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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政區劃的劃分理論與劃分原則 
    

根據臺灣省政府公報（38 年秋季第 66 期），臺灣省依「臺灣省各縣市

行政區域調整方案」（行政院第 145次會議通過），於民國三十九年九月後，

分期辦理臺灣省各行政區域的調整，迄今已五十六年之久，未再進行全省

性或全國性之區劃調整，這雖然符合行政區劃的穩定性與恆久性，但在這

段期間裡，國家、經濟和社會不斷的發展，文化也不斷的進步，過去的行

政區劃已經不符合現在的國家與社會需求，並且容易影響地方法展與社會

的進步。此外，行政區域過於穩定，將使地方資源的開發不易、城鄉發展

惡化、城鄉差距拉大、地方政府間關係僵化、行政組織不經濟、財政嚴重

失衡、地方政治生態與選舉惡化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和困境的解決，行政

區劃無疑是一重要的可行途徑。 

    在學理上，地方自治團體之升格、合併升格、解消、局部併入其他地

區等，其程序面之安排，約有四種理念型：一是單純由上級主管機關決行，

必要時得進行聽證；二是政府必須成立客觀公正的委員會進行詳實的調

查，作成報告，然後上級主管機關依據該報告進行區劃，並應對相關自治

團體進行聽證，質言之，最終仍為行政決定；第三種則承攬第二種，但另

外加上須經國會同意之要件，亦即國會擁有同意權或否決權；第四種則更

為激烈，一般係適用於聯邦國家中邦之解消或合併，須經接收地區與被合

併地區居民之公民投票同意。以上係屬程序面之要求，就實質面考量而

言，行政區劃之發動一般係因原先地方政府之規模與能力歷經時代變遷而

不敷所需，事涉宏觀之判斷。在具體之行政區劃劃定上，須考量地區人民

的共同連帶屬性（也可稱地域之歸屬感）、相關地區之歷史與文化之關聯

性、經濟上之合目的性及國土計畫（含區域計畫）之各種要求。至於區劃

後各地方自治團體之規模或實力相近，則非屬必要，但若實力呈現天壤之

別，則在資源分配上容易造成「強凌弱」之結果，也非妥當（黃錦堂，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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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區域劃分須以長遠的眼光來建立、劃分，且所涉事項眾多繁雜，

必須要從學理的角度探討之，以專業而非政治考量來判斷，而非空中樓閣

般空談。因之，理論建構乃作為之基礎，形同行政區劃的骨架，須視為行

政區劃之首要前提；必要時還要倚賴精確之數據與預測來作為劃分依據；

原則則是行為的準繩，提供行政區劃遵行的方向。兩者相輔相成，才得以

做出周詳適切的行政區劃方案。以下就行政區劃的五個理論與八個原則，

一一做出歸納與分析，以期作為行政區劃參考準則。 

 

第一節 行政區劃的劃分理論 

    關於行政區劃之理論建構，尚在發展階段，本研究係就相關文獻並參

酌指導教授所指導之理論模式，加以分析論述。 

 

壹、政治發展理論 

    

關於「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一辭，不同的學者做出了不

同的定義，Lucian Pye認為「政治發展」指涉的是一種過程，也是目標，

作為目標。所謂已開發的政治體系是能力高、結構專化、大眾參與的體系

（Lucian Pye ，1996：.45-47；呂亞力，1988）；對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

而言，這是一個相對新的概念，它形成於二者之後。在政治學領域中，「政

治發展」是一個具有特定時空範疇的概念，具體指的是近現代以來從西方

發起，並席捲世界各國的，從傳統的政治體制、政治模式走向現代政治體

制、政治模式的發展和演變過程，是與政治現代化、政治穩定、政治民主

等密切相聯的一個概念。 

    「政治發展」是 1950年代末葉崛起的新興學科，起於二次戰後，亞、

非、拉丁美洲等前殖民地獲得獨立，但其生產方式與技術均落後歐、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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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甚少都市化與工業化，使得這些新興國家一股勁的想提昇國家發展，

這所帶來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為它們提供努力奮鬥的動力；另一方面

卻由於理想難以實現，而導致挫敗與失望感。這股失望與挫敗的力量，造

成國家盲目或非理性的行為不斷出現，加劇社會的浮躁與不安。政治發展

研究的肇始，也與美國援外政策的挫折與適當的發展策略之探求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係。美國天真的認為，開發中國家的問題癥結就是經濟問題，只

