排問題，以確定訪談結果盡可能符合研究需求。訪談題綱設計
如下：
一、您認為新北市行政區劃之調整模式，在政治決定與專業決定間，應如何
在兩者間取得平衡以達到綜合設計之發展與成效?
二、從新北市國土計畫就人口發展與空間發展觀察，如何影響行政區劃之調
整?
三、現行新北市內之選舉區劃劃定，是否可作為行政區劃之調整因素?
四、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對轄區區公所治理能力的影響為何?
五、您認為應如何調整新北市行政區劃?在短、中、長期等面向上應如何實踐?

表 4- 4 訪談大綱一覽表
研究問題

問題目的

新北市行政區劃
瞭解新北市行政區劃調
調整應採行的模
整方法所應著重之方向
式為何?

訪談大綱
一、您認為新北市行政區劃之調整模
式，在政治決定與專業決定間，應
如何在兩者間取得平衡以達到綜
合設計之發展與成效?
二、從新北市國土計畫就人口發展與
空間發展觀察，如何影響行政區劃
之調整?

影響新北市行政
區劃調整的因素
中，哪些應納入
考量?

取得訪談對象對於新北
市行政區劃調整應考量
條件之看法

三、現行新北市內之選舉區劃劃定，是
否可作為行政區劃之調整因素?
四、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對轄區區
公所治理能力的影響為何?

未來該如何調整
確定新北市行政區劃調
新北市的行政區
整之建議方向
劃?

五、您認為應如何調整新北市行政區
劃?在短、中、長期等面向上應如
何實踐?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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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分析
本章就第四章之研究設計與實施，藉由分析受訪者之訪談內容，蒐集他
們對於新北市行政調整之方向、運作方式及可能面臨之問題，進行編整與分
析。至於全部的訪談逐字稿，另附於附錄 2。
為方便研究成果之呈現，筆者將採編碼方式進行資料分析，在編碼上，
以訪談對象區分為三類，新北市政府為 A，新北市議會為 B，新北市區公所為
C，並依照場次與訪談大綱順序，各場次與訪談大綱題號以數字呈現，以第 2
場次中新北市議會的第 1 個問題為例，即以 B1-1 呈現，第 4 場次中新北市區
公所的第 1 個問題即為 C1-1 呈現，其他以此類推。

表 5- 1 深度訪談概要表
場次

時間

類別

地點

對象

代碼

新北市政府參事

A1

1

2021.11.19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民政局

2

2021.11.22 新北市議會

議員服務處 廖宜琨議員

B1

3

2021.11.22 新北市議會

新北市議會 陳偉杰議員

B2

4

2021.11.25 新北市區公所

區長辦公室 八里區區長

C1

5

2021.11.26 新北市區公所

區長辦公室 五股區區長

C2

6

2021.11.30 新北市區公所

區長辦公室 三重區區長

C3

7

2021.12.6

新北市區公所

區長辦公室 三峽區區長

C4

8

2021.12.9

新北市區公所

區長辦公室 中和區區長

C5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有關本章之分析架構，將從筆者研究之訪談大綱出發，劃分為「新北市
行政區劃調整之模式選擇」
、
「行政區劃調整因素-新北市國土計畫」
、
「行政區
劃調整因素-選舉區劃」、「行政區劃調整因素-區公所治理」、「新北市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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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調整之建議方向」等五大方向研析，並於各小節中，分別從新北市政府民
政局、新北市議會、新北市區公所三方意見分析比較，藉此引導出研究發現
與建議。

第一節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模式選擇
一、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之角度
(一)政治決定之基礎應為專業決定
「在政治決定與專業決定上，即使最終要以政治決定行政區劃，但前
提也是要站在專業的角度為基礎做決定。」(A1-1)
(二)專業決定的內容應考慮民眾實際需求
「過去的行政區劃比較著重在一些天然地形，比方說山川、河流作為
行政區劃的基準；如今在都會區日益擴張的情況下，民生生活圈與經
濟圈才是行政區劃的重點，未來在專業決定上，生活機能絕對是行政
區劃的重點考量。」(A1-1)

二、新北市議會之角度
(一)政治決定之基礎應為專業決定
「例如以地價稅的區分等經濟專業為基礎分析，確認該地區的整體房
價，不因為行政區劃的存在或調整而有所影響，也就是從專業決定說
服政治決定，促成民眾觀念上的改變，讓足夠的專業支撐政治決定。」
(B1-1)
(二)專業決定的內容應考慮民眾實際需求
「民意的部分，最直接要考量的是民眾的共同生活圈，民眾同不同意
調整現有的行政區劃，即要考量其生活上的便利性，尊重現有共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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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圈。」(B1-1)
「那行政區劃在考量專業決定的同時，專業劃分到底有沒有貼近民眾
的實際需求，我認為現行都市發展都應以便利性為主，就是民眾的食
衣住行。」(B2-1)
(三)都會區與鄉村區的區劃模式導向不同
「鄉村區的部分更應考量民眾的當地民情及在地情感；都會區則可在
生活圈的基礎上，以專業層面考量行政區劃的調整，例如：人口、土
地面積等等。」(B2-1)

三、新北市區公所之角度
(一)政治決定之基礎應為專業決定
「那行政機關在推動行政區劃調整方案的時候，理應從專業出發，以
專業為基礎，再補上民意的意見，換句話說，一定要取得政策上的專
業背書，藉由公聽會等行政手段取得民意，再就合理的民意建議進行
討論與反饋，達到行政區劃調整之妥善方案。」(C1-1)
「如今新北市改制為直轄市後，相較於過去鄉鎮市時代民選首長須面
對選舉壓力，區公所轉型為派出機關後，可以直接執行市府政策，在
秉持專業執行政策的同時當然要考量民意需求及反彈。」(C2-1)
「首先要從專業出發，由專業分析為基礎，確定行政區劃調整的方向。」
(C4-1)
「推動行政區劃的同時，就要在政治決定上，探求實際民意需求，即
生活圈的形成；另外結合專業決定一個城市應有的發展方向，即生活
圈的規劃。」(C5-1)
(二)專業決定的內容應考慮民眾實際需求
「行政區劃先從政治上的角度觀察，群眾對於行政區劃的要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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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謂行政區劃對於民眾而言會產生甚麼優點或是缺點。舉例來講，
民眾在行政區劃調整後，門牌調整導致房價有生影響，調漲可能民眾
就支持，亦可能調降則反對；再者，房價如果沒受影響就要考量其他
因素，比方說學區問題或是辦理行政業務的方便性，行政區劃的調整
是否會影響民眾生活圈上的便利性，也是民眾是否支持行政區劃的指
標。」(C1-1)
「假如市府要將人口從都心區域吸引至外圍，外圍地區的基礎建設及
配套都要逐一到位。就醫條件也是吸引人口的條件之一，以瑞芳區為
例，瑞芳地區老年人口比例眾多，單靠瑞芳礦工醫院已不敷使用，所
以市府也有積極研議提升瑞芳地區的醫療量能，提供周邊瑞平雙貢四
區的醫療資源，即所謂行政區劃的調整是要考量地方的基本需求。」
(C3-1)
「行政區劃當然要隨著人口、產業、地理環境及交通發展而調整，但
往往要考慮民眾的想法與生活習慣，所以行政區劃的最終方案不一定
是最好的方案，是折衷協調的方案，尤其是以生活圈的歸屬來劃分行
政區，符合人民需求才是有意義的行政區劃。」(C4-1)
「如何取得確切的民意基礎，從專業出發，自然是以專業民意調查為
基礎，再藉由辦理說明會，進行理性溝通，行政機關推動政策，政治
與專業之間，目標是對話，而非對決。」(C5-1)
(三)專業決定的行政區劃內容應導入品牌價值的概念
「打造各區的品牌價值，打破民眾對於都會區的迷思，首先要做到的
是區域平衡，目標當然是到達相對接近的程度，不要讓城鄉區一旦比
較後的落差極大，打造各區域自身的都心或副都心。」(C4-1)

107

第二節 行政區劃調整因素-新北市國土計畫
一、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之角度
(一)交通建設有利於塑造行政區間的民眾新生活圈
「市府興建市內交通建設，當然是針對民眾的需求，人口是配合交通
建設進行區域間的移動，生活便利性絕對是影響民眾住所選擇的重點
考量。」(A1-2)
(二)新北市國土計畫作為行政區劃參考的侷限性
「市府城鄉發展局制定國土計畫，其理想性很高，那你看新店-烏來
溫泉養生帶為例，連接到福山，不能看烏來旁邊就是福山，福山是要
從宜蘭開車才能抵達，其實中間隔了山脈；然後深坑-石碇-坪林塑造
低碳生態帶，當地民眾一定覺得，低碳模式民眾是要怎麼生活，因為
偏鄉地區的基礎經濟還沒有達到相應的標準，雖然區域範圍內的自然
環境符合低碳生活，但不見得民眾願意配合，這就是理想跟現實的落
差。」(A1-2)
「假如今天確定有捷運路線拉向泰山跟五股區，把板橋區的人口吸納
過去，那兩區人口都已成長，還特別將行政區合併，塑造更多人口的
行政區，在結果看來是沒有意義的，甚至會衍生新的問題。」(A1-2)

二、新北市議會之角度
(一)交通建設有利於塑造行政區間的民眾新生活圈
「實際人口會不會進駐這些外圍副都心，重點在於交通系統，以淡海
新市鎮為例，發展至今為何人口成長不如預期，就因為聯外道路就只
有一條，只要有一個事故整條道路就無法通行，嚴重影響對外交通。」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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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在八里淡水輕軌一路延伸至三芝區後，會進一步強化新北市議員
第 1 選舉區間行政區連結的完整性，且搭配新北市國土計畫所規劃的環
城六珠鍊，我的觀察是淡海與士林北投未來可做為產業跟生活圈上的連
結，若要完成兩大城區的聯結，必須優先完善現有的交通建設。」(B2-2)
(二)新北市國土計畫作為行政區劃參考的侷限性
「國土計畫具有很高的理想性與遠見性，但在都心區與副都心區之間
的發展，要如何吸引人口遷移，牽涉交通問題、公共設施問題、產業
發展問題，應該是要全方面的配套與交代，這些執行細節跟配套才是
民眾真正在意的事情。」(B1-2)
(三)工作機會多寡決定人口在行政區間的移動
「新北市近年來人口成長率遠不如鄰近的桃園市，因為新北市境內的
產業、工業用地不足，造成境內產業外移嚴重，工作機會的吸引力遠
不如桃園。」(B1-2)

三、新北市區公所之角度
(一)交通建設有利於塑造行政區間的民眾新生活圈
「要達到人口的疏散及吸納，前提是要有完善的交通建設，計畫內所
提到的區域劃分及設定，是否有考量交通建設的速度。」(C1-2)
「人口幾乎都集中在臺北、溪北及溪南都心，不外乎兩個原因，工作
機會與交通運輸，以我現任職的五股區為例，五股區有國道 1 號、臺
64、65 線，但為何前幾年人口沒有顯著的提升，因為大眾運輸系統
仍未健全，過去 20 年前的林口也有類似的情況，所以勢必需要捷運
串聯五股區與都心區，這也是市政府目前將資源全面集中在三環六線
的原因，就是為了達到均衡區域發展與區域人口分配，只要基礎建設
完備、工作機會充足，自然人口就會往那邊移動。」(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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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六線的軌道建設，對於城市建設及人口疏散是必要的，以日本
東京跟大阪的城市發展觀察，這兩個城市發展都是藉由軌道運輸系統
完成。」(C3-2)
「另一個重點是交通運輸，北大如今除了有國道三號外，捷運也預計
通車，便捷的交通網絡勢必有利於形塑三峽北大地區的區域品牌，因
為方便的交通可以引導民眾移居至相較弱勢的區域。」(C4-2)
(二)新北市國土計畫作為行政區劃參考的侷限性
「現行上位的國土計畫很難作為支撐行政區劃調整的基礎，國土計畫
的設計上過於理想性，很難完全就計畫內對於人口疏導及區域藍圖為
規劃依據。」(C1-2)
「」(C3-2)
「」(C1-1)
(三)工作機會多寡決定人口在行政區間的移動
「人口幾乎都集中在臺北、溪北及溪南都心，不外乎兩個原因，工作
機會與交通運輸……為了達到均衡區域發展與區域人口分配，只要基
礎建設完備、工作機會充足，自然人口就會往那邊移動。」(C2-2)
(四)行政區劃應考量區域的未來展望
「參考都市計畫上很重要的指標，也就是未來的展望，從未來展望出
發，重新建構行政區劃，而當前都市計畫在新北市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就是三峽北大特區，過去一開始三峽北大地區沒有人願意移居，隨著
特區開發逐步跟上都心區，甚至在都市設計上，比如道路、綠美化等
等面向上已經超越都心區，民眾開始遷移並以住在北大特區為榮。」
(C1-1)
(五)行政區間各自定位應明確
「行政區劃不僅要思考一區應有的人口數，同時要思考一區應有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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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還有一區應有的區域定位，比方觀光、農業、漁業及都會區等等。」
(C5-2)

