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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空间规划体系构建是国家指导空间布局的系统性

前提。本文系统梳理台湾地区空间规划体系的几次重大

变动，重点解析其中体系改革和体系构建两阶段法律体

系、层级体系和空间管制的转变趋势。研究指出，二战

后台湾地区的空间规划发展是从建设空间向全域空间、

从城乡分治向城乡统筹进行的全盘整合过程，表现为城

市规划—区域规划—“国土”规划的循序发展。最后，

文章基于台湾地区经验，从观念树立、法理保障、体系

完善三方面对大陆深化空间规划改革提出建议。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s 
a systematic premise for the government to guide the spatial 
layout. This paper sorts out several major changes in th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n Taiwan,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egal system, hierarchical system, and spatial control 
trends in two periods.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spatial 
planning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aiwan since the 1950s is a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from construction space to global 
space, from separating governance to coordinating governanc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t means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from urban plan, regional plan, to “territorial” planning. Finally, 
to deepen the spatial planning reform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lessons of 
Taiwan’s experience, including concept establishment, legal 
protection, and system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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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空间规划体系，实属规范国土和区域开发、落实城市管理的重要手

段和空间机制，与人类生活质量、居住环境的塑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是国家指导国土空间布局、保障空间治理机制有效

运行的必然要求 [2]。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内外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

的变化，台湾地区的空间规划体系经历几次重大转变，妥善地因应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刺激了台湾地区城市与区域的发展。当下，大

陆正在推动空间规划改革，通过对台湾地区规划体系的转变脉络和经验

进行探究，可以为大陆深化空间规划改革提供借鉴，同时为深化两岸交

流合作、加快推进两岸统一进程提供重要的机制研究。

目前两岸学者对台湾地区最新改革的空间规划体系的研究较少。大

陆学者对台湾地区空间规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更新、城市设计、社

区营造、规划参与等方面，对空间规划体系，特别是台湾地区“国土规

划法”“台湾地区国土规划”公告实施后的规划政策和规划体系研究鲜

少涉及。顾朝林在《多规融合的空间规划》一书中，从空间规划、建设

用地规划、非建设用地规划等方面对台湾地区空间规划体系进行介绍 [3]。

蔡玉梅等在《中国土地》发表《台湾地区空间规划体系的演变及启示》，

总结了台湾地区的空间规划体系演变特点 [4]。台湾地区学者对于其空间

规划体系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规划制度、法规体系两个方面：规划

制度研究集中在行政体制和政策制度变迁 [1,5-10] ；法规体系研究以对城市

规划法、区域规划法、“国土规划法”的编制修订、体系完善和实施检

讨研究为主 [11-15]。近年来，虽然对于“国土”规划的官方民间讨论不少，

但是研究文献并不多。因此，有必要对台湾地区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和

构建做一个全面系统的梳理。

本文以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台湾地区空间规划体制与法

律”课程学习为基础，以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市县国土空间

规划科研课题”研究为支撑，通过整理分析相关政策文件和研究文献，

重点梳理台湾地区从基于城市规划，到基于区域规划，再到基于“国土”

规划的几次重大空间规划体系转变；并以“区域”和“国土”两个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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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为重点，探究其转变的脉络和经验特点；然后结合大陆