要解決純經濟問題，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工業基礎，則所有的問題都可迎

刃而解。基於此一假設，援外重點乃是經濟與技術的援助，但最後證明，

美國決策者過分天真的簡化開發中國家的問題，這點促使學者開始思考在

開發中社會，經濟發展之先決條件為社會、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發展；尤

其是政治發展，若要使經濟發展獲得成功，或者達到羅斯陶（W.Rostow）

的起飛階段，必須對整個發展過程（尤其是政治發展）深入了解，始能制

定適當的政策，此為推動政治發展研究的原因之一（呂亞力，1988：18-19）。 

     為使權力分配結構平均且更具代表性，使資源分配能公平，政治發

展光看經濟面實屬不足，美國就是犯了見樹不見林之誤，一國政治發展的

過程會深深影響該國人民對行政區劃所抱持的態度，民主化程度高之國家

或地區，在政府規劃行政區域的決策過程中，不但參與度較高，對於政府

的宣導與決策的用意；也較能體會理解，並多加配合。反之，要是民主化

程度低，對於政治相對也比較冷漠，人民對於自己在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

角色不抱以任何期望，並認為自身的意見無法撼動決策的形成，且易受地

方政治勢力影響，無法做出理性且適當的決定，容易淪為地方政治勢力搶

奪權力的工具，這些都是經濟因素無法診斷者。 

 
貳、資源分配理論 
     

資源分配理論又稱為「資源論」（resources theory），長久以來，人類

所面臨的困境就在於資源有限，而人類的慾望與需求無窮，如何將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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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與配置；又如何將分配做到儘量公允，實是政治學中

最重要的一大課題。 

    行政區域重劃涉及地方整體資源重新分配，必須兼顧政治面、經濟

面、行政面和區域均衡，以及各方面條件成熟度和地區居民意願，是非常

複雜且施行阻力很大的作業過程。 

    其實只要遇到資源有限，需求無窮，要如何合理且有效率、有效能的

分配資源的問題，一個管理者就可以利用到「管理經濟學」的原則，加以

衡量、評估，以做出更有效率、效能的決策，且以有限的資源去追求最大

的報酬，並消弭資源分配不公之疑慮。  

 

參、管理經濟理論 
     

「管理經濟理論」（managerial economics theory）又稱為「管理論」

（manergial theory），是一門研究如何使用有限資源，已達到成本效率管理

（cost-efficient management）的科學（方博亮，林祖嘉，2003：3）。這一

學科使用經濟理論的工具和方法，分析並解決企業的問題。在意義上，管

理經濟學又是傳統經濟學和企業管理的決策制定相互結合在一起的產

物；其在企業決策制定上的角色，可以圖 2-1示之（郭崑謨、江復明：1984）。 

其實，國家公共組織和企業組織對於效率和效能的追求目的相同，所

不同的僅在於：企業以營利為目的，期望以最少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益，

當邊際利益大於邊際成本時，決策就應該被採行；國家則必須一肩挑起社

會責任，即使邊際利益小於邊際成本，只要符合公眾利益，國家組織就必

須去做，責無旁貸。管理經濟學將成本和效益的觀念帶入公家機關，利用

經濟學解釋人如何設計組織，使內部的員工能做出提高政策價值的決定，

過去傳統的經濟分析，通常只把組織（或企業）簡化成一個把投入（勞動、

資本和原料）轉換成產出的「黑盒子」，很少會考量到組織（或企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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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架構。「管理經濟」把管理的概念帶進經濟學中，強調能否在可被合

理的預測可能狀況發生之前，即能指出潛在的問題和建構一個更有生產力

的組織。可使用的方法，如：標竿建立、權力賦予、全面品質管理（TQM）、

組織再造（organization reengineering）、委外、團隊形成、組織文化

（organizational culture）1、合資（venturing）、規模精簡（downsizing）等。

組織和所採用與組織相關的管理政策，對於組織的績效和價值會產生很深

刻的效果（Brickley，2002：7-9）。 

 

 

圖 2-1：管理經濟學在企業決策制定上的角色 

資料來源：郭崑謨、江復明，1984，《管理經濟學》，臺北：五南。 

    若將管理經濟學帶入國家組織內部運作，其對於政策制定的過程之重

視，將大於追求最大利潤或滿意利潤的商業動機，必須放棄邊際分析的假

定，管理經濟學在管理階層政策制定的決策科學和經濟理論間提供溝通的

橋樑。其與個體經濟學不同者，個體經濟學大部分是描述性，而管理經濟

學則大部分是規範性的。它試圖建立規則和技術，以實現特殊目的，如圖

2-2 所示。管理經濟學非常重視決策科學，決策科學提供方法去分析替代

方案所帶來的影響，使用微積分或數學程式替代決策者做出最佳的選擇

                                                 
1 組織文化是最常在組織文獻中使用類型的一個。組織文化通常不僅包含工作方法與組織化的權
限，而且包括員工被獎酬與控制的方法。 

傳統經濟學的理
論與方法 

企業管理的決
策問題 

管理經濟學 
（經濟的理論和方法應用於解決企業問題） 

企業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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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sfield , 2002：7）。圖 2-3描述決策科學中決策制定的過程和五大步

驟。 

 

圖 2-2  管理經濟學和相關學科之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Edwin Mansfield , 2002：7。 

 

圖 2-3：決策制定的基本過程 

資料來源：Edwin Mansfield , 2002：7。 

決策者在管理上
所面對的問題 

管理經濟： 
提供經濟學和決策科學去解

決管理問題 

管理者所面臨的
決策方案 

決策科學 經濟理論 

目標建立 

問題界定 

確認可能
解決方案 

選擇最佳
可行方案 

政策執行 

考慮正當性和其他限制 考量投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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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區劃若能設計的符合「管理經濟」的組織機制，則對於區域發展

或都會區發展，都將收得事半功倍之效，政府能以最少的支出做出最經

濟、最有效的決策。 

 