第三節 行政區劃調整因素-選舉區劃
一、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之角度
(一)選舉區劃可作為行政區劃的調整參考
「行政區劃的調整是可以參考選舉區劃分，以新莊區為例，在立委選
舉中，新莊區有 9 個里因為選區劃分而分至樹林區跟鶯歌區……當初
選舉區劃分時，多少是有考量到生活圈的層面。」(A1-3)

二、新北市議會之角度
(一)選舉區劃可作為行政區劃的調整參考
「選舉區與行政區之間是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B3-3)
(二)選舉區劃作為行政區劃調整因素的合理性
「實際上要將議員選區一一獨立侷限在單一行政區是否可行，就應考
量單一行政區是否可選出足夠的民意代表……樹三鶯地區都有一定
程度的連動，無論是人文、交通或是地理環境，自有成為一獨立選舉
區的可能。行政區劃倘要參考選舉區劃調整的話，勢必須先考量原選
舉區劃的實際面因素。」(B2-3)
(三)行政區劃相較選舉區劃較著重於專業決定
「行政區劃的劃分，依然要回歸人口及地理因素為主，人口部分，由
於區內人口會逐步成長，會影響到選舉區劃地劃定，以立委選區為例，
石門、三芝、淡水、八里、林口及泰山區共選出一名立法委員，但實
際上這一大選區中，6 區之間的交通上是極不便利，況且，這幾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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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數多達四十幾萬人，未來假若林口區及淡水區人口繼續成長，那很
有可能石門、三芝、淡水區及八里、林口及泰山區分別劃作兩個立委
選舉區，同時這個選舉區也沒有考量到地理環境及其他相關問題，因
為選舉區劃僅著重於人口分配。」(B3-3)

三、新北市區公所之角度
(一)選舉區劃可作為行政區劃的調整參考
「過往很多專家學者就行政區劃的報告都有提到參考選舉區劃進行
調整，這當然是可以參考，畢竟行政區劃調整的成敗，必須考量政治
因素的影響，所以專家學者才主張，將有可能變成阻力的政治因素納
入，變成內部推動的力量。」(C1-3)
「當然這是可以討論並納入考量的，但有時候立委選區僅單純以人口
數為考量，比方說現有行政區劃就是新莊區，基本上不可能將新莊區
內緊鄰樹林區的 9 里直接劃入樹林區。」(C3-3)
(二)選舉區劃作為行政區劃調整因素的合理性
「納入選舉區劃後的行政區劃，是否符合民眾現實所需?或許先參照
選舉區劃為行政區劃的調整，在結合專業及實務上的考量再為調整，
兩者間相輔相成形塑新的行政區劃調整方案，目前檯面上看到可以參
照上述方案調整的行政區，最標準就是瑞平雙貢，該四區共同選出 1
名議員代表該選區，且 4 區設定上區域性質相近，另外無都會區磁吸
效應的問題，推動該方案的阻力自然最小。」(C1-3)
「無論是行政區劃或選舉區劃，都應儘量符合現況……對於民眾而言，
如果選舉區劃符合實際的行政區劃運作，而實際的行政區劃則須符合
民眾實際的生活圈運作。」(C4-3)
「現行選舉區的劃分，完全是以人口為基準，行政區劃的調整，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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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考量選舉區的劃分，亦要考量諸多其他因素(如地理形勢、人文發
展、歷史傳統及生活習性等)，也就是說，行政區劃應優先於選舉區
劃，優先確定行政區劃的實際需求面積與範圍後，再調整選舉區劃。」
(C5-3)
(三)行政區劃以新北市議員選舉區劃為參考
「至於議員選區的部分就可以作為參考，五股-泰山-林口-新莊以前為
一個議員選舉區，那今年因為新莊的都市發展規模快速，所以獨立為
一個選舉區，這就反映了新北市議員選舉區是有參考地方與區域發
展。」(C2-3)
「那假如選出來的議員都能直接針對行政區內部的諸多議題為監督，
這對於行政機關的治理效能上是有很大的提升。」(C5-3)

第四節 行政區劃調整因素-區公所治理
一、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之角度
(一)行政區劃調整後區公所治理能力不受影響
「區公所在升格為直轄市後，從公法人轉變為派出機關，失去自有財
源後，對地方自主建設的能力大幅降低，基本上建設或施政主導權都
在市政府，那調整行政區劃後，區公所依然是派出機關，區公所的人
力及財力，在總員額及總預算不變的前提下進行重分配，區公所能做
到的市政業務比重依然一樣，並不會有所減少。」(A1-4)

二、新北市議會之角度
(一)行政區劃調整後區公所治理能力不受影響
「假設以樹三鶯為一個行政區，那勢必要選定一個區域作為新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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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那在運作上，一定是要有一個區長搭配兩個副區長，因為兩個
副區長要協助管理三峽跟鶯歌，就只是行政組織再造與行政架構的調
整，整體上是可以達到強化決策能力與行政效率，無須再花時間進行
跨區及跨機關間的溝通。」(B2-4)
(二)行政區劃調整後行政資源分配不均
「偏鄉失去了既有的區公所後是否會更不被重視，甚至產生新的磁吸
效應，人口進一步的外移，這也是在行政區劃調整上所會遇到的瓶頸，
如何讓原有偏鄉區的發展不會因為行政區劃合併後有受嚴重剝奪，也
是合併後的行政機關所要考量的議題。」(B3-4)

三、新北市區公所之角度
(一)行政區劃調整後區公所治理能力不受影響
「我個人認為，區公所作為派出機關，執行市政府交辦的任務，在適
宜的人力及預算資源下(例如辦事處之類的行政組織編制)，治理能力
並不會因為幅員遼闊或是人口多寡而有所改變。」(C2-4)
(二)行政區劃調整後行政資源分配不均
「行政區劃合併後幅員增加，勢必對區公所的負擔會造成影響，以瑞
平雙貢四區為例，光是要辦理會勘，就必須橫跨多個區域，區公所的
服務效能勢必會因為人口數或是轄區大小而有所影響。」(C3-4)
「以土樹三鶯四區為例，四區均有各自性質上的獨立性及區域的特色，
將四區合併後，將以哪個區為主體發展，這在一開始執行上就會有困
難，由鶯歌區公所管理鶯歌區的治理效能絕對比土城區公所下轄的鶯
歌事務所管理鶯歌區來得高，這樣的行政區劃合併後，衍伸出新的區
域不平衡發展的問題。」(C4-4)
(三)行政區劃調整應考量區公所之角色定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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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區公所的職能上是無法執行，光是從組織架構及員額編制就必
須全部重新規劃。要解決上述問題並達到區公所事務所化，新北市循
臺北市模式辦理，臺北市現行下轄的各二級機關受理多數市政業務，
區公所真正意義上達到事務所化之目的。」(C1-4)
(四)行政區劃應納入區公所的管轄能力為調整
「至於在鄉村區的行政區，因為人口較少，區域合併後的區公所表現
相較於都會區來講，並不會有嚴重的磁吸效應，但另外要探討的是，
偏鄉轄區幅員遼闊，區公所是否有足夠的能量去支持其治理能力……
一間區公所能有效治理多大的幅員，是在行政區劃調整時需一併納入
考量的。」(C4-4)
「現在新北市很多外圍偏鄉區，治理區域太大，人口數太少，對於一
區公所治理上觀察，人力資源應該為更有效的利用，所以在行政區劃
調整的同時，應當考量區內各種資源、產業、人口及面積，讓一個區
公所的職能(人力及財源)足以支稱行政區劃定，這部分在都會區也是
一樣的道理，有關區公所職能的部分，這也牽涉到區公所組織架構的
重新編制，是要有整體配套的因應作為。」(C5-4)

第五節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建議方向
一、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之角度
(一)短期方向為優先調整現行不合理的行政區劃
「短期上，不考慮外部壓力的話，從現有的地理環境考量及生活圈出
發，比方板橋區的溪崑地區劃分至樹林區；樹林區北大特區南園、柑
園劃分至三峽區；鶯歌區橫跨大漢溪並緊鄰三峽區部分，劃入三峽區，
鶯歌區內的原住民南靖部落就是坐落於此，每次颱風天疏散都要跨越
大漢溪去鶯歌撤離，明明旁邊就是三峽；五股區則因為二重疏洪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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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一部份在疏洪道北邊，那部分是不是可以分割給蘆洲。」(A1-5)
(二)中長期調整方向以新北市議員選舉區劃為參考
「長期上，要整併 29 個區，應該是從議員選區底下的架構去執行，
比方說，北海岸怎麼合併，是不是萬里跟金山合併，又議員選區有包
含汐止區，但汐止區作為都會區型態上不可能跟萬里金山合併。瑞坪
雙貢四區合併成一區可行嗎?議員都同一位，看似可行，那有關後續
行政配套，區長是否因為轄區面積廣大可以提升職等，或是增列副區
長的問題，都是在行政區劃調整後要面對的執行細節。」(A1-5)

二、新北市議會之角度
(一)短期方向為調整符合民眾生活圈的行政區劃
「短期上，由里鄰部分著手，基於共同生活圈的概念，由區與區之間
連接的里鄰為調整，在不影響 29 區的前提下為調整。」(B2-5)
「短期上，由里鄰部分著手，基於共同生活圈的概念，由區與區之間
連接的里鄰為調整，在不影響 29 區的前提下為調整。」(B3-5)
(二)中期方向可參考過去鄉鎮市法人時代的市民代表選區劃分
「中期上可以參考過去臺北縣時代的鄉鎮市民代表的選區為基礎，比
方說過去淡水是分為四區選代表的。」(B3-5)
(三)長期方向為調整區與區之間的行政區劃
「中長期的部分，當然是從某些大區域共同生活圈的直接調整，比方
說剛剛提到的樹三鶯地區的整併，讓這個區域可以統一由一個區公所
治理，為一個整齊劃一且有效率的治理系統，那當然涉及行政機關的
組織調整。」(B2-5)
「最後再針對區與區之間的合併為討論。」(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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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北市區公所之角度
(一)短期方向為調整符合民眾生活圈的行政區劃
「短期上，新北市應優先針對幾處相對不合理的行政區劃進行調
整……這些因為地理環境或位置所產生的民眾生活圈差異，在短期上
是可以列入優先解決的區劃問題。」(C1-5)
「首先應釐清行政區的邊界，是否有涉及橫跨生活圈或是有不合理劃
分的情形，優先跟民眾進行溝通協調，並取得經驗跟示範。」(C4-5)
(二)長期方向為調整區與區之間的行政區劃
「就針對人口較少的偏鄉行政區著手，採用漸進式的運作來調整行政
區劃，減少地方反彈的力道，同時也要考量民政局的行政能量是否足
以負荷大範圍的行政區調整時所需要進行的溝通與協調。」(C4-5)
(三)長期方向應就區公所的管轄能力為行政區劃調整
「中、長程上的行政區劃調整……就是一個區域治理效能該如何量化
的問題，一個區的面積應該要多大，區內的人口數多少才合理，或是
要搭配怎樣的區公所人員編制，雖然公共服務很難量化，但這都是長
期上要去研究之行政區劃調整後的配套措施，最起碼要取得基本的科
學量化數字，都會區人口多但面積較小，鄉村區人口少但面積較大，
從這模式觀察，就可以取得兩種不同的區劃模式。」(C1-5)
(四)行政區劃的調整經通盤檢討後應一次調整到位
「行政區劃調整在執行上本來就非常困難，阻力及壓力都非常大，倘
若真的要執行，就要一次執行到位，比方說，今天某個生活圈要納入
其他行政區，就必須一次區劃調整到位，不能由一小部分逐步調整。
在執行區劃上的專業討論的時候，召集專家學者，優先花長時間進行
溝通跟說明，廣納各方意見，先完成先期規畫，朝向多數人認同的新
北市發展方向調整。」(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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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依據筆者就研究架構所擬定的研究訪談大綱所取得之訪談資料顯示，關
於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議題，筆者經「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模式選擇」、
「行政區劃調整因素-新北市國土計畫」
、
「行政區劃調整因素-選舉區劃」
、
「行
政區劃調整因素-區公所治理」
、
「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建議方向」等五大面
向分析訪談結果，分析結果詳如下表 5-2。