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现状，提出深化改革和体系完善的建议。

1  台湾地区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

空间规划是一种支配性的语意系统，是国家权力的重要

实现手段，在近代殖民地控制和经济掠夺中扮演了关键的角

色。日据时期（1895—1945 年），为服务日本经济和战争需

求，殖民者建立市区规划制度，赋予“地方政府”强制“改

正”市区的权力，也赋予地方警察管制城市的权力，开启了

台湾地区的空间规划篇章 [6]。台湾地区光复后，国民党政府

沿用了日据时期的空间规划制度，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沿用

殖民时期留下的空间规划体系。本文以两次重大空间规划法

律颁布为界，将二战后台湾地区的空间规划体系发展分为三

个阶段。

1.1  体系雏形 ：1945—1973 年的城市规划体系
二战后初期，国民党政府沿用日据时期颁行的“城市

规划法”及其实施细则。此阶段台湾地区的主要背景是大量

移民涌入，主要城市出现大批违建，日据时期的城市规划瘫

痪。政府重视与军事疏散和违建拆除相关的规划，其他规划

管制较为消极。1960 年代，台湾地区开始发展出口导向工业。

在缺乏城市规划管理的情况下，农地改革、经济建设规划推

行，农村工业化使得工厂沿主要交通干线带状、跳跃式兴建，

工农用地交错，严重破坏了生活环境品质 [7]。为适应工业发

展需要，“城市规划法”先后于 1964 年、1973 年进行了两

次修订，形成以区域规划、市镇规划、乡街规划和特定区规

划为核心的城市规划体系（图 1）。
至此，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主要服务于工业发展需要，

各级法定和非法定规划的开展使得空间规划体系完整化，形

成了二战后台湾地区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雏形。综观而言，

这个阶段的空间规划和土地管制仍以经济发展、市场机能

优先为导向，欠缺空间整体规划，导致土地利用失当和无

序发展 [17]。 

1.2  体系改革 ：1974—2015 年的区域规划体系
1970 年—1980 年代，台湾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史无前

例地发展。经济腾飞的同时，其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区域发

展严重失衡。城市规划体系无法进行跨越城市层级的区域土

地利用管制，因此开始着手进行空间规划体系改革。1974 年，

台湾地区颁布了“区域规划法”，开始对非城市土地利用进

行管制，与“城市规划法”分立而治，形成城乡开发二元制

度 [10,17]，区域规划正式成为城市规划的上位规划，区域规划

体系形成（图 2）。
鉴于区域发展差距加大、土地利用与农地保护竞争加剧、

公用设施建设滞后、生活环境恶化初现等弊端，1979 年，“经

济建设委员会”制定“台湾地区综合开发规划”，作为最高

的空间发展指导规划 [18]。1985 年开始，各大“国家”公园相

继设立，并制定了“国家公园规划”。1987 年起，引入欧美

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由“内政部”的“营建署”指导，原

省政府协助县（市）政府逐年分区拟定各县（市）综合发展

规划。为重塑竞争力，建设亚太营运中心，解决环境问题，“经

济建设委员会”于 1996 年制定“国土综合开发规划”，2010
年核定“国土空间发展策略规划”，成为空间规划体系中的

最高层级规划。

至此，在“区域规划法”、台湾地区综合开发规划、“国

土”综合开发规划和“国土”空间发展策略规划下逐渐形成

四级规划体系结构（图 3），更加全面的空间规划体系开始

构建。然而，由于没有法定地位和明确的主管机关，综合开

发规划充其量只是各部门规划的汇编而非“国土”规划，偏

重经济发展规划而非实质建设，以至于一直无法有效引导和

规范各种开发和建设时序 [19]。

1.3  体系构建 ：2016 年至今的“国土”规划体系
“国土”规划体系的改革构建始于 1993 年“国土综合开

发规划法”的探索编制。1990 年代，台湾地区开始向后工

业化时期过渡，土地资源分配与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升不

图 1  二战后初期台湾地区城市规划体系

1960 年代：1964 年“城市规划法”第一次修订

城市规划

乡街规划市镇规划区域规划 特定区规划
图例

法定规划

图 2  1970 年—1980 年代的台湾地区区域规划体系

图 3  1980 年代—2010 年代的台湾地区区域规划体系

特定区规划

台湾地区综合开发规划、“国土”综合开发规划、“国土”空间发展策略规划

1970 年代：1973 年“城市规划法”第二次修订，1974 年“区域规划法”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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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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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城市土地利用的管制