肆、控制幅度理論 
     

傳統公共管理的觀點大部分源自於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的官僚系統2和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科學化管理3等概念上，他們強調

將經濟效率做為行政組織的結構與過程應具備之中心價值，視分工（專業

分殊化）為經濟理性與生產力的關鍵。談到專業分工，就必須談到傳統公

共行政下的行政組織設計的代表觀點－Luther Gulick所提出的分工原則。 

    美國學者古立克（Luther Gulick）和尤偉克（Lyther Urwick）二人於

一九三七年合編了一本名為《行政科學論文集》(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古立克承襲韋伯對於官僚體制的看法，他相信組織必須層

級化，並將全力集中於最高的「唯一主管」，而層級化的權威必須要藉由

「控制幅度」（span of control）予以確保，他認為行政組織的協調可以透

過（1）組織－就是將分工的連結任務交由處於權威結構位置者。因此，

工作可以透過上級對下屬的命令來協調，由上而下的貫穿整個組織；和（2）

理念－就是團體工作夥伴心靈和意志單一智識目標的發展。因此，每個員

工會自動以技能和熱忱，將其任務與整體相結合。古立克和其他傳統公共

管理的學者都認為，適當的控制幅度可以或多或少以科學的方法加以確

                                                 
2 韋伯於一九二五年著「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一書，提出「理想型官僚模式」。他認為理想型
之官僚制度應具九大條件：（一）層級節制體系。（二）合理化的工作結構，權責要相稱適。（三）
明確的法律與規章。（四）所有權與管理權明白劃分。（五）以才能來選才。（六）採用公開競爭
方式選拔工作人員。（七）厲行法治，嚴守紀律。（八）職位不是財產權。（九）公私經營均可適
用。 
3 泰勒於一九一一年著「科學管理的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書，奠定「科
學管理」研究理論之基礎，因而被稱為「科學管理之父」 (Father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他
提出管理有四大原則：（一）促進工作人員的積極服務精神，並培養其信心與責任感。（二）選拔
優秀人才，並因材施用，適才適所，而做到事得其人，人盡其才。（三）員工要使用科學的知識、
方法與技術。（四）使用準確客觀的標準處理事務，排除主觀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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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古立克因而進一步的提出 POSDCORB 之「公共行政管理理論」的七

大要項，歸納當時公共行政學 (傳統時期 )的內容和精神，所謂的

POSDCORB 是由下列各種原則的英文字頭所構成（ Gulick & 

Urwick,1937：cf.Sharfritz & Russell,1997：214-215；許立一，2002）： 

1. 計畫（Planning）：規劃完成任務所需做的事及做事的方法。 

2. 組織（Organizing）：建立組織的正式結構。 

3. 僚屬（Staffing）：人事的功能。 

4. 指揮（Directing）：決策與命令傳遞。 

5. 協調（COordinating）：連結工作的不同部分。 

6. 報告（Repoting）：透過紀錄、研究和調查提供資訊。 

7. 預算（Budgeting）：財政計畫、會計和控制。 

這是控制在管理學的概念，最早被應用於行政科學上。 

控制幅度（span of control）理論又稱為「駕馭論」，係指一個機關組

織或單位的主管，能夠有效掌握控制與監督之部署的數目（黃國鐘，2003；

許立一，2002；Diane Doran e.t au.,2004），它不僅會影響組織的結構形狀

（如尖塔型或扁平型），也會直接影響工作效率，是組織管理的重要因素

之一。一般人認為，如果主管的控制幅度過大，即無法有效地管理監督部

署，不過究竟一位主管的控制幅度應該多大才恰當，迄無定論。大致言之，

傳統管理學派的學者認為，主管控制幅度不宜太大，最好以四至五人為原

則；行為管理學派的學者則認為，主管的控制幅度可擴大至二十至三十

人；馴至權變理論的學者認為，主管的控制幅度不必固定在某一個數目

上，需視各種形式因素而定，諸如：主管個人的領導能力及作風、部署的

能力及個性、工作性質及設備等（吳定，1999，69；黃國鍾，2003）；如

將「控制幅度」概念套用至行政區劃上，則其所指乃一行政區直接管轄下

一級行政區的數量；控制幅度需有一定的範圍，過大過小都會影響管理的

效能。在行政區劃過程中，決定上級政府的控制幅度大小，主要因素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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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重廷，2001：26）： 

1.空間範圍。 

2.事務範圍。 

3.政府的組織規模及其管理手段。 

任何行政組織都要分成若干管理層次，每一層次有一定的管理幅度，

層次與幅度之間存在著反比關係，層次級數多，管理幅度就大（周振鶴，

1998：34）。根據學理分析，一個國家應有多少政府層級，係依領土面積

與人口規模而定；更加精確地說，應依最基層行政區的數量決定地方政府

層及多寡。這就涉及組織管理中「控制幅度」的大小問題。依照學者統計

指出，各國行政區劃與政府層級的數量，每一級以 10到 37個之間最佳（平

均數為 22個）；如果少至 7個、多達 51個尚可，但是 6個以下或超過 51

個則較不利於有效統治與適當管理（劉道義，1999：23-24）。一般而言，

層級愈多，上下阻隔愈遠，政令不易貫徹，行政效率愈差。因此，決策者

在進行行政區劃作業時，必須針對統治與管理層面，通盤考量整個行政區

的空間、事務以及組織規模之大小，才能規劃出合理且適切，權責分明的

行政層級。 

 

伍、國土計畫理論 
 

    國土計畫（territorial plan theory）理論又稱為「計畫論」，所謂「計畫」

（plan），學者對其內涵並未有一致的看法，有些係從行政效率（如 John. 