表 5- 2 訪談結果分析一覽表
訪談問
類別

訪談個別分析

訪談綜合歸納

題面向
新 北 市 (一)政治決定之基礎應為專業決定
政 府 民 (二)專業決定的內容應考慮民眾實 (一) 民政局、議會、區公所
政局

新北市

際需求

共同觀點：政治決定之

(一)政治決定之基礎應為專業決定

基礎應為專業決定、專

(二)專業決定的內容應考慮民眾實

業決定的內容應考慮民

新北市
行政區

際需求

眾實際需求。

議會
劃調整

(三)都會區與鄉村區的區劃模式導 (二) 議會獨有觀點：都會區

之模式

向不同

選擇

與鄉村區的區劃模式導

(一)政治決定之基礎應為專業決定

向不同。

(二)專業決定的內容應考慮民眾實 (三) 區公所獨有觀點：專業
新北市
決定的行政區劃內容應

際需求
區公所
(三)專業決定的行政區劃內容應導

導入品牌價值的概念。

入品牌價值的概念
行 政 區 新 北 市 (一)交通建設有利於塑造行政區間 (一)民政局、議會、區公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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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調 整 政府民
因素-新 政局
北市國

的民眾新生活圈
(二)新北市國土計畫作為行政區劃
參考的侷限性

土計畫

(一)交通建設有利於塑造行政區間
的民眾新生活圈

同觀點：交通建設有利於
塑造行政區間的民眾新
生活圈、新北市國土計畫
作為行政區劃參考的侷
限性。

新 北 市 (二)新北市國土計畫作為行政區劃 (二)議會、區公所共同觀點：
議會

參考的侷限性
(三)工作機會多寡決定人口在行政

工作機會多寡決定人口
在行政區間的移動。
(四) 區公所獨有觀點：行政

區間的移動
(一)交通建設有利於塑造行政區間
的民眾新生活圈
(二)新北市國土計畫作為行政區劃

區劃應考量區域的未來
展望、行政區間各自定
位應明確。

參考的侷限性
新北市
(三)工作機會多寡決定人口在行政
區公所
區間的移動
(四)行政區劃應考量區域的未來展
望
(五)行政區間各自定位應明確
新北市

(一)民政局、議會、區公所共
(一)選舉區劃可作為行政區劃的調

政府民

同觀點：選舉區劃可作為
整參考

行政區
政局

行政區劃的調整參考。

劃調整
(一)選舉區劃可作為行政區劃的調 (二)議會、區公所共同觀點：
因素-選
新北市

選舉區劃作為行政區劃

整參考

舉區劃
議會

(二)選舉區劃作為行政區劃調整因

調整因素的合理性。
(三)議會獨有觀點：行政區劃

素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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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區劃相較選舉區劃較著重
於專業決定

相較選舉區劃較著重於
專業決定。

(一)選舉區劃可作為行政區劃的調 (四)區公所獨有觀點：行政區
劃以新北市議員選舉區

整參考
新 北 市 (二)選舉區劃作為行政區劃調整因
區公所

劃為參考。

素的合理性
(三)行政區劃以新北市議員選舉區
劃為參考

新北市
(一)行政區劃調整後區公所治理能
政府民
力不受影響

(一)民政局、議會、區公所共

政局
同觀點：行政區劃調整後
(一)行政區劃調整後區公所治理能
區公所治理能力不受影
新北市

力不受影響
響。

行 政 區 議會

(二)行政區劃調整後行政資源分配
(二)議會、區公所共同觀點：

劃調整

不均
行政區劃調整後行政資

因素-區

(一)行政區劃調整後區公所治理能
源分配不均。

公所治

力不受影響
(三)區公所獨有觀點：行政區

理

(二)行政區劃調整後行政資源分配
劃調整應考量區公所之
新北市

不均
角色定位調整、行政區劃

區公所

(三)行政區劃併同區公所之角色定
應納入區公所的管轄能
位調整
力為調整。
(四)行政區劃應納入區公所的管轄
能力為調整

新 北 市 新 北 市 (一) 短期方向為優先調整現行不 (一)議會、市府共同觀點：短
行 政 區 政府民

合理的行政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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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方向為調整符合民眾

劃 調 整 政局
之建議

(二) 中長期調整方向以新北市議
員選舉區劃為參考

方向

(一) 短期方向為調整符合民眾生
活圈的行政區劃

生活圈的行政區劃、長期
方向為調整區與區之間
的行政區劃。
(二)民政局獨有觀點：短期方

(二) 中期方向可參考過去鄉鎮市

向為優先調整現行不合

法人時代的市民代表選區劃

理的行政區劃、中長期調

分

整方向以新北市議員選

新北市
議會
(三) 長期方向為調整區與區之間
的行政區劃
(一) 短期方向為調整符合民眾生
活圈的行政區劃
(二) 長期方向為調整區與區之間
新北市
區公所

的行政區劃
(三) 長期方向應就區公所的管轄
能力為行政區劃調整
(四) 行政區劃的調整經通盤檢討
後應一次調整到位

舉區劃為參考
(三)議會獨有觀點：中期方向
可參考過去鄉鎮市法人
時代的市民代表選區劃
分。
(四)區公所獨有觀點：長期方
向應就區公所的管轄能
力為行政區劃調整、行政
區劃的調整經通盤檢討
後應一次調整到位。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第一，可以發現在眾多訪談對象的認知中，均認為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
整模式，在專業決定與政治決定之間，政治決定優先的前提是有充足的專業
基礎做為政策背書，且認同專業決定的內容應納入民眾的實際需求，例如：
民眾實際生活圈、民眾在地方的歷史情感因素、民眾房地財產權的權益等等。
第二，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因素有關國土計畫的重要性及可行性，訪談
者雖理解法制上國土計畫作為行政區劃法草案中的行政區劃法源依據，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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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到國土計畫作為行政區劃參考藍圖的侷限性，諸如民眾實際生活圈、民
眾在地方的歷史情感因素等因素並未納入國土計畫討論，均認同無論是行政
區劃的調整或是國土計畫的區域設定，核心在於交通建設的打造，重塑民眾
新生活圈；另外，除交通建設外，議會及區公所觀點均有提出工作機會的重
要性，工作機關多寡亦影響民眾生活圈形塑，決定在行政區區的人口移動；
最後，區公所部分則有訪談者單獨提出，行政區劃的調整應納入國土計畫或
都市計畫中有關區域未來展望的概念，以明確區域定位。
第三，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因素有關新北市立法委員及新北市議會議員
選舉區劃的參考性，訪談者均初步認同將選舉區劃納入行政區劃的調整，將
意見領袖的意見納入區劃考量中，惟均提及選舉區劃作為行政區劃調整之參
考，應考量選舉區劃的合理性，以民眾實際需求才是政治決定的最終依歸。
第四，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因素有關行政區劃調整後的區公所治理能力，
受訪者均認為，在配套完備的前提下，如區公所人力編制、預算、主管職等、
區公所控制幅度等等因素確定後，區公所治理能力將不受影響；另外，議會
及區公所觀點均有提出在完成行政區劃調整後，應注意行政資源在區域間的
重新分配問題；最後，區公所部分則有訪談者單獨提出，行政區劃能否調整
成功同樣也要就區公所在區域行政上的角色及任務導向觀察。
第五，就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方向之建議，就短期上，訪談者均認為應
就符合民眾生活圈為調整，優先調整民眾生活圈內的不合理的行政區劃，中、
長期部分，經整體評估及通盤檢討後為區與區之間的行政區劃調整，輔以新
北市議會議員選舉區劃為基礎；另外，在調整策略上，應採漸進式、檢討式
的方式進行政策推動，由里鄰的調整到區域間的調整，從示範區取得成果與
經驗後，逐步完成新北市的行政區劃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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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筆者從研究背景、研究文獻探討及次級資料分析可知，在臺北縣改制前
即屢有調整行政區劃之呼聲，如今改制為新北市已滿 10 年以上，應為未來檢
討新北市身為直轄市之應有的行政區劃，藉由瞭解行政區劃法制面、業務面、
治理面等面向建構筆者研究架構，並參照第五章深度訪談結果，為第六章之
結論，首先，針對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提出筆者研究之發現，再依據研究發
現提出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的政策建議，最後，對於筆者研究中不足之處提
出未來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模式應以專業決定為基礎，提供政治決
定足夠的政策決策方向
相較於臺北市於 1990 年代間完成直轄市行政區劃調整，並沿用至今，過
去臺北市尚能藉由專業決定主導行政區劃之運作模式，惟時至今日，新北市
所面對的現金民主化的政治與民意環境、氛圍，政策執行與推動所均可能遇
上各項阻力。
未來新北市在推動行政區劃調整的模式，無論過程，最終仍以政治決定
模式為政策輸出，惟政治決定優先的前提是有充足的專業基礎做為政策背書，
且專業決定的內容應納入民眾的實際需求，例如：民眾實際生活圈、民眾在
地方的歷史情感因素、民眾房地財產權的權益等等，完成符合多數民眾同意
的行政區劃。

二、為解決新北市國土計畫作為行政區劃調整參考之侷限性，新
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方向應將民眾實際需求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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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國土計畫作為法制上行政區劃調整上的依據，惟國土計畫不同於
行政區劃，國土計畫僅針對區域為土地開放及區域未來展望等為設計，並未
真正針對民眾實際需求為規劃，而行政區劃的劃設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自
應將民眾實際需求納入考量，打破僅參考國土計畫為藍圖之區劃侷限性，例
如民眾實際生活圈、民眾在地方的歷史情感因素等因素。

三、新北市議會議員選舉區劃作為行政區劃調整基礎的適當性
相較於新北市立法委員選舉區劃僅針對人口數平衡一席應選立法委員，
將一席立委之選舉人口控制在 20 至 30 萬人間，並逕將跨區的鄰里合併至一
區之立法委員選舉區劃中，新北市議會議員選舉區劃均依照行政區的完整性
為劃分，尚有考量地方與區域發展故較具合理性與參考性。
另外，新北市議會議員作為監督市政之民意代表，倘妥善調整行政區劃，
讓各議員均能針對適當行政區範圍內的諸多議題為監督，對於行政機關的治
理效能上是有很大的提升，惟新北市議會議員選舉區劃作為行政區劃調整之
參考，仍應考量選舉區劃的合理性及可行性，並以民眾實際需求為最終依據。

四、新北市區公所在市政府組織下的角色定位與新北市行政區劃
調整間相互影響
現行新北市區公所的組織架構、人力編制、預算、主管職等等均無法配
合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後之行政推動，要在完成行政區劃的同時，又不影響
區公所在區域治理能力的表現，不僅涉及區公所本身的組織規劃，同時市府
各局處的一、二級機關組織規劃亦須併同調整，討論業務之權責歸屬，收歸
現有區公所業務，朝向區公所事務所化的目標，市政府如何設定區公所作為
派出機關在地方區域上的角色與任務導向，將密切影響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
推動，以及未來在區域內的施政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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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承上一節筆者就研究訪談內容之發現，就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模式的運
作、行政區劃在納入專業的同時尚須考量民眾實際需求、行政區劃可納入新
北市議會議員選舉區劃討論調整方向、區公所在市政府組織下的角色定位與
行政區劃調整間相互影響等四項研究發現，法制上，行政區劃法草案仍未通
過，惟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之必要性仍在，故筆者以下就新北市行政區劃為
政策建議，在沒有辦理說明會或公聽會蒐集多方意見的前提下，無從得知新
北市行政區劃的確切方向，故筆者將不直接就新北市行政區劃理應如何整併、
分割而提出建議；另外，考量行政區劃並非僅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單一機關可
獨立完成，筆者之研究建議將涉及新北市政府其他一、二級機關之權管業務，
一同完成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政策，並提升新北市政府在新北市內之治理
職能。