106  2020 Vol.35, No.2

规划研究 

同步、不平衡问题加剧，生态环境更是遭受严重破坏。经济

急速发展和快速城市化转向稳定发展，空间规划政策亦转向

保护和平衡发展。虽然“国土综合开发规划法”出台，但当

时其尚未完成“立法”，在缺乏法源的情况下，难以发挥实

质性的指导作用。

为配合“国土规划法”草案架构和改革需要，区域规划

转型为政策规划，2010 年“国土综合开发规划”改为“国

土空间发展策略规划”，2013 年“北、中、南、东部区域规

划”改为“台湾地区区域规划”。2016 年，经历了 20 余年

的“立法”过程，“国土规划法”公布实施，台湾地区及直

辖市、县（市）“国土”规划也开始进行编制。2018 年 4 月，

“台湾地区国土规划”公布实施。

至此，在“国土规划法”下逐渐形成三级规划体系结构

（图 4），“国土”规划体系完成改革构建，区域规划体系正

式瓦解。根据“国土规划法”规定，直辖市、县（市）主管

机关于 2020 年 5 月前公告实施直辖市、县（市）“国土”规

划，并于 2022 年 5 月前公告“国土”功能分区图，届时“区

域规划法”将废止停用。

从城市规划到区域规划，再到“国土”规划，台湾地区

在沿用日据时期空间规划制度和体系的基础上通过“立法”

推动了两次重大的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与构建，有效因应了不

同时期的国土空间保护和开发诉求。其中区域规划体系改革

和“国土”规划体系构建是台湾地区空间规划体系发展最重

要的空间改革经验，对其进行系统梳理能够为大陆空间规划

改革完善提供借鉴。

2  区域规划体系 ：“区域规划法”下的空间规划体系

区域规划体系自 1974 年“区域规划法”公告实施到

2016 年废止停用，影响了台湾地区近 40 年的规划管理和土

地管制。区域规划体系包括发展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

和非城市土地使用规划三个类别，分为台湾地区—区域—直

辖市、县（市）—城市四个层级，以部门规划、“国家”公园

规划等作为补充（图 3）。发展规划侧重战略性，区域规划侧

重协调性，城市规划和非城市地区土地利用规划侧重实施性。

2.1  发展规划
发展规划包括台湾地区发展规划以及直辖市、县（市）

综合发展规划两个层级。台湾地区发展规划是指导空间发

展的最高层级规划，包括台湾地区综合开发规划、“国土”