Millett）與公共福祉（如 John,Friedman）之分析；也有學者認為規劃是將

一般性的活動，利用書面的陳述，輔以統計圖、數學式、評量表及圖表的

補充，以說明計畫中各部分的相互關係，使其成為一系列的活動，以便完

成預定的目標。（Peter Hall原著，張麗堂譯：1995）惟綜合各家學說，將

計畫定義為：某一團體為實現其共有目標，運用集體智慧，以邏輯思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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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蒐集相關資料，進行資料研析，據以選擇最佳方案；再配合各級責任

並律定協調關係，進而付諸行動之ㄧ種過程（陳明燦，1997）。而所謂的

國土計畫理論，必須考量國土的自然條件，從經濟、社會、文化等政策措

施的整體觀點，對國土加以綜合利用、開發、維護，並使產業獲得適當的

配置，以提高國民之福祉（黃爾璇，1998）。 

   國土計畫包含五項組織因子，該五項分子之內容如圖 2-4： 

（一） 組織配置：規劃的進行。 

（二） 資訊處理：規劃的依據與內容。 

（三） 制度體系：規劃的垂直關係。 

（四） 權責職務：規劃的水平關係。 

（五） 人：規劃者、民眾與利益團體。 

    由圖 2-4 得知：第（三）和（四）項即構成規劃機關間之水平與垂直

合作關係；此亦隱含協調對規劃之重要性，而第（五）項「人」的內容，

大致包括政府與民間兩大部門，可視為規劃之主體；第（一）項「組織配

置」則掌理整個規劃之進行，其中包括人力與權力分配、結構配置與部門

分工，其內容可視為規劃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具體內容之實現；其

對規劃之重要性，自不言可喻。蓋此一組織因子決定計畫的品質與內容。

在這樣的一個規劃網絡結構（network structuring）中，規劃參與者（actor）

可自行透過不同的方式（如利益結合或專業聚合等），使規劃權力或資源

（resource）產生重組，並進而改變規劃的結構配置或規則（rule），進一步

影響計畫之內容；此亦即 E.-H. Klijn等學者所提政策網絡之管理理論（E.-H. 

Klijn ,et al,，1995：437-454；陳明燦，1997）。 

    行政區劃其實就是在既有國土上做行政區域的切割，不單需考量國土

天然特質，還須考量設於國土上的組織如何配置（即行政、立法機構的建

置）、組織內的權責如何劃分以促進回應的效率與效能、制度體系下該如

何推動劃分、劃分基礎為何，當然行政區劃還要考量最重要「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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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規劃五項組織因子之關係 

資料來源：陳明燦，1997，《從國土規劃論我國之行政組織體制》，＜經濟情勢評論＞ 第二

卷第四期，pp.16-24。 

畢竟國土之所以要重新規劃，不只是要符合當地居民的生活及產業圈需求，要推

動國土重規畫，執行與評估、開發等，也都是「人」在運作，之後才是藉由電子

科技的資訊處理。 

 

 

第二節   行政區劃的劃分原則 
 
    本研究對行政區劃之劃分原則，主要係參考「行政區劃法草案」，並

依指導教授之指導，整理出比較具通則性之劃分原則，加以分析之。 

 
壹、人口原則 
     

人口原則又稱為「穩定原則」，行政區劃首要考量就是人口原則，基

組織配置 

權責職務 資訊處理 

人 制度體系 ．計畫體系 
．領導階層 
．推動依據 
．工作層級 

．執行與推動 
．培訓與開發 
．交易與評估 

．決策依據 
．規格化 
．常態行為 
．資料庫 

．差異與分類 
．執行工具 
．部門差異 

．人力劃分 
．部門分工 
．結構配置 
．權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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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資源有限，需求無窮的因素，若一狹小地區卻有過多人口，容易降低生

活品質，造成如空氣、水、噪音等污染、垃圾處理、交通擁塞、綠地空間

不夠等問題；相反的，要是一個幅員廣大之地區，人口卻嚴重不足，則可

能導致資源浪費、行政管理成本增加等不符合「管理經濟」效益之可能性。 

    臺灣都市人口密度偏高，如高雄市及臺北市竟多達每平方公里 9,848

人、9,648 人，其他省轄市亦多達每平方公里三、四千人以上，其環境品

質之不佳殆無可置疑（行政院主計處）。另外，臺灣西部縣份之人口密度

雖低於都會地區，但仍高出東部縣份許多；如西部縣份人口密度最低的南

投縣（131 人/平方公里），仍高於東部花蓮（75 人/平方公里）、臺東（68

人/平方公里）二縣許多，足見不但南北人口為分布雙峰，而且東西人口分

布亦極為不均（紀俊臣，2006：11）。足見臺灣行政區劃在人口原則方面，

掌握的並沒有很好，導致人口分布不甚平均，這可能會影響行政區的資源

分配平衡，不可不慎。曾有人主張，由自古以來的實證經驗可知，行政區

劃分時，都是以人口為主，面積為輔。至其比重，以面積占 10∼20％，人

口占 80∼90％，最能兼顧面積與人口的均衡（劉道義，1999：21），似可

供思維參考。 

 