一、短期性政策建議
(一)釐清新北市轄內現行不合理的行政區劃，確定是否符合民眾實際生活圈，
並優先辦理行政區劃調整
諸如眾多訪談者提及，諸如板橋區的溪崑地區與鄰近的樹林區、樹林區
北大特區南園、柑園里與鄰近的三峽區、鶯歌區南靖里與三峽區、五股區與
蘆洲區接穰二重疏洪道之土地等眾多新北市轄內因過去不合時宜的區劃方式，
所衍生的民眾生活不便利問題，在短期上應優先釐清不合理的行政區劃存在，
並確定民眾的實際生活區及活動範圍，優先辦理該些區域的行政區劃調整。
(二)以新北市內之城鄉差異確定都會與鄉村型區公所之人口、土地的控制幅
度，作為行政區劃調整的參考
新北市眾所周知城鄉差距極大，故可將新北市現有的 28 個行政轄區(不
包含烏來區)區分為都會區與鄉村區，釐清各區的品牌價值與未來展望後，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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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擬定相關計畫，著手確定都會區與鄉村區控制幅度-人口數多寡及土地面積
大小，作為未來執行行政區劃調整的參考。
(三)確定新北市區公所在市政府組織下的角色定位，以因應未來行政區劃調
整之後續配套
新北市政府對於轄下區公所的角色定位及任務，均會影響未來新北市推
動中、長期行政區劃調整政策的後續配套，諸如區公所的組織架構、人力編
制、預算、主管職等等，對於新北市政府各局處機關亦有影響，甚至將影響
行政區劃調整的成敗與否，正因為最終第一線面對行政區劃調整衝擊的行政
機關定是各區公所，是否循臺北市模式調整區公所的組織定位，或是在現有
新北市區公所任務導向架構下，提供區公所足夠的資源以因應行政區內日漸
增加的市政業務，無論選擇何者模式，均需充分配套以因應未來行政區劃調
整。

二、中、長期性政策建議
(一)參考新北市議會議員選舉區劃的架構下，著手市內鄉村區與區之間的合
併，達到區域間資源有效利用及區域有效發展
在完成前述短期性政策建議後，就中、長期政策建議部分，可參考新北
市議會議員選舉區劃的架構下，優先針對鄉村區為區與區之間的合併，例如:
瑞芳、平溪、雙溪、貢寮等四區合併，石碇、坪林等二區合併，或是金山、
萬里兩區及三芝、石門兩區分別合併等等，並應避免都會區與鄉村區的合併，
考量區域定位不同，勢必會造成區劃完成後行政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故僅
辦理鄉村區之間的區劃調整，以達到資源集中有效利用及區域有效發展的目
標。
(二)就都會區部分，定期通盤檢討新北市內部都會區區域間的人口數、人口
移動及人口增減原因，因應是否配合民眾實際需求調整行政區劃
隨著新北市內部重大交通建設於未來逐一完工，例如捷運三環六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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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工作機會配合產業園區設立而增加，人口數勢必會在市與市或區與區間
流動，於未來新北市內將產生民眾的新生活圈，為因應該情況，新北市政府
應就市內之交通、產業規劃等未來發展為通盤列管，以通盤檢討新北市內部
都會區區域間的人口數、人口移動及人口增減原因，妥善為城市治理與規劃，
以因應是否有新生活圈的誕生及新的行政區劃調整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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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行政區劃法草案(2021.4.16)

行政區劃法草案總說明
行政區劃係指行政區域之新設、廢止或調整，其劃定之目的在確認各地方政
府權力行使、責任歸屬、管轄居民及財政取得之範圍。目前臺灣行政區域計
有六直轄市、十六縣（市）、三百六十八鄉（鎮、市、區），行政區域間之規
模差距甚大，且直轄市無法擔任「領頭羊」角色帶動區域發展，對於周邊區
域之人口、資源、產業及建設具有強大磁吸效應，致使周邊區域產生留才不
易、財政狀況欠佳及整體施政效能無法有效提升等地方治理困境。依憲法第
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行政區劃事項，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
交由省縣執行之。鑑於以往臺灣地區之行政區劃未有法制規範，為建立公平
合理之行政區劃程序，以應未來推動行政區劃之迫切需求，爰擬具「行政區
劃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行政區劃之主管機關、定義、行政區劃原因及考量因素。（草案第二條
至第六條）
二、提出行政區劃之機關。（草案第七條）
三、提出行政區劃之機關於提出行政區劃前，應研擬行政區劃計畫草案，於
相關行政區域內公告，並辦理公民民意調查及公聽會；另於一定情形得免辦
理之。（草案第八條）
四、為落實地方自治精神，擴大地方民意參與決策，爰規定各級主管機關、
鄉（鎮、市）公所或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應參酌公民民意調查及公聽會
之意見，擬訂行政區劃計畫，並應徵詢地方政府及民意機關之意見，及規範
行政區劃計畫之內容。（草案第九條及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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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政區劃計畫審議及報核之程序。（草案第十一條）
六、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行政區劃計畫，應邀集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
及相關行政機關之代表，以合議制方式辦理。（草案第十二條）
七、行政區劃計畫經核定後，主管機關應發布行政區劃計畫，並公告其實施
日期。（草案第十三條）
八、行政區劃計畫發布後，各級主管機關應會同相關機關辦理有關業務及財
產之改隸，並規定移轉、交接事項及有關財產產權移轉歸屬之劃分原則。
（草
案第十四條）
九、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由相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
依行政區劃計畫，辦理豎立界標、測繪界線及計算面積等事項，報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草案第十五條）
十、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自治法規之處理原則。（草案第十六條）
十一、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機關（構）
、學校之預算執行及處理程序。
（草案第十七條）
十二、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行政區域之財政收支劃分調整日期、中央
法律與命令之適用、公務人員移撥等事項過渡期間之適用原則。（草案第十
八條）

行政區劃法草案
條文
第一條

說明

本法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零
本法制定之依據。

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

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明定行政區劃之主管機關。
（市）為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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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行政區劃及行政區域之定義；村
第三條

本法所稱行政區劃，指行政區域
（里）
、鄰之編組及調整事項，依地方制

之新設、廢止或調整。
度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由直轄市、縣
前項所稱行政區域，指省、直轄市、縣
（市）另定之，故未納入本法規範，併
（市）或鄉（鎮、市、區）。
予說明。
第四條

本法所稱行政區域之調整，指下

列情形：
一、劃分一行政區域為二以上之行政區
域。
二、合併二以上行政區域之一部或全部 明定行政區域調整之情形。
為一行政區域。
三、劃分一行政區域之一部併入另一行
政區域。
四、其他有關行政區域之調整。
第五條

行政區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 一、明定得辦理行政區劃之情形。另考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

量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

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應依地方制度法之

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雖涉

規定辦理外，得依本法規定辦理行政區

及行政區域之調整，為簡併其行政

劃：

程序，地方制度法已有規範，爰不

一、配合政府層級或組織變更。

適用本法；至於改制後如需辦理區

二、因行政管轄之需要。

之行政區劃，仍依本法規定。

三、配合國土發展。

二、辦理直轄市、縣（市）之行政區劃

四、因地理環境變遷。

時，如涉及鄉（鎮、市、區）之行

五、因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其他特

政區劃，原則先完成直轄市、縣（市）

殊情勢變更。

行政區劃之程序後，以行政區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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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政區域辦理其鄉（鎮、市、區）
之行政區劃。
三、行政區劃，對於社會與政治秩序影
響甚大，故除特定原因外，行政區
域以保持相當穩定性為宜。
行政區劃涉及國家整體資源之重新分
第六條

行政區劃應配合國土整體規
配，為使國土資源合理配置及有效利

劃，並考量下列因素：
用，並確保國土永續及區域均衡發展，
一、人口規模及成長趨勢。
除應配合國土整體規劃外，並考量行政
二、自然及人文資源之合理分配。
轄區人口規模及成長趨勢、自然及人文
三、山川、湖泊、海岸及海域之分布。
資源、地理分布及選舉區等影響地方治
四、選舉區之劃分。
理因素，審慎評估，爰明定行政區劃考
五、其他影響地方治理之事項。
量之因素。
第七條

行政區劃，由下列機關提出：

一、涉及省、直轄市或縣（市）之行政區
劃：由中央主管機關或相關直轄市、縣
明定行政區劃提出之機關；又依地方制
（市）主管機關提出。
度法第八十三條之二規定，直轄市山地
二、涉及鄉（鎮、市）之行政區劃：由縣
原住民區為地方自治團體，爰第三款但
主管機關或相關鄉（鎮、市）公所提出。
書規定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為得提出行
三、涉及直轄市或市之區之行政區劃：由
政區劃之權責機關。
直轄市或市主管機關提出。但直轄市山地
原住民區之行政區劃，由直轄市主管機關
或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提出。
第八條

各級主管機關、鄉（鎮、市）公 一、行政區劃應考量第六條規定之相關

所或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提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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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為整體規劃，爰第一項規定各

政區劃前，應研擬行政區劃計畫草案，

級主管機關等擬訂行政區劃計畫草

於相關行政區域內公告三十日，並辦理

案，針對相關行政區域內之公民，

公民民意調查及公聽會。

辦理民意調查及公聽會；另第二項

前項行政區劃計畫草案，應載明
第九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六款、第九款、
第十一款至第十三款規定之事項。

規定行政區劃計畫草案應載明之事
項。
二、因行政區域內原有行政區域界線不

有下列情形之一，須辦理直轄

整，或因配合都市計畫，包含其後

市、縣（市）或鄉（鎮、市、區）行政

續執行手段，例如區段徵收或市地

區域調整者，得免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公

重劃，須調整行政區域界線，或因

民民意調查及公聽會：

海埔新生地、河川新生地等人為或

一、行政區域界線不整，有礙行政管

自然因素，致行政區域土地面積有

理。

增加或減少之情形，為便於行政管

二、地籍、戶籍情形與行政區域界線
不符。

理之需要，須進行小規模行政區域
之調整者，第三項明定得免依第一

三、配合都市計畫或土地重劃，須調
整行政區域界線。

項 規 定 辦 理 公 民 民 意調 查 及 公 聽
會。

四 、 行 政區 域 內 土地面 積 增 加或 減
少，須調整行政區域界線。
第九條

各級主管機關、鄉（鎮、市）公 一、行政區劃應尊重民意，讓民眾充分

所或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擬訂行

陳述意見，爰第一項規定，各級主

政區劃計畫時，除有前條第三項之情形

管機關等除有第八條第三項之情形

外，應參酌前條第一項公民民意調查及

外，應參酌公民民意調查及公聽會

公聽會之意見。

之意見，擬訂行政區劃計畫，以落

前項行政區劃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實地方自治精神，擴大地方民意參

一、行政區劃目標。

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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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區劃範圍。

二、第二項規定行政區劃計畫應記載之

三、行政區劃原因。

內容。

四、行政區劃後之行政區域名稱。
五、行政區劃前後行政區域人口及面
積。
六、行政區劃前後利弊得失分析。
七、替代方案及其評估。
八、公民民意調查及公聽會之分析報
告。
九、標註行政區劃前後行政界線之行政
區域圖。
十、界線會勘情形。
十一、行政區劃後，相關機關（構）、
學校組織變更、業務調整、人員移
撥、財產移轉及自治法規處理之規
劃。
十二、行政區劃後，相關機關（構）、
學校預算編製及執行等事項之規
劃原則。
十三、其他有關行政區劃之事項。
第十條

涉及省、直轄市或縣（市）之行

一、以本法第七條規定，涉及各該行政

政區劃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者，

區域之行政區劃計畫，除直轄市或

應送相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徵

市之區之行政區劃由該直轄市或市

詢其意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主管機關提出並徵詢各該地方議會

關擬訂者，應經該直轄市、縣（市）議

之意見外，餘得由該行政區域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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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意，涉及其他直轄市、縣（市）行