综合开发规划、“国土”空间发展策略规划三个时期的规划，

关系为后者取代前者。1979 年公告实施的台湾地区综合开

发规划将台湾地区分为北、中、南、东四个区域，并要求

分别制定指导空间发展的战略规划。1996 年公告实施的“国

土”综合开发规划提出“一心二轴三都会带”的空间架构，

并将台湾地区划分为 20 个地方生活圈。2010 年公告实施

的“国土”空间发展策略规划更加全面系统地进行了全域

空间的布局：地区层级提出三轴、海环、离岛的空间结构，

区域层级提出三大城市区域和东部区域，地方层级提出七

个区域生活圈和县（市）合作区域，对区域协调提出更加

具体的策略。

直辖市、县（市）综合发展规划是为了弥补区域规划与

城市规划间的脱节而编制的以县（市）完整辖区为范围的综

合发展规划。该规划针对区域规划的落实，同时提出地区发

展的具体策略，指导县（市）城市规划编制，体现了战略性

和协调性。

2.2  区域规划
区域规划是区域规划体系法定的上层规划，是基于地理、

人口、资源和经济活动等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关系而制定的

区域发展规划，用于指导城市规划和非城市土地利用规划，

侧重规划协调性。1982—1984 年间台湾地区公告实施了北、

中、南、东部四大区域规划。2009 年由于莫拉克风灾重创

台湾地区，当局紧急进行四个区域规划的检讨变更工作，于

2010 年合并四大区域规划为“台湾地区北、中、南、东部

区域规划（第二次通盘检讨）”，并于 2013 年改为“台湾地

区区域规划”。该规划将海域纳入规划范围，执行农地总量

管制，并制定了 18 种用地使用分区，实施更为严格的土地

使用管制，并提出了应对环境灾害的具体战略措施。

2.3  城市规划和非城市地区土地使用规划
区域规划体系下形成城乡分治的发展格局，包括城市规

划和非城市土地使用规划。城市规划以“城市规划法”为法

律基础，非城市土地使用规划以“区域规划法”“非城市土

地使用管制规则”为法律基础。

现行的城市规划包括市镇规划、乡街规划、特定区规划图 4  2010 年代台湾地区空间规划体系的转变

“区域规划法” “国土规划法”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

北部区域规划

中部区域规划

南部区域规划

东部区域规划

整合

新增

（无此规划）

台湾地区区域规划

直辖市、县（市）
区域规划

直辖市、县（市）
“国土”规划

参考
拟定

参考
拟定

台湾地区“国土”规划

“国土”综合开发规划、
“国土”空间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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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每类规划再细分为主要规划和细部规划。城市规划是

指导城市空间布局和土地管制的直接法定规划，其就范围内

的人口、土地使用、公共设施、交通系统、城市设计、城市

防灾和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等方面进行全面规划。截至 2015
年底，全台湾地区已发布实施 427 个城市规划，覆盖总面积

的 12.8%，城市规划区人口占总人口的 79.5%。

非城市地区土地使用规划根据“区域规划法”划分为 11
类使用分区，各种使用分区内再依据使用性质编定为建筑、

农牧、林业、古迹保存、生态保护、土地保安、殡葬、海域、

特定目的事业等 19 种用地。当中除“国家”公园区依据“国

家公园法”进行管制外，其余均依据非城市土地使用管制规

则进行管制。

2.4  补充规划
补充规划主要包括部门规划、单一实质建设规划和“国

家”公园规划。部门规划由地区各事业主管机关因应区域性

或特定目的事业需要进行编制，例如科学园区建设规划、高

速铁路建设规划、桃园航空城规划等。单一实质建设规划是

部门规划的落实，由各事业主管机关因应部门规划需要进行

编制，例如“经济部”或各县（市）的工业区开发规划。部

门规划和单一实质建设规划是非法定规划，但其规划内容可

纳入直辖市、县（市）综合发展规划和城市规划中。“国家”

公园规划是依据“国家公园法”进行编制的法定规划，目前

台湾地区共划定了垦丁、玉山、阳明山等 9 处“国家”公园。

3  “国土”规划体系 ：“国土规划法”下的空间规
划体系

“国土”规划体系在 2016 年“国土规划法”公布后正式

形成。“国土”规划体系包括“国土规划、城市规划”两个

类别，分为“台湾地区—直辖市、县（市）—城市”三个层

级（图 4）。“国土”规划的制定，延续了区域规划体系时期

的台湾地区综合开发规划等一系列非法定规划（图 5）。“国

土”规划从管理体系的简化、土地管制的转变、区域协调的

加强等方面进行改革完善，从法律政策上应对环境、经济和

社会三大挑战，强调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平衡下的“国土”

可持续发展。2018 年“台湾地区国土规划”公告实施，各

直辖市、县（市）“国土”规划正在加快编制。

3.1  管理体系简化
与大陆通过机构改革推动空间规划改革相似，台湾地区

在“国土规划法”的指导下，推动规划机构改革，实现规划

事权统一，简化规划管理层级。原本空间规划主管机构以“经

济建设委员会”（2014 年改组为“发展委员会”）和“内政

部”的“营建署”“地政司”等主导，以“环境保护署”“农

业委员会”和其他目的事业主管“部会”作为补充，涉及单

位众多，事权难以统一 [20]。2013 年开始，台湾地区以“内

政部”的“营建署”“地政司”为基础，整并“国土测绘中

心”“土地重划工程处”，改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①，形

成了统一的空间开发管理权（图 6）。“内政部国土管理署”