貳、歷史原則 

     

行政區劃須尊重各地區之歷史發展脈落。臺灣本島之行政區劃始於明

鄭時代4，在此之前的荷據時期，臺灣被分為北部集會區（臺南以北）、南

部集會區（臺南以南）、淡水地方、卑南覓（臺東）四區；而佔據北部的

西班牙人，則以雞籠（基隆）、淡水為中心，擴展其殖民地而未果。雖然，

                                                 
4 宋（北宋，九六○年智一一二六年；南宋，一一二七年智一二七九年）、元（一二八○年至伊
三六七年）、明（一三六八年智一六四四年；南明，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六一年，南明永歷十五年，
即清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延平王昭討大將軍晉潮王國姓成功? 軍「進平臺灣」，自是臺灣
結束「荷據時期」，進入明鄭時代，故將南明下限定於一六六一年）之臺灣行政區劃，所述者全
係澎湖，而無未涉及臺灣本島（鄭喜夫，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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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不足以為行政區劃（王世慶，1970：20）。到南明永歷十五年五月，鄭

成功率師登臺後，將全臺（不含澎湖）總地名「東番」改為「東都明京」，

並正式建置郡縣，設承天府，置府尹，轄天興、萬年兩縣。至清朝的臺灣

行政區劃，大致可分為建省前與建省後兩時期，說明如下： 

（一）建省以前 

第一階段：從康熙二十三年起，到康西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止，設一 

          府三縣：即臺灣府，並設臺灣、鳳山及諸羅三縣。 

第二階段：從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起，到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 

          止，初為一府四縣二廳：即臺灣府，臺灣、鳳山、諸羅及彰化 

          四縣，淡水、澎湖二廳。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年）起增為一 

          府四縣三廳 

第三階段：設二府八縣四廳：此即臺北府、臺灣府、臺灣、宜蘭、淡水、 

新竹、彰化、嘉義、鳳山、恆春等八縣，基隆、埔裏社、澎湖 

及卑南等四廳。 

（二）建省以後 

     臺灣於光緒十一年建省，光緒十二年，劉銘傳來臺灣履任巡撫，隨

之於次年將台灣改設為三府一直隸州十一縣四廳，如表 2-1 所示。 

     到日據時期，臺灣行政區域曾有多達十次之變動，其改制曾由「三

縣一廳」變成「二十廳」，再轉為「五洲三廳」，似乎突顯日本總督府有一

深度經營台灣的政治企圖（江大樹，2001：398-399）。至於，國民黨政府

遷臺後，則長期維持「二省（臺灣、福建）二市（臺北、高雄）」行政區

劃架構。 

    過去為維繫政治體制或貫徹政治主張5，對於行之有年的舊行政區，除

                                                 
5 如過去執政當局為扮演「中國體制」的政治主張，保留與中央政府實際統治區幾乎完全重疊的
「臺灣省」；又如，面積、人口雖只有中國各省平均數的三十分之ㄧ、六分之ㄧ的香港，因體制
上已自成一格，故於併入中國時，不因其規模太小而調整行政區，是歷史因素，也是政治因素（劉
道義，19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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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舊行政區界線非常不合理；否則大多照既有的行政區依循下去，頂多針

對局部微調，對於有特殊地位的行政區，因須依循該行政區以往相承的固

有區域，而維持其原狀不加以變動，皆為考慮歷史傳統因素之故。 
                               
                                                   康熙二十三年至光緒二十一年 
              表 2-1 清代台灣行政區域建制沿革  西元一六八四年至一八九五年 

 

康熙二十三年 
（西元一六八四年） 

雍正元年 
（西元一七二三年） 

嘉慶十七年 
（西元一八七五年） 

光緒元年 
（西元一八七五年） 

光緒十三年 
（西元一八八七年） 

建省以前 建省以後 
 
臺      諸羅縣 
         
 
 
 
 
 
 
 
灣      臺灣縣 
      
 
 
 
 
 
 
 
府      鳳山縣 
 
 
 
 

 
臺     淡水廳 
   （雍正九年改制） 

 
 
 
       彰化廳 
   
 
       諸羅縣 
灣 
 
      臺灣縣 
 
 
       鳳山縣 
 
 
 
府      澎湖廳 
   （雍正五年增設） 

 
臺    葛瑪蘭廳 
 
 
        淡水廳 
 
 
        彰化縣 
 
 
灣      嘉義縣 
  
 
       臺灣縣 
    
 
       鳳山縣 
 
 
府      澎湖廳 

 
臺      宜蘭廳 
        基隆廳
北      淡水縣 
        新竹縣 
府 
 
 
臺      彰化縣 
      埔里社廳 
       嘉義縣 
灣      臺灣縣 
       鳳山縣 
       恆春縣 
       澎湖廳 
府      卑南廳 