或由其上級機關提出。爰第一項至

政區域之調整，並應送該直轄市、縣

第三項規範應踐行之程序如下：

（市）政府及其議會同意。

(一)行政區劃計畫由該行政區域

涉及鄉（鎮、市）之行政區劃計

之上級機關提出者，應先徵詢

畫，由縣主管機關擬訂者，應送相關鄉

相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鎮、市）公所徵詢其意見；由鄉（鎮、

關、鄉（鎮、市）或直轄市原

市）公所擬訂者，應經該鄉（鎮、市）

住民區公所之意見。

民代表會同意，涉及其他鄉（鎮、市）

(二)行政區劃計畫由該直轄市、縣

行政區域之調整，並應送該鄉（鎮、市）

（市）、鄉（鎮、市）或直轄

公所及其代表會同意。

市原住民區公所自行提出

涉及區之行政區劃計畫，應送該

者，則應經各該地方民意機關

直轄市或市議會徵詢其意見。但涉及直

或相關地方政府及其民意機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之行政區劃計畫，由

關同意。

直轄市主管機關擬訂者，應送該直轄市 二、第四項規定前三項受徵詢之直轄
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徵詢其意見；由直轄

市、縣（市）
、鄉（鎮、市）或直轄

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擬訂者，應經該直

市原住民區主管機關，應徵詢意見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同意，涉及

之對象及後續處理程序，俾供徵詢

其他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行政區域之

機關參考完整意見，使行政區劃計

調整，並應送該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

畫更為周妥。

所及其代表會同意。
受徵詢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應徵詢
該地方議會或代表會之意見，並連同該
地方議會或代表會之意見，併陳上級主
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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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行政區劃計畫，其審議及核定

機關如下：
一、涉及省、直轄市或縣（市）之行政 一、第一項明定行政區劃計畫審議及核
區劃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
過後，報行政院核定。

定之機關。
二、第二項明定核定之事項，應包括行

二、涉及鄉（鎮、市、區）之行政區劃

政區劃計畫之實施日期；復因現行

計畫：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地方公職人員及民意代表任期已一

關審議通過後，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致化，爰併規定行政區劃計畫實施

定。

日期，應配合相關地方公職人員任

前項核定，應包括實施日期；

期。

其日期應配合相關地方公職人員任期
屆滿之日。
一、考量行政區劃涉及各相關機關業
第十二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行政區
務，爰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應邀集

劃計畫，應邀集學者、專家、社會公正
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及相關
人士及相關行政機關之代表，以合議制
行政機關之代表，以合議制方式，
方式辦理。
負責審議行政區劃計畫。至所需工
前項成員人數十一人至二十
作人員，則由主管機關或相關機關
五人，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
人員派充或兼任。
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一。成員任
二、第二項明定第一項組成人員人數及
一性別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一。
性別比例等事項。
第十三條

涉及省、直轄市或縣（市）之
明定行政區劃計畫經核定後，主管機關

行政區劃計畫，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到
應發布行政區劃計畫，並公告其實施日
行政院核定公文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將
期。
行政區劃計畫發布，並公告其實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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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涉及鄉（鎮、市、區）之行政
區劃計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於收到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文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將行政區劃計畫發布，
並公告其實施日期。
第十四條

各級主管機關於行政區劃計
一、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於行政區劃計

畫發布後，應會同相關機關辦理下列事
畫發布後，應會同相關機關辦理有
項：
關業務及財產之改隸。
一、關於業務之移轉及交接之事項。
二、第二項明定有關財產產權移轉歸屬
二、關於財產之移轉及交接之事項。
劃分原則。又本法規定之公用不動
三、關於業務、財產之移轉及交接之爭
產移轉，非屬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及
議協調事項。
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五條第四款、第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三十六條第四款規定之處分行為，
前項第二款財產，其移轉劃分
無須徵得該管區內民意機關之同
原則如下：
意。
一、原行政區域所屬之機關（構）及學
三、第三項明定移轉及交接事項之完成
校改隸後，其經管之不動產，其中
期限。
公用部分產權移轉行政區劃後之
四、第四項明定移轉及交接事項，遇有
行政區域；非公用部分，仍屬原行
爭議時之處理程序。
政區域所有。動產部分，其屬行政
五、第五項就行政區劃後相關行政區域
區劃後之行政區域需要使用者，隨
內業務、財產之移轉、交接等事項，
同移轉；不需使用者，仍屬原行政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規範，
區域所有。
以資周延。
二、坐落行政區劃後之行政區域內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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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域所屬房地，其屬公用及作
公共設施使用之公用財產，其產權
移轉行政區劃後之行政區域；其餘
仍歸原行政區域。
三、非屬行政區劃相關行政區域所有之
財產，仍依原有權屬。
四、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於原行政區
域廢止時，其屬原行政區域之財
產，歸屬於行政區劃後之行政區
域。
第一項移轉及交接之事項，應
於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前完成。
各級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
辦理第一項第三款事項，經協調仍無法
解決時，得報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
行政區劃後相關行政區域內
業務、財產之移轉、交接、爭議協調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十五條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應由相
明定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直轄

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同相關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該計畫應辦理
機關，依該計畫豎立界標、測繪界線與
事項，並於一定期間內報中央主管機關
界標位置及計算面積，並繪具圖說，於
備查，以利行政界線之管理。
六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六條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自治法 一、明定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自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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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之處理原則如下：

規之處理原則。

一、新設之行政區域，有繼續適用原行 二、為免新設行政區域之自治法規，因
政區域自治法規之必要者，得由新

立法不及而影響政務及業務推動，

設之地方政府核定公告後繼續適

爰於第一款規定得繼續適用。惟為

用；其繼續適用期間不得逾二年。

避免新設行政區域之立法怠惰，爰

二、廢止之行政區域，其自治法規，除

併規定該等自治法規繼續適用之最

依前款規定有繼續適用之必要者
外，應由新設之地方政府廢止。
三、非屬前二款之情形者，原行政區域
之自治法規，應由該地方自治團體

長期間。
三、第三款所定地方自治團體，依地方
制度法第十四條規定，指直轄市、
縣（市）、鄉（鎮、市）。

修正或廢止。
第十七條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行

政區域之機關及所屬機關（構）、學校
預算之執行，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其業務未移轉者：原機關（構）及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機關（構）
學校依原列預算繼續執行。

及學校預算之執行及處理程序。

二、其業務經移轉者：承受機關（構）
及學校仍以移轉前原列相關預算
繼續執行。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行政區域之
第十八條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行
財政收支劃分調整日期、中央法律與命

政區域之財政收支劃分調整日期、中央
令（即中央法規）之適用、公務人員移
法律與命令之適用及公務人員移撥等
撥等事項，均可能涉及中央法規之適用
事項，準用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七條之三
問題，原則上應配合修正。為解決在中
第二項及第五項至第九項規定。
央法規修正前過渡期間之適用爭議，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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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準用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七條之三第
二項及第五項至第九項之規定。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本法施行細則之訂定機關。

關定之。
第二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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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深度訪談紀錄表

深度訪談紀錄之 1
一、 受訪者類別：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二、 受訪者對象：楊志宏參事
三、 訪談時間：110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09 時 40 分
四、 訪談地點：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五、 訪談內容：
Q-1：您認為新北市行政區劃之調整模式，在政治決定與專業決定間，應如何
在兩者間取得平衡以達到綜合設計之發展與成效?
A-1：過去的行政區劃比較著重在一些天然地形，比方說山川、河流作為行政
區劃的基準；如今在都會區日益擴張的情況下，民生生活圈與經濟圈才
是行政區劃的重點，未來在專業決定上，生活機能絕對是行政區劃的重
點考量。
直轄市升格後，區內首長改為是政府官派，自然行政區劃比較容易執行，
像臺北市民國 56 年升格至今，也是醞釀了一陣子，從里鄰調整，一步
步劃分至現今的行政區劃，而且過去的政治生態跟現在也不一樣，過去
時代一黨獨大，要推動行政區劃自然比較容易，那如今的新北市行政區
劃要調整的話，反對的聲音一定更大，尤其是新北市升格時間不久，改
制不易。
因為行政區劃法立法院未通過，所以新北市不能調整行政區劃，以至於
新北市剛升格為直轄市時，我的了解是，新北市議會也有要求市政府調
整新北市的行政區劃，一開始民政局就委託學者專家做相關研究，預想
是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自治條例通過後，直接送中央能不能同意核定，但
後續議會也沒有繼續追縱，且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區劃的自治條例就逐
漸演變成里鄰編組的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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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政治決定與專業決定上，即使最終要以政治決定行政區劃，但前提
也是要站在專業的角度為基礎做決定，舉例，板橋的溪崑地區要不要放
到樹林，樹林北大特區內的兩個里要不要調整至三峽，以上舉例是眾人
皆知的共同生活圈。
Q-2：從新北市國土計畫就人口發展與空間發展觀察，如何影響行政區劃之調
整?
A-2：市府興建市內交通建設，當然是針對民眾的需求，人口是配合交通建設
進行區域間的移動，生活便利性絕對是影響民眾住所選擇的重點考量，
我不認為行政區劃的調整一定要配合大眾捷運系統的路線，兩者之間沒
有必然的關係。那假如今天確定有捷運路線拉向泰山跟五股區，把板橋
區的人口吸納過去，那兩區人口都已成長，還特別將行政區合併，塑造
更多人口的行政區，在結果看來是沒有意義的，甚至會衍生新的問題。
市府城鄉發展局制定國土計畫，其理想性很高，那你看新店-烏來溫泉
養生帶為例，連接到福山，不能看烏來旁邊就是福山，福山是要從宜蘭
開車才能抵達，其實中間隔了山脈；然後深坑-石碇-坪林塑造低碳生態
帶，當地民眾一定覺得，低碳模式民眾是要怎麼生活，因為偏鄉地區的
基礎經濟還沒有達到相應的標準，雖然區域範圍內的自然環境符合低碳
生活，但不見得民眾願意配合，這就是理想跟現實的落差。
Q-3：現行新北市內之選舉區劃劃定，是否可作為行政區劃之調整因素?
A-3：確實，行政區劃的調整是可以參考選舉區劃分，以新莊區為例，在立委
選舉中，新莊區有 9 個里因為選區劃分而分至樹林區跟鶯歌區，那我們
調整行政區劃是不是要比照進行調整?又或是中和、永和或三重、蘆洲
之間也有同樣的問題，當初選舉區劃分時，多少是有考量到生活圈的層
面，但更多時候，是為了湊和一席立委選區所應搭配的人口數。
Q-4：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對轄區區公所治理能力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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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我個人認為是沒有影響的，這部分就可以參照民政局下轄的戶政事務所，
比方說新店戶政事務所就負責新店、烏來、坪林、深坑及石碇區，那將
大範圍的行政區劃入新店戶政事務所的管轄範圍，戶所的治理能力從結
果看來是沒有降低的。
區公所在升格為直轄市後，從公法人轉變為派出機關，失去自有財源後，
對地方自主建設的能力大幅降低，基本上建設或施政主導權都在市政府，
那調整行政區劃後，區公所依然是派出機關，區公所的人力及財力，在
總員額及總預算不變的前提下進行重分配，區公所能做到的市政業務比
重依然一樣，並不會有所減少，至於多出來的比重就會由市政府接收。
Q-5：您認為應如何調整新北市行政區劃?在短、中、長期等面向上應如何實
踐?
A-5：我覺得短期上，不考慮外部壓力的話，從現有的地理環境考量及生活圈
出發，比方板橋區的溪崑地區劃分至樹林區；樹林區北大特區南園、柑
園劃分至三峽區；鶯歌區橫跨大漢溪並緊鄰三峽區部分，劃入三峽區，
鶯歌區內的原住民南靖部落就是坐落於此，每次颱風天疏散都要跨越大
漢溪去鶯歌撤離，明明旁邊就是三峽；五股區則因為二重疏洪道分割，
一部份在疏洪道北邊，那部分是不是可以分割給蘆洲。
那長期上，要整併 29 個區，應該是從議員選區底下的架構去執行，比
方說，北海岸怎麼合併，是不是萬里跟金山合併，又議員選區有包含汐
止區，但汐止區作為都會區型態上不可能跟萬里金山合併。瑞坪雙貢四
區合併成一區可行嗎?議員都同一位，看似可行，那有關後續行政配套，
區長是否因為轄區面積廣大可以提升職等，或是增列副區長的問題，都
是在行政區劃調整後要面對的執行細節。