下辖“城乡发展分署”“国土重划分署”和“国土测绘中心”

等。空间规划管理机构由原来的“经济建设委员会”—“内

政部营建署”—“地方政府”三级管理体系简化为“内政部

国土署”—“地方政府”两级管理体系（图 7）。由“经济

建设委员会”改组的“发展委员会”不再直接作为空间规划

的直接管理机构，由“内政部营建署”改组的“内政部国土

署”成为空间规划的最高管理机构。

3.2  土地管制转变
“国土规划法”划分了“国土”保育地区、海洋资源地

区、农业发展地区、城乡发展地区共四大类 12 小类功能分区，

取代原“区域规划法”11 类用地分区，形成了更成熟的、刚

弹结合的土地管制方式（表 1）——通过转变土地取得方式、

提高管制层级来维护规划刚性，同时在功能分区划设和使用

管制方面预留了弹性。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划定了五类环境敏感区域，进行更

加严格的土地使用管制；划定了六类“国土”复育地区，实施

“国土”空间修复。同时，土地使用管制由“开发许可”制度

转变为“使用许可”制度。以往“区域规划法”下的土地开发

许可皆由开发者主动提出，进行使用分区变更，导致原区域规

划崩解。而当下“国土规划法”下的土地使用按照各功能分

区容许的使用规定办理，不会改变“国土”功能分区（表 2）。
土地使用许可不得改变功能分区、分类，建立起自上而下具有

刚性的规划控制。原本的开发许可由直辖市、县（市）进行审

批，管制层级在“地方政府”。现在的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的层级，

① 2018 年台湾地区《“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组织条例（草案）》已经颁布，但机构改革尚未全部完成。

图 5  台湾地区“国土”规划的演变

非法定规划

法定规划

1996 年：“国土”综合开发规划

2010 年：“国土”空间发展策略规划

2018 年：台湾地区“国土”规划

1979 年：台湾地区综合开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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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上升到“行政院”，“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及时更改“国

土”功能分区，只能按照分区进行使用许可审批。

考虑环境资源条件、土地利用现状、地方特性及发展需

求等因素，台湾地区赋予“地方政府”“国土”分区划定的

弹性。允许在符合“国土规划法”和“国土”功能分区划设

的原则下，予以划分其他必要分类，以适应土地使用管制。

同时，地方可根据资源特性，编制适合本地的土地管制规定，

表 1  土地使用分区转变

区域规划体系中的使分区 “国土”规划体系中的功能分区

分区种类 11 类 四大类 12 小类（“国土规划法”）

四大类 15 小类（台湾地区“国土”规划）

使用分区 森林区、河川区、“国家”公园区、山坡地保育区、风景区、特定

农业区、一般农业区、工业区、乡村区、特定专业区

“国土”保育地区、海洋资源地区、农业发展地区、城乡发展地区四大类及若

干小类

法律依据 “区域规划法”第 15 条：区域规划公告实施后非都市土地，应由有

关直辖市或县（市）政府，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区使用规划，制定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区图，并编定各种用地，报经上级主管机构核备后，

实施管制

“国土规划法”第 20 条：各功能分区及其分类的划设原则，划分为四大类 12 小类；

“台湾地区国土规划”功能分区中另外考量环境资源条件、土地利用现状、地

方特性及发展需求等因素，在符合第 20 条规定功能分区划定原则下，予以划

分其他必要分类，扩充为 15 小类，以适应土地使用管制

图 6  空间规划管理机构改革

以“营建署”“地政司”为基础，整并“国土测绘中心”“土地重划工程处”，改组“国土管理署”

现行空间规划主管机构 改革后空间规划主管机构

“国土”规划

“委员会”“委员会”

“部”“部” “内政部”“内政部”

“地政司”

“发展委员会”
（2014 年组建）

“经济建设委员会”
（2014 年解散）

“国土管理署”