 
臺     宜蘭縣 
     基龍廳 
北     淡水縣 
     新竹縣 
府     南雅廳 
 （光緒十二年增設） 
 
臺     苗栗縣 
     臺灣縣 
灣     彰化縣 
      埔里社廳 
府     雲林縣 
 
臺      嘉義縣 
       安平縣 
南      鳳山縣 
       恆春縣 
府      澎湖廳 
 
臺東直隸州 
 

一府三縣 一府四縣二廳 一府四縣三廳 二府八縣四廳 三府一直隸州
十一縣四廳 

資料來源：鄭喜夫（1999）。 
 

   高雄市乃南臺灣重鎮，十大建設與十二項建設的推行，使高雄市成為重

工業的根據地，人口也不斷由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光復初期的十三萬餘人，

成長到民國六十五年百萬市民誕生，不論在人口、經濟及文化上，皆臻成

熟，乃有升格為直轄市之籌備，1979年合併高雄縣小港鄉後，升格為直轄

市。當初考量鳳山市乃高雄縣治所在，為全縣政治、文化、經濟中心，若

將鳳山市併入，縣政府勢必另尋他處，影響高雄縣之縣政；毗鄰的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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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等十九個鄉鎮雖已和高雄市形成緊密的生活圈，但考量改變過大，所

以即使當時鳳山區和岡山區，已和高雄市逐漸形成生活圈及產業圈，卻仍

未予以合併。高雄市及高雄縣原係高雄州之ㄧ部，以歷史角度來看，兩者

合併似無疑義，過去由於未能以長遠發展為考量重點，而導致高雄市目前

面臨腹地不足，發展受阻，高雄縣也未能將縣內風景秀麗的觀光優勢適度

利用。 

 

參、地理原則 
    

層級是行政區間關係的體現，而幅員、邊界、地理區域和地理位置則

是行政區自身的要素（周振鶴，1998：74）。除人口和歷史因素外，行政

區劃還得考慮到地理原則。若一地區之高山或無法耕作之貧脊之地面積過

大，容易造成地理資源無法平均分配、有效利用，而且容易形成人口分布

不均，導致人口密度差異過大，區域與區域間之「夥伴關係」則無由建立。 

    臺灣行政區域劃分自從 1967年 7月 1日，臺北市升格為直轄市，次年

合併鄰近臺北市之臺北縣六鄉鎮；1979年高雄市升格為直轄市，併入鄰近

高雄市之高雄縣小港鄉；1982年 7月 1日，新竹市及嘉義市升格為省轄市，

新竹市併入鄰近新竹市之新竹縣香山鄉，致行政區域略有調整外，迄今已

五十六年未曾調整過。面對臺灣人口不斷成長、經濟環境不斷變遷，而導

致生態環境改變，雖然久未經調整符合穩定原則，卻面臨許多問題，諸如：

臺北市面積雖有 271.7997平方公里，身居中華民國之首都位置，為國家政

治、經濟、文化中樞，但面積僅占國土面積 0.7548％，且這 0.7548％中尚

有 50％係陽明山不易開發山地（紀俊臣，2006）。如此之劃分未考量到地

理原則，結果導致人口過分集中，人口密度竟高達每平方公里 9,648.55人

6。未考量地理環境而導致人口密度過高，遂將使得行政區域的人民生活品

                                                 
6 該統計資料來自於行政院主計處網站，是民國 93年之統計數字，紀俊臣甚至認為目前事實上
可能已高達每平方公里 18,000人。（紀俊臣，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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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降低，而導致愈來愈不適合人居住。 

    行政區劃對於地理原則應「順勢而為」、「山川形便」，順著山和水的

走向劃分，以天然山川河流為行政區劃的邊界，使行政區劃與自然地理一

致，這麼一來，將可使的行政區域間的溝通往來更加沒有障礙，所謂「州

郡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正表明山川對於行政區的重要標誌作用；

尤其在高山大川兩邊的地域，往往具有不同的地貌、氣候和土壤，形成不

同類型的歷史文化、風俗民情（周振鶴，1998：113）。因此，，採用「山

川形便」、「順勢而為」的劃分原則，將能融合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否則

倘若因為地理因素，而將一塊完整的行政區域分割破碎，不但使居民無所

適從，對於地方政府之治理更形難為，資源整合也愈形不易，恐有造成地

方競爭力無法提升的窘境。 

     

肆、 交通原則 
    

 隨著交通科技的進步，世界連結迅速，地球村儼然成形，臺灣也逐漸

往「一日生活圈」的目標邁進，中二高串連起中部地區的交通、第三高速

公路疏散了中山高的擁擠和堵塞、臺北捷運把臺北市各區以及鄰近臺北市

之臺北縣（鄉、鎮、市）、興建中的高雄捷運未來也將會把高雄市和緊鄰

高雄市之高雄縣（鄉、鎮、市），羅織成一關係緊密、息息相關的生活圈，

甚至形成一都會區，彼此休戚相關，居住其間的人民，不論就學、就業等，

早已因為交通的開展，而更形密切；仍在興建的臺灣高速鐵路，加上舊有

的南迴、北迴鐵路，飛機與海洋航線，臺灣本島的交通網絡密集且便捷，

東、西、南、北方向的區域結合以及都市與都市之間的整合問題將更為突

顯。在中心都市的郊區，都是以中心都市為集散與交通中心，為連繫上的

方便，自以劃為同一行政區為佳。如屏東平原以屏東市為交通中心，臺東

縱谷南段以臺東市，北段以花蓮市為交通中心，應以劃為同一行政區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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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道義，1997：13）。 