深度訪談紀錄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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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訪者類別：新北市市議會
二、 受訪者對象：廖宜琨議員
三、 訪談時間：110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11 時 00 分
四、 訪談地點：廖宜琨議員三峽服務處
五、 訪談內容：
Q-1：您認為新北市行政區劃之調整模式，在政治決定與專業決定間，應如何
在兩者間取得平衡以達到綜合設計之發展與成效?
A-1：以樹林三峽的北大地區或是板橋樹林的溪崑地區為例，民意的部分，最
直接要考量的是民眾的共同生活圈，民眾同不同意調整現有的行政區劃，
即要考量其生活上的便利性，尊重現有共同生活圈。
另外，身為民意代表自然要去反應民眾的需求，但有時候我們在推動市
政時也要顧及效率，比方說，現行很多政策是跨區域的建設或施政藍圖，
有時候要橫跨多個轄區、多個公所，這種多機關、多層級的運作模式往
往造成跨區域的政策上的治理困境，那我們就必須思考，在兼顧民意的
同時，是否有足夠的專業去支持?
再以地價為例，民眾實際生活圈一致，比方說溪崑地區，民眾會直接反
對門牌由板橋區換成樹林區，認為行政區劃調整會影響房價，這時候就
要專業導向，例如以地價稅的區分等經濟專業為基礎分析，確認該地區
的整體房價，不因為行政區劃的存在或調整而有所影響，也就是從專業
決定說服政治決定，促成民眾觀念上的改變，讓足夠的專業支撐政治決
定。
Q-2：從新北市國土計畫就人口發展與空間發展觀察，如何影響行政區劃之調
整?
A-2：新北市近年來人口成長率遠不如鄰近的桃園市，因為新北市境內的產業、
工業用地不足，造成境內產業外移嚴重，工作機會的吸引力遠不如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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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談了很多年的塭仔圳重劃區，近年終於開始啟動，但現有廠房搬
遷後，無適當的配套措施可供遷移，要如何解決這問題，解答是樹林三
峽地區的大柑園地區都市計畫，當初如果有同步配合塭仔圳的工作期程，
解編大柑園地區現有的農業用地，就不會造成現有產業外移至桃園的發
展，導致人口成長減緩，都會區人口日漸飽和。
現行新北市國土計畫內的都市計畫內都會區的房價全都是上漲的，但實
際人口會不會進駐這些外圍副都心，重點在於交通系統，以淡海新市鎮
為例，發展至今為何人口成長不如預期，就因為聯外道路就只有一條，
只要有一個事故整條道路就無法通行，嚴重影響對外交通。
確實，國土計畫具有很高的理想性與遠見性，但在都心區與副都心區之
間的發展，要如何吸引人口遷移，牽涉交通問題、公共設施問題、產業
發展問題，應該是要全方面的配套與交代，這些執行細節跟配套才是民
眾真正在意的事情，所以，回到行政區劃調整，自然是要優先考慮用民
眾共同生活圈為調整方案，比方說北大社區通通合併到三峽區。
Q-3：現行新北市內之選舉區劃劃定，是否可作為行政區劃之調整因素?
A-3：選舉區劃的部分，從政治方面及實際方面考量，一位議員在定位上是否
要服務多個行政區，還是只要集中服務單一行政區，單以土樹三鶯選區
為例，一個議員選區包含兩個立委選區，等於一位議員可能服務的人數
比一位立委還要更多，這就是實際方面所要考量的。
但是，實際上要將議員選區一一獨立侷限在單一行政區是否可行，就應
考量單一行政區是否可選出足夠的民意代表，一樣以土樹三鶯為例，土
城區就可考慮獨立成單一選舉區，土城區人口數比永和區更多，永和區
都能單獨為一選舉區，土城區當然也可以，尤其是土城區未來有相關都
市計畫推動，人數數勢必會再上升；另外，樹三鶯地區都有一定程度的
連動，無論是人文、交通或是地理環境，自有成為一獨立選舉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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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劃倘要參考選舉區劃調整的話，勢必須先考量原選舉區劃的實際
面因素。
Q-4：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對轄區區公所治理能力的影響為何?
A-4：假設以樹三鶯為一個行政區，那勢必要選定一個區域作為新的行政中心，
那在運作上，一定是要有一個區長搭配兩個副區長，因為兩個副區長要
協助管理三峽跟鶯歌，就只是行政組織再造與行政架構的調整，整體上
是可以達到強化決策能力與行政效率，無須再花時間進行跨區及跨機關
間的溝通。
Q-5：您認為應如何調整新北市行政區劃?在短、中、長期等面向上應如何實
踐?
A-5：假設要調整行政區劃，在短期上，希望從小區域的民眾生活圈開始做起，
比方說，北大地區或溪崑地區；中長期的部分，當然是從某些大區域共
同生活圈的直接調整，比方說剛剛提到的樹三鶯地區的整併，讓這個區
域可以統一由一個區公所治理，為一個整齊劃一且有效率的治理系統，
那當然涉及行政機關的組織調整。

深度訪談紀錄之 3
一、 受訪者類別：新北市市議會
二、 受訪者對象：陳偉杰議員
三、 訪談時間：110 年 11 月 22 日下午 14 時 20 分
四、 訪談地點：新北市市議會
五、 訪談內容：
Q-1：您認為新北市行政區劃之調整模式，在政治決定與專業決定間，應如何
在兩者間取得平衡以達到綜合設計之發展與成效?
A-1：現行行政區劃的劃定，大多是從日本政府在臺灣的時候沿用至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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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歷史脈絡與背景故事，過去影響行政區劃的原因，不外乎族群、
歷史、風俗、地理等因素，近年因為都市更新及城市發展，過去人煙較
少的地區人口日益增加，人煙較多的地方人口逐漸外移，便產生調整行
政區劃的意見。
那行政區劃在考量專業決定的同時，專業劃分到底有沒有貼近民眾的實
際需求，我認為現行都市發展都應以便利性為主，就是民眾的食衣住行。
現在推動行政區劃的難度在於，改變民眾現有的生活習慣，比方說變更
民眾的門牌，甚至影響到地價房價的問題，這種都是專業問題實務面操
作所會面對的議題。現行行政區劃的著重點應該還是要專注在地理環境、
民眾生活圈或習慣為調整，以石門區為例，石門區沒有菜市場，民眾買
菜往往要前往金山或三芝區，鄉村區的部分更應考量民眾的當地民情及
在地情感；都會區則可在生活圈的基礎上，以專業層面考量行政區劃的
調整，例如：人口、土地面積等等。
Q-2：從新北市國土計畫就人口發展與空間發展觀察，如何影響行政區劃之調
整?
A-2：以我所在的選舉區來講，淡水、三芝、石門可以視為一個共同生活圈，
藉由臺二線道路沿途貫通整個北海岸，至於八里的部分，因為淡江大橋
還未通車，從淡水要到八里，往往需要繞過關渡大橋，地理及交通上的
原因就造成八里跟北海岸的生活圈的區隔。
未來在八里淡水輕軌一路延伸至三芝區後，會進一步強化新北市議員第
1 選舉區間行政區連結的完整性，且搭配新北市國土計畫所規劃的環城
六珠鍊，我的觀察是淡海與士林北投未來可做為產業跟生活圈上的連結，
若要完成兩大城區的聯結，必須優先完善現有的交通建設。
Q-3：現行新北市內之選舉區劃劃定，是否可作為行政區劃之調整因素?
A-3：選舉區與行政區之間是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但行政區劃的劃分，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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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歸人口及地理因素為主，人口部分，由於區內人口會逐步成長，會
影響到選舉區劃地劃定，以立委選區為例，石門、三芝、淡水、八里、
林口及泰山區共選出一名立法委員，但實際上這一大選區中，6 區之間
的交通上是極不便利，況且，這幾區人口數多達四十幾萬人，未來假若
林口區及淡水區人口繼續成長，那很有可能石門、三芝、淡水區及八里、
林口及泰山區分別劃作兩個立委選舉區，同時這個選舉區也沒有考量到
地理環境及其他相關問題，因為選舉區劃僅著重於人口分配。
Q-4：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對轄區區公所治理能力的影響為何?
A-4：以你剛剛舉例，石門、三芝及淡水區合併後，區公所剩下一間，這樣的
運作會朝向兩極化發展，靠近淡水區的人民當然對於併入淡水區樂觀其
成，但越遠的區勢必會有一種剝奪感，民眾會有一種從三芝、石門區降
級的感覺，偏鄉失去了既有的區公所後是否會更不被重視，甚至產生新
的磁吸效應，人口進一步的外移，這也是在行政區劃調整上所會遇到的
瓶頸，如何讓原有偏鄉區的發展不會因為行政區劃合併後有受嚴重剝奪，
也是合併後的行政機關所要考量的議題。
Q-5：您認為應如何調整新北市行政區劃?在短、中、長期等面向上應如何實
踐?
A-5：我認為從短期上，由里鄰部分著手，基於共同生活圈的概念，由區與區
之間連接的里鄰為調整，在不影響 29 區的前提下為調整，中期上可以
參考過去臺北縣時代的鄉鎮市民代表的選區為基礎，比方說過去淡水是
分為四區選代表的，最後再針對區與區之間的合併為討論。