 

伍、經濟原則 
     

臺灣自從六零年代經濟起飛以來，經濟可謂臺灣如此彈丸小島之命

脈，從過去的十大建設，完成了中山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北迴鐵路、

中正國際機場、臺中港、蘇澳港、大鋼鐵廠（中國鋼鐵廠）、大造船廠（中

國造船廠）、石油化學工業及核能發電廠，奠定了臺灣經濟極速起飛的基

礎，直到目前陳水扁政府於 92年 11月 26日行政院第 2867次會議所提出

的「新十大建設」，並於 93.6.23由陳總統公布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

後，逐年編列特別預算推動，可以看出經濟之於臺灣，猶如水之於魚，不

可或缺。其實不單只臺灣，世界各國皆著重於經濟發展；尤以美國為代表，

美國總統甚至可能因為經濟政策沒做好，而喪失執政權，可見一班。 

    行政區的劃分若能與地方建設之需要配合，則地方建設之協調與實施

必更方便，特別是大都會的捷運系統、防洪措施、公共給水、垃圾處理等

問題最為顯著（劉道義，1999：13）。若地方建設做的好，則失業人口會

降低，就業市場會活絡，房市也可能因交通的便捷而節節高漲，國家整體

經濟便會繁榮，不過由於行政區久未重新劃分，造成地方建設因分屬兩個

或兩個以上不同行政區域，而產生建設經費分攤之爭議，如：大臺北與大

高雄捷運系統，因分屬不同行政區，不論是路線規劃或建設經費等，皆引

起不少爭議；臺北市的飲水來自臺北縣之翡翠水庫、高雄市之飲水來自高

雄縣之阿公店水庫、大都市面積太小，致垃圾焚化爐無處可建等，這些問

題；若在同一行政區域內，則問題爭議可能比較容易解決。 

    臺灣自 1970 年代以來的發展，在全球化衝擊影響下，隨著跨國經濟

網絡連結的深化發展，不斷地整合到世界經濟系統中，成為一個愈來愈重

要的經濟體，並與之同步演化。這當中影響臺灣區域經濟專業與分工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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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個發展，就是「生產鏈」的形成與發展。它的發展最後形構產業經

濟發展的空間互動網絡關係，連帶加深台灣都會區經濟的專業分工關係，

進而促成臺灣地區「產業圈」形成與發展（Chou，1999）。依產業圈觀念，

臺灣地方經濟主要可分成： 

（1）北部產業圈：含基隆市、臺北縣市、桃園縣、新竹縣市； 

（2）中部產業圈：含臺中縣市、彰化縣； 

（3）南部產業圈：含臺南縣市、高雄縣市； 

（4）其他產業邊陲縣市：1.含北部邊陲區域：宜蘭縣； 

2.中部邊陲區域：含苗栗縣、南投縣、雲林縣；

3.南部邊陲區域：含嘉義縣市、屏東縣、澎湖縣； 

4.東部邊陲區域：含花蓮縣及臺東縣。 

臺灣產業經濟流動連結關係中，北、中、南三大產業圈的內部流動連結最

大，本質上流動的範圍不會超出各區域核心都市與周邊衛星市鎮所形成的

網絡城市區域（networked-city region）外，藉由電信技術與資訊的進步，

及交通便利的有利因素，未來以三大產業圈為範圍的跨縣市之網絡城市區

域發展，將對臺灣總體經濟發展之榮枯，有深遠影響（Marshall et 

al.,1990:1338；Hall,1999；周志龍 2001：162~165），在全球化的產業圈觀

念下，行政區劃過去僅以生活圈為考量的模式，必定須多加入產業圈這不

可或缺的考量因素，始能永續規劃且提升國家競爭力。 

 

陸、 文化原則 

     

行政區劃必須尊重區域特性、歷史性及傳統性文化。臺灣由於地理位

置特別，島上族群組成及不同的時代背景差異頗大，若不尊重各族群不同

的文化和傳統，而以某一族群文化獨尊的霸權心態，抹煞其他不同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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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貿然予以行政區劃，恐怕將導致臺灣各個族群不同文化之美喪失，

也容易引起民怨。古代秦始皇為防範外族入侵，而大舉修建長城，即是以

文化為著眼點，作為行政區域的劃分標準，包括：宗教、語言、生活習慣

及族群關係等，歷史文化為過去自然形成鄉鎮巨禍之重要因素之一，雖然

目前臺灣各地資訊流通、工商業發達、交通便利、居住環境的遷移與融合

已不如過往般困難，居民對於自己的自然歷史文化觀念已漸漸淡薄，但其

多少仍影響地方人民的情感與團結（席代麟，2005），不可完全忽視不予

考慮，行政區域的調整與合併，不可將地方歷史文化因素排除考量外；否

則將不利於未來地方發展。如若將桃、竹、苗地區予以合併，由於這三縣

境內客家族群居多，合併阻力會較小；而高雄縣、市的合併也須考量到文

化因素，高雄縣內桃園、茂林、三民等較內陸鄉鎮，多原住民分布，似可

考量建置原住民自治區，這些都是以文化為著眼點來做區劃。 

 

柒、都會原則 

    

臺灣經過多年建設，從農業社會踏入現代化的工商業社會，更創造令

世界驚奇的臺灣奇蹟，這使臺灣都市化腳步加快，如同世界各國都市發展

趨勢一般，都市人口先是集中化（centralization），然後又產生分散化

（decentralization）的現象，而產生衛星都市，進而形成更大的都市區域

（urban area），即一般所稱的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area or metropolis）在

這樣的發展趨勢之下，五十六年前所劃定的行政區域，已逐漸和鄰近的行

政區域產生聯繫，造成許多衛星都市的出現，居民間的生活早已密不可

分，例如：大臺北都會區，早就跨出臺北市，及於臺北縣、甚至基隆市；

而高雄市也早就和毗鄰的高雄縣，產生許多衛星都市、新市鎮，生活圈早

就不限於既定的行政區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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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自民國 68年發布實施以來，中間雖於 1997年

檢討修正，但都市體系及生活圈的發展構想，卻一直是區域發展規劃一個

政策重點（經建會 1980,1997）；意即臺灣地區綜何開發計畫，臺灣的區域

發展理論與規劃政策，主要就在都市體系及生活圈的建構與規劃上（周志

龍，2003）。由此可見，行政區劃必須依照都市體系與都市生活圈作為基

準，以大都市為中心，鄰近休戚相關的縣市、城鎮，都劃分成為一完整的

行政區，期望能促進鄉土文化、地方經濟及產業流動間的融合，最後形成

一大都會，以達到資源共享，互惠互利、相互提升的境界。 

    在新世紀中，經濟全球化帶動城市與區域競爭之格局，而工業化與資

本市場之發展，則形成都會化之趨勢。因此，行政區劃必須考慮都會區合

理的治理範疇，以及台灣之區域平衡發展。例如，如欲透過行政區劃建構

一個國際級都市，必須在其幅員內納入港口、機場、腹地、水源與垃圾處

理用地，務期使台灣都市具備國際競爭能力（陳華昇，2002）。 

    蓋臺灣西部有三大主要都市，臺北、高雄和臺中，臺北和高雄分別為

直轄市，行政和財政資源都較鄰近縣市都要來的豐沛，而臺中市則對於中

臺灣的區域發展扮演的主導的角色，但臺北市面積為 271.7997平方公里，

高雄市面積為 153.59平方公里，分別占中華民國面積 36,006.18平方公里

的 0.7548％、0.4265％，臺中市面積則僅有 163.4256平方公里，比起其他

鄰近的縣市，這些扮演著火車頭角色的都市實嫌太小，且和鄰近縣市的面

基差異懸殊過大，這恐怕會造成資源互補上欠缺誘因，且對於其與鄰近縣

市的腹地互動關係，容易因欠缺法制化之跨域處理整合機制，而形成各自

為政的爭議或衝突，嚴重影響早已形成「都會區」（metropolitan area）之

政經發展（紀俊臣，2006），有鑑於如此深遠的影響，行政區劃規劃過程

必須著眼於都會區發展之未來遠景，以都會區之長遠發展和未來腹地擴充

能力，作為決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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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政治原則 
 

    每個國家的行政區劃架構，通常係考量該國政權在特定接端的主要運

作目標，這種政權考量經常必須兼顧國內、外的政經局勢，如國民黨政府

遷臺後，長期維持二省（臺灣、福建）二市（臺北、高雄）行政區劃架構，

雖然非常不符合組織管理的「控制幅度」原則，背後卻有統治正當性的特

殊考量。直到臺灣省長與中華民國總統接連開放民選之後，方才引爆「葉

爾欽效應」，而改採省虛級化的精簡模式（江大樹，2005）；面積、人口只

有中國各省平均數之三十分之ㄧ、六分之ㄧ的香港，能於併入中國後，不

因其規模太小而調整行政區，反使用自成一格之體制－「一國兩制」，除

歷史因素外，大部分也是基於政治目的。上述例子都能看出，行政區劃其

實是政治角力所產出的結果。  

    過去政府政策執行常有失敗或不盡圓滿的事例，查其原因固然有外在

因素阻礙，但規劃不周延，完全政治考量亦不容粉飾（紀俊臣，2002）。

世界各國的行政區劃體制運作，大多依循歷史傳統、自然地形、國防需要、

公共工程建設、都會或區域整合等各種因素，進行專業的考量，但由於行

政區劃所涉之範圍廣大，牽涉之人、事、時、地眾多且繁雜，牽扯之政治

利益和地方政治派系之政治版圖甚大，不可不排除「政治」力量，在行政

區劃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行政區劃過程中，首要考量便是降低對政

治生態的衝擊，除獲得人民的支持與配合外，最好能獲得地方派系、利益

團體等地方特殊政治生態產物的配合。如此一來，方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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