深度訪談紀錄之 4
一、 受訪者類別：新北市區公所
二、 受訪者對象：陳炳仲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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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訪談時間：11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四、 訪談地點：八里區公所
五、 訪談內容：
Q-1：您認為新北市行政區劃之調整模式，在政治決定與專業決定間，應如何
在兩者間取得平衡以達到綜合設計之發展與成效?
A-1：行政區劃先從政治上的角度觀察，群眾對於行政區劃的要求為何?即所
謂行政區劃對於民眾而言會產生甚麼優點或是缺點。舉例來講，民眾在
行政區劃調整後，門牌調整導致房價有生影響，調漲可能民眾就支持，
亦可能調降則反對；再者，房價如果沒受影響就要考量其他因素，比方
說學區問題或是辦理行政業務的方便性，行政區劃的調整是否會影響民
眾生活圈上的便利性，也是民眾是否支持行政區劃的指標。
承接剛剛所講，未來公部門假設在辦理行政區劃調整時，循行政程序召
開公聽會等，吸納各方意見，就會遇到上述問題，就是要考量的因素非
常多元、複雜且有相互衝突的可能，這也是行政區劃調整在推動上的困
難之處，即便取得多數人能同意的調整方案，但往往支持的人是不會表
態的，反對者的聲音往往比支持的聲音還多。
那行政機關在推動行政區劃調整方案的時候，理應從專業出發，以專業
為基礎，再補上民意的意見，換句話說，一定要取得政策上的專業背書，
藉由公聽會等行政手段取得民意，再就合理的民意建議進行討論與反饋，
達到行政區劃調整之妥善方案。
Q-2：從新北市國土計畫就人口發展與空間發展觀察，如何影響行政區劃之調
整?
A-2：我認為現行上位的國土計畫很難作為支撐行政區劃調整的基礎，國土計
畫的設計上過於理想性，很難完全就計畫內對於人口疏導及區域藍圖為
規劃依據。新北市升格至今僅 10 年，地方上的歷史感情因素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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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非常強烈，區域內的在地人口仍占多數，比方說將大文山地區整合，
深坑、石碇及坪林區消失後，只剩下新店區為主體，原先在地民眾是否
在情感上得以接受，且多數人口都在新店區，會不會有產生都會區的磁
吸效應，進一步擴大城鄉差距；另外，要達到人口的疏散及吸納，前提
是要有完善的交通建設，計畫內所提到的區域劃分及設定，是否有考量
交通建設的速度；再者，新北市近年房價大漲，人口成長已開始衰退，
與國土計畫設定未來人口有望成長至 410 萬至 440 萬人是有差距的。基
於上述因素，要將國土計畫作為行政區劃的調整基礎，在實踐上有一定
程度的困難，行政區劃的所涉及層面過廣，非單單只是國土計畫所設定
的內容，尚包含民眾生活圈、歷史環境因素等等。
Q-3：現行新北市內之選舉區劃劃定，是否可作為行政區劃之調整因素?
A-3：過往很多專家學者就行政區劃的報告都有提到參考選舉區劃進行調整，
這當然是可以參考，畢竟行政區劃調整的成敗，必須考量政治因素的影
響，所以專家學者才主張，將有可能變成阻力的政治因素納入，變成內
部推動的力量。因為在調整行政區劃的同時，選舉區勢必也會受到影響，
藉由將民意代表等意見領袖納入機關推動行政區劃的助力，以減少方案
推動的阻力。
只是納入選舉區劃後的行政區劃，是否符合民眾現實所需?或許先參照
選舉區劃為行政區劃的調整，在結合專業及實務上的考量再為調整，兩
者間相輔相成形塑新的行政區劃調整方案，目前檯面上看到可以參照上
述方案調整的行政區，最標準就是瑞平雙貢，該四區共同選出 1 名議員
代表該選區，且 4 區設定上區域性質相近，另外無都會區磁吸效應的問
題，推動該方案的阻力自然最小。
你提問到的北海岸的部分，我剛剛有提到，交通便利性是決定民眾生活
圈的重大因素，比方說北海岸 4 區，金山、萬里較接近國道三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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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就跟基隆、汐止為一體；石門、三芝的部分，目前跟淡水的聯結
性尚不夠明顯，同樣也是基於交通發展的問題，這問題或許在淡江大橋
通車後會有較明顯的改善。
針對八里及淡水的部分，兩區中間隔著一條淡水河，同樣以交通因素做
為考量，另外有個很有趣的現象，警察分局的業務轄區分配，警察分局
轄區與選舉區劃是不一樣，八里、五股及蘆洲區劃分至蘆洲分局轄下，
淡水及三芝區劃分至淡水分局轄下，我觀察警察分局的轄下行政區分配，
基本上是按照民眾生活圈內的移動範圍劃定，劃定的依據就是建立在交
通的基礎上。八里真正跟淡水在交通上有聯結的地區只有八里的龍源地
區與淡水的竹圍地區，是藉由漁港的船運系統達到交通上的串聯；八里
民眾的醫療資源使用上也分成兩區塊，鄰近淡水的民眾都往淡水馬偕醫
院，鄰近林口的民眾都往林口長庚醫院，同樣也是基於交通上的考量，
交通是影響民眾生活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Q-4：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對轄區區公所治理能力的影響為何?
A-4：以你所提出的瑞平雙共為例，我的想法是，假如行政區之間合併，剩下
一間區公所，原有其他公所變為分駐所，這部分可以參考戶政事務所的
運作方式，但有一個問題，戶政事務所接受到的任務相較於區公所業務
單純且涉及層面單一，通常均可由事務所自行裁量完成行政處分，但現
行區公所的職能上是無法執行，光是從組織架構及員額編制就必須全部
重新規劃。
要解決上述問題並達到區公所事務所化，新北市循臺北市模式辦理，臺
北市現行下轄的各二級機關受理多數市政業務，區公所真正意義上達到
事務所化之目的。目前，新北市升格時間不夠，有鑑於轄內幅員遼闊，
預算、公務員員額及組織編制上各二級機關尚無法承擔臺北市的直轄市
運作模式，仰賴現行區公所承接原各局處應負擔的業務，既然新北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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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直轄市，未來循臺北市直轄市模式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這也牽涉到
市府首長對於區公所的任務導向及角色定義。
Q-5：您認為應如何調整新北市行政區劃?在短、中、長期等面向上應如何實
踐?
A-5：未來行政區劃法通過後，短期上，新北市應優先針對幾處相對不合理的
行政區劃進行調整，我舉兩個例子，五股區因二重疏洪道興闢後，部分
五股區因疏洪道分割而緊連蘆洲地區，對於該地區民眾而言，倘若要洽
公的話，前往蘆洲區遠比穿越疏洪道前往五股區來得便利；另一個例子
是北大特區，北大特區為一個完整的重劃區，但卻分屬於三峽區及樹林
區，但同樣是生活圈的問題，北大特區民眾前往三峽區洽公與就學的便
利性大於前往樹林區，這些因為地理環境或位置所產生的民眾生活圈差
異，在短期上是可以列入優先解決的區劃問題。
至於中、長程上的行政區劃調整，考量到臺灣未來的人口紅利已終結，
未來 50 年新北市人口數預計落在 350 萬至 400 萬人，搭配市政府未來
幾十年三環六線的發展，都市發展藍圖就已經成形，再來就是一個區域
治理效能該如何量化的問題，一個區的面積應該要多大，區內的人口數
多少才合理，或是要搭配怎樣的區公所人員編制，雖然公共服務很難量
化，但這都是長期上要去研究之行政區劃調整後的配套措施，最起碼要
取得基本的科學量化數字，都會區人口多但面積較小，鄉村區人口少但
面積較大，從這模式觀察，就可以取得兩種不同的區劃模式。

深度訪談紀錄之 5
一、 受訪者類別：新北市區公所
二、 受訪者對象：洪崇璉區長
三、 訪談時間：110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14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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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訪談地點：五股區公所
五、 訪談內容：
Q-1：您認為新北市行政區劃之調整模式，在政治決定與專業決定間，應如何
在兩者間取得平衡以達到綜合設計之發展與成效?
A-1：新北市就像臺灣全島的縮影，有像臺北市一樣的都會區，也有像花蓮縣
一樣的鄉村區，全市在區域發展與產業發展的差異性非常大，朝向一個
全方複合型的城市發展，也就是說多區位的定義不同，有些區發展農業、
觀光、工業、住宅區等等，配合城鄉規劃上的專業，這也是行政區劃調
整的意義。
在政治決定上，調整既有行政區劃當然有可能招致反彈，比方說民眾不
能接受行政區調整後，房價因此變動，亦或是影響日常生活圈，比方說
板橋與樹林區交界的浮洲地區，樹林與三峽區交界的北大地區，照生活
圈考量，浮洲地區應該移給樹林區，北大特區應該移給三峽區。
如今新北市改制為直轄市後，相較於過去鄉鎮市時代民選首長須面對選
舉壓力，區公所轉型為派出機關後，可以直接執行市府政策，在秉持專
業執行政策的同時當然要考量民意需求及反彈，在以房價為例，假如樹
林區的房價跟板橋區的房間一樣的時候，民眾自然對於行政區劃調整不
會有太大的反彈。
Q-2：從新北市國土計畫就人口發展與空間發展觀察，如何影響行政區劃之調
整?
A-2：原則上，從國土計畫觀察，確實新北市未來的市政藍圖是遵照國土計畫
的方向去執行，但為啥國土計畫裡面闡明，人口幾乎都集中在臺北、溪
北及溪南都心，不外乎兩個原因，工作機會與交通運輸，以我現任職的
五股區為例，五股區有國道 1 號、臺 64、65 線，但為何前幾年人口沒
有顯著的提升，因為大眾運輸系統仍未健全，過去 20 年前的林口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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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情況，所以勢必需要捷運串聯五股區與都心區，這也是市政府目
前將資源全面集中在三環六線的原因，就是為了達到均衡區域發展與區
域人口分配，只要基礎建設完備、工作機會充足，自然人口就會往那邊
移動。
另外就你提問的，深坑-石碇-坪林三區，是否可以劃歸成單一行政區，
深坑遠遠不同於石碇與坪林區，深坑在深坑老街以前，基本上已經完全
都市化，在那老街以後，才開始出現鄉村區的氣息；石碇跟坪林均為山
城區域，有一個共同主體性存在，均有觀光業及茶農業的發展。深坑區
的區域定位與石碇、坪林區有所不同，深坑在定位上反而較接近五股，
作為衛星都市的存在，承接臺北都心的人口壓力。
Q-3：現行新北市內之選舉區劃劃定，是否可作為行政區劃之調整因素?
A-3：基本上，如果真要參考選舉區劃作為行政區劃的依據的話，立委選區是
不大可行的，基本上立委選舉區就只是為了讓人口數妥善控制在能夠選
出一席立委的區間，舉例而言，將新莊區的 9 個里劃分至樹林區、鶯歌
區為一個獨立立委選舉區，僅僅為了人口數而為行政區劃的分割，並非
行政區劃唯一考量的重點，而且全新北市也只有 12 席立委，運作上實
屬不可行。
至於議員選區的部分就可以作為參考，五股-泰山-林口-新莊以前為一
個議員選舉區，那今年因為新莊的都市發展規模快速，所以獨立為一個
選舉區，這就反映了新北市議員選舉區是有參考地方與區域發展。
Q-4：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對轄區區公所治理能力的影響為何?
A-4：我個人認為，區公所作為派出機關，執行市政府交辦的任務，在適宜的
人力及預算資源下(例如辦事處之類的行政組織編制)，治理能力並不會
因為幅員遼闊或是人口多寡而有所改變，鄉鎮市時代的地方政府原有的
權力收歸直轄市政府後，區公所的腳色定位就著重在協調政策上「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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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即協調、反映民意結果，而非在於協調政策上面「面」的問題，
即確認政策方向。舉例來說，石碇跟坪林都有極具特色的茶農產業，如
果區域合併後，石碇茶跟坪林茶未來只剩下新文山茶，這樣市府農業局
在產業扶持上就可以全力集中，不需要分散資源，逐漸消弭兩地區的本
位主義。而且這兩區均有回饋金可供使用，公所的治理能力未必會減
弱。
Q-5：您認為應如何調整新北市行政區劃?在短、中、長期等面向上應如何實
踐?
A-5：行政區劃調整在執行上本來就非常困難，阻力及壓力都非常大，倘若真
的要執行，就要一次執行到位，比方說，今天某個生活圈要納入其他行
政區，就必須一次區劃調整到位，不能由一小部分逐步調整。在執行區
劃上的專業討論的時候，召集專家學者，優先花長時間進行溝通跟說明，
廣納各方意見，先完成先期規畫，朝向多數人認同的新北市發展方向調
整。

深度訪談紀錄之 6
一、 受訪者類別：新北市區公所
二、 受訪者對象：陳奇正區長
三、 訪談時間：110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16 時 20 分
四、 訪談地點：三重區公所
五、 訪談內容：
Q-1：您認為新北市行政區劃之調整模式，在政治決定與專業決定間，應如何
在兩者間取得平衡以達到綜合設計之發展與成效?
A-1：新北市幅員遼闊，土地面積將近是臺北市的 8 倍，而且山區偏多，以我
過去在瑞平雙貢地區服務的經驗為例，四區的面積將近 380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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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四區的人口大約只有 6 萬 8 千人，綜觀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應該
是要達到行政區域間的平衡，目前溪南與溪北都心的人口規模已逐漸達
飽和，假如市府要將人口從都心區域吸引至外圍，外圍地區的基礎建設
及配套都要逐一到位。就醫條件也是吸引人口的條件之一，以瑞芳區為
例，瑞芳地區老年人口比例眾多，單靠瑞芳礦工醫院已不敷使用，所以
市府也有積極研議提升瑞芳地區的醫療量能，提供周邊瑞平雙貢四區的
醫療資源，即所謂行政區劃的調整是要考量地方的基本需求。
Q-2：從新北市國土計畫就人口發展與空間發展觀察，如何影響行政區劃之調
整?
A-2：諸如經濟成長、就業機會、房價高低及公共設施或服務等原因，均會影
響到人口的遷移，早期臺北縣時代有三大造鎮計畫，淡水、林口及樹林
三峽的北大地區，其中淡水地區雖有捷運及輕軌，但對外聯絡道路僅有
一條關渡大橋，交通不變造成人口成長幅度不如預期，另外林口及北大
地區境內均有交流道，所以單從房價的成長幅度就可以看出人口的移動
趨勢。
綜觀國土計畫，配合現代社會的少子化及高齡化現象，未來臺北市人口
會逐步移往新北市及桃園市，那行政區劃是有可能因人口遷徒而受影響
的，另外，三環六線的軌道建設，對於城市建設及人口疏散是必要的，
以日本東京跟大阪的城市發展觀察，這兩個城市發展都是藉由軌道運輸
系統完成。
Q-3：現行新北市內之選舉區劃劃定，是否可作為行政區劃之調整因素?
A-3：當然這是可以討論並納入考量的，但有時候立委選區僅單純以人口數為
考量，比方說現有行政區劃就是新莊區，基本上不可能將新莊區內緊鄰
樹林區的 9 里直接劃入樹林區，又例如第 12 選舉區的七區(汐止區、金
山區、萬里區、瑞芳區、平溪區、雙溪區、貢寮區)，不可能參照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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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直接合併。
Q-4：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對轄區區公所治理能力的影響為何?
A-4：行政區劃合併後幅員增加，勢必對區公所的負擔會造成影響，以瑞平雙
貢四區為例，光是要辦理會勘，就必須橫跨多個區域，區公所的服務效
能勢必會因為人口數或是轄區大小而有所影響。
Q-5：您認為應如何調整新北市行政區劃?在短、中、長期等面向上應如何實
踐?
A-5：由於行政區劃牽涉過廣，我認為短期上，大家對於行政區劃的看法都不
一樣，不管專業上是如何考量，都要先跟民意代表及地方仕紳進行充分
溝通，瞭解地方民意走向，尊重地方的民意，異中求同。如果在匯集地
方意見後，中期的處理上就是法律層面的問題，長期的部分就是執行層
面的部分。

深度訪談紀錄之 7
一、 受訪者類別：新北市區公所
二、 受訪者對象：周晉平區長
三、 訪談時間：110 年 12 月 6 日下午 14 時 20 分
四、 訪談地點：三峽區公所
五、 訪談內容：
Q-1：您認為新北市行政區劃之調整模式，在政治決定與專業決定間，應如何
在兩者間取得平衡以達到綜合設計之發展與成效?
A-1：首先要從專業出發，由專業分析為基礎，確定行政區劃調整的方向，行
政區劃當然要隨著人口、產業、地理環境及交通發展而調整，但往往要
考慮民眾的想法與生活習慣，所以行政區劃的最終方案不一定是最好的
方案，是折衷協調的方案，尤其是以生活圈的歸屬來劃分行政區，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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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需求才是有意義的行政區劃，溪崑地區到底要劃入樹林區還是留在
板橋區，又或是樹林北大特區是否應劃入三峽北大特區，鶯歌區南靖部
落大漢溪沿線土地是否要劃歸三峽區，另外，林口區跟泰山區的交界是
直接採一直線劃分，甚至導致泰山有一部分地區位於林口臺地上，出現
了前往該地時往往須先進入林口再進入泰山區的現象。
另外針對你提出如何解決民眾對於行政區劃調整後地價影響，房價在區
域上有一種刻板印象，只要調整行政區劃確實有可能影響到房價，但真
正影響到房價的癥結點在於買賣雙方對於交易物件的判斷，例如建商總
是喜歡拿建案接近新板特區幾百公尺作為銷售噱頭，但接近新板特區的
邊陲也算在內，有時候建案往往是再另一轄區，卻是塑造成在板橋區的
假象，藉此吸引民眾因地價購買。
那要解決上述現象，勢必要塑造各行政區內有自己的都心區，打造一個
獨立健全的生活圈，重塑該區的生活價值，才能避免人口被其他區吸引
而外移，進一步消弭民眾對於特地區域房價的刻板印象，比方說新竹的
竹北開發區就是很成功的案例，因為重劃區內的城市設計適宜，吸引民
眾遷入，就塑造竹北地區的價值，竹北區的民眾不會說要納入新竹市內，
因為竹北本身已經被打造成一個品牌。
綜合上述，要打造各區的品牌價值，打破民眾對於都會區的迷思，首先
要做到的是區域平衡，目標當然是到達相對接近的程度，不要讓城鄉區
一旦比較後的落差極大，打造各區域自身的都心或副都心。
Q-2：從新北市國土計畫就人口發展與空間發展觀察，如何影響行政區劃之調
整?
A-2：過去新北市這些行政區劃劃定時，往往是從上位者的角度去劃分過往的
行政區劃，有時只有強調專業性，而不著重在與民眾的互動溝通上。從
我擔任地政局重劃科科長的經歷，行政區劃的劃分，可參考都市計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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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指標，也就是未來的展望，從未來展望出發，重新建構行政區
劃，而當前都市計畫在新北市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就是三峽北大特區，過
去一開始三峽北大地區沒有人願意移居，隨著特區開發逐步跟上都心區，
甚至在都市設計上，比如道路、綠美化等等面向上已經超越都心區，民
眾開始遷移並以住在北大特區為榮。除了未來發展性外，另一個重點是
交通運輸，北大如今除了有國道三號外，捷運也預計通車，便捷的交通
網絡勢必有利於形塑三峽北大地區的區域品牌，因為方便的交通可以引
導民眾移居至相較弱勢的區域。
就你提問有關我擔任深坑區長任內，深坑、石碇及坪林三區的定位，我
認為深坑是獨立自成一區，而坪林跟石碇具有一定程度的連結性，且因
為深坑的地理位置鄰近臺北市，交通上也是前往臺北市文山區遠比前往
新店市區來的便利，造就深坑人現有的生活圈認定是大文山區，而非大
新店區。深坑區現況幅員過小，區內定位不明確，雖然深坑民眾確實都
想併入臺北市，但尚須考量現實情況，為擴大深坑區內可用腹地，深坑
跟石碇區的合併是可以討論的，但民眾在情感上需要花很多時間去溝通
與適應，但要將坪林區也同時加入，很可能會有幅員遼闊且地區磁吸效
應的問題。
Q-3：現行新北市內之選舉區劃劃定，是否可作為行政區劃之調整因素?
A-3：無論是行政區劃或選舉區劃，都應儘量符合現況，以樹林、鶯歌選區觀
察，還附加上新莊區的 9 個里，那一個立法委員要經營地方，不僅要跨
轄區經營，甚至還要跟新莊區的立委共同經營新莊區，因為不可能只有
經營那 9 個里，這樣的選舉區劃在立法委員實際經營時是有問題的，最
終，對於民眾而言，如果選舉區劃符合實際的行政區劃運作，而實際的
行政區劃則須符合民眾實際的生活圈運作。
Q-4：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對轄區區公所治理能力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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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區公所在轄區合併後，民眾在合併初期會有一種觀感，一種相對剝奪感，
畢竟，辦事處或是事務所的功能絕不可能如同一間區公所的職能表現，
尤其是現在新北市區公所被交代的多元任務絕非一個辦事處能承擔的。
另外，如以土樹三鶯四區為例，四區均有各自性質上的獨立性及區域的
特色，將四區合併後，將以哪個區為主體發展，這在一開始執行上就會
有困難，由鶯歌區公所管理鶯歌區的治理效能絕對比土城區公所下轄的
鶯歌事務所管理鶯歌區來得高，這樣的行政區劃合併後，衍伸出新的區
域不平衡發展的問題。
至於在鄉村區的行政區，因為人口較少，區域合併後的區公所表現相較
於都會區來講，並不會有嚴重的磁吸效應，但另外要探討的是，偏鄉轄
區幅員遼闊，區公所是否有足夠的能量去支持其治理能力，舉例，行政
機關的組織架構就要跟著調整，區長職等提升，主管職等提升，才能夠
增加人力的編制，像現在的區公所的業務課主管就是一位課長而已，並
沒有其他主管協助，光是一個會勘在偏鄉區就要通勤幾個小時的話，這
樣就導致區公所的治理能力表現不彰，所以，一間區公所能有效治理多
大的幅員，是在行政區劃調整時需一併納入考量的。
Q-5：您認為應如何調整新北市行政區劃?在短、中、長期等面向上應如何實
踐?
A-5：首先應釐清行政區的邊界，是否有涉及橫跨生活圈或是有不合理劃分的
情形，優先跟民眾進行溝通協調，並取得經驗跟示範；再者就針對人口
較少的偏鄉行政區著手，採用漸進式的運作來調整行政區劃，減少地方
反彈的力道，同時也要考量民政局的行政能量是否足以負荷大範圍的行
政區調整時所需要進行的溝通與協調。

深度訪談紀錄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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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訪者類別：新北市區公所
二、 受訪者對象：賴俊達區長
三、 訪談時間：110 年 12 月 9 日下午 15 時 30 分
四、 訪談地點：中和區公所
五、 訪談內容：
Q-1：您認為新北市行政區劃之調整模式，在政治決定與專業決定間，應如何
在兩者間取得平衡以達到綜合設計之發展與成效?
A-1：就政治決定而言，在一個政治系統中，即是回應民眾的需求；另外就是
專業決定，專業部分就要考量理性決策。那在政治與專業間，就產生兩
難的困境，就是要在民意與理性間取得平衡。
推動行政區劃的同時，就要在政治決定上，探求實際民意需求，即生活
圈的形成；另外結合專業決定一個城市應有的發展方向，即生活圈的規
劃。
至於如何取得確切的民意基礎，從專業出發，自然是以專業民意調查為
基礎，再藉由辦理說明會，進行理性溝通，行政機關推動政策，政治與
專業之間，目標是對話，而非對決，行政區劃並非單就資源的重新分配，
而是區務運作的重新出發。
Q-2：從新北市國土計畫就人口發展與空間發展觀察，如何影響行政區劃之調
整?
A-2：行政區劃不僅要思考一區應有的人口數，同時要思考一區應有的面積，
還有一區應有的區域定位，比方觀光、農業、漁業及都會區等等。
新北市內各區間的人口差距太過懸殊，偏鄉區與都會區的人口數相差可
達到 100 倍，應當考量藉由行政區劃的調整，達到一區應有人口數的規
模，生活圈的概念亦應納入考量，過去我在萬里區公所服務的經驗，石
門、金山及萬里三區是一個共同生活圈，地理上，同位於北海岸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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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共同的媽祖信仰，具有地域關係及文化特色之共同特性；另外，
三芝區的部分，依地域關係無論是劃入淡水區或納入北海岸行政區都是
可以納入討論。
除了區域人口規模的設定外，行政區劃亦要考慮產業發展、交通運輸及
生活圈等面向，還要考量人文因素，民眾在地方上的歷史情感同樣至關
重要。
Q-3：現行新北市內之選舉區劃劃定，是否可作為行政區劃之調整因素?
A-3：現行選舉區的劃分，完全是以人口為基準，行政區劃的調整，不應單考
量選舉區的劃分，亦要考量諸多其他因素(如地理形勢、人文發展、歷
史傳統及生活習性等)，也就是說，行政區劃應優先於選舉區劃，優先
確定行政區劃的實際需求面積與範圍後，再調整選舉區劃，比方說板橋、
中和區同時為獨立行政區也是獨立選舉區，那三蘆地區或是土樹三鶯地
區在其中一行政區域人口數達到一定規模的話，自然可以劃為獨立一選
舉區劃。再者，行政區劃應考量產業發展、歷史文化及地理環境等，這
都是在一個行政區為整體估量，那假如選出來的議員都能直接針對行政
區內部的諸多議題為監督，這對於行政機關的治理效能上是有很大的提
升。
Q-4：新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對轄區區公所治理能力的影響為何?
A-4：現在新北市很多外圍偏鄉區，治理區域太大，人口數太少，對於一區公
所治理上觀察，人力資源應該為更有效的利用，所以在行政區劃調整的
同時，應當考量區內各種資源、產業、人口及面積，讓一個區公所的職
能(人力及財源)足以支撐行政區劃定，這部分在都會區也是一樣的道理，
有關區公所職能的部分，這也牽涉到區公所組織架構的重新編制，是要
有整體配套的因應作為。
Q-5：您認為應如何調整新北市行政區劃?在短、中、長期等面向上應如何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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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
A-5：行政區劃的調整上，一開始自然要回到源頭，就是專業決定及考量，從
產官學出發，由一個行政區劃專業的團隊，首先決定行政區劃的方向，
一區應有的人口與面積，搭配各種資源、產業、地方文化、風土民情等
等因素加以考量，搭配民眾的需求，提出行政區劃調整的初步藍圖；政
策推動的部分，先從小區域試行辦理行政區劃，取得執行成果與經驗，
再進一步確定工作期程與各階段目標，先從鄰里到區，再從區到市，逐
步達到行政區劃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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