“城乡发展分署”

“国土测绘中心”

“土地重划工程处”

“营建署”

“国土测绘中心”

“土地重划工程处”

“国土”发展策略规划

“国土”综合开发规划

台湾地区发展策略规划

从类空间规划转化为发展策略规划

直接指导 间接指导

图 7  空间规划管理层级简化

“区域规划法”之规划体系 “国土规划法”之规划体系

“国土”综合开发规划 台湾地区“国土”规划

“内政部国土署”

特定区域规划

都会区域规划

“经建会”

区域规划

“国家”公
园规划

“内政部营建署”

都会区规划

县（市）综合发展规划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国家”公
园土地

城市规划
土地

非城市
土地

（含“国家”公园）（含城市规划）

“国土”保
育地区

城乡发展
地区

农业发展
地区

海洋资源
地区

直辖市、县（市）
“国土”规划

法定规划

非法定规划

表 2  土地使用许可制度转变

区域规划体系中的许可制度 “国土”规划体系中的许可制度

法律依据 “区域规划法” “国土规划法”

许可机制 开发许可 使用许可

办理方式 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

办理单位 开发者 直辖市、县（市）政府

影响 任意变更使用分区导致规划崩解 按照规划进行使用，维持规划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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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请“内政部国土署”核定后实施因地制宜的土地使用管

制，赋予了“地方政府”土地管制的弹性。

3.3  区域协调加强
“国土规划法”因应全域“国土”管理、跨区域协调的

需求，确定了都会区域规划的法定地位，并将特定区规划从

城市空间范畴扩张到全域空间范畴。都会区域规划承自区域

规划体系中都会区规划，是配合区域特色和整体发展需要，

为加强跨域整合，达成资源互补、强化区域机能、提升竞争

力进行的规划编制，具有承上启下、区域协调的作用。特定

区域计划承自特定区规划，但其范围和内容不再仅仅是城乡

发展区域内，而是拓展至全域内具有特殊自然、经济、文化

或其他性质的区域，实施整体的规划。“国土”规划体系加

强了跨区域的合作与协调。

4  台湾地区空间规划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空间规划体系是社会经济发展体系的空间载体，空间规

划体系的构建和调整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必要举措。

二战后台湾地区的空间规划改革构建表现为城市规划—区域

规划—“国土”规划的循序发展、全盘整合的过程。通过“立

法”保障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建立统一的空间管理机构，简

化空间规划层级，建立更严格的土地管制，台湾地区推进了

空间规划体系的完善构建，对大陆深化空间规划改革极具借

鉴意义。

4.1  发展经验
台湾地区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演进从法律体系、机构体

系、规划体系、管制体系四个层面进行，实现了从建设空间

向全域空间、城乡分治向城乡统筹的完善过程（图 8）。二

战后初期的“城乡规划法”顺应了工业发展和城镇管理的需

要，由“经济建设委员会”主导，“内政部”的“地政司”“营

建署”等协助，关注单一的城镇建设空间。1974 年“区域

规划法”公布后，广大的乡村地区被纳入规划管制，空间规

划扩展至全域空间，形成了四级空间规划体系。采用城乡二

元的管制方式，分别以城市规划和非城市地区城市使用规划

进行管制，主管机构仍由“经济建设委员会”主导，“内政

部”的“地政司”“营建署”等协助。2016 年“国土规划法”

采用统一功能分区方法，由“内政部国土署”统一行使空间

权力，“发展委员会”协助指导，形成三级全域的空间规划

体系，实现了城乡一体管制。总体而言，台湾地区的空间规

划改革，从建设空间向全域空间拓展，从城乡分治向城乡统

筹转变，通过空间规划“立法”、管理权力统一、规划层级

简化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有效管治。

4.2  启示
（1）观念树立：建立保护与开发平衡的自然资源观。为

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矛盾以及日益严峻的自

然灾害，台湾地区逐步建立起全局系统的自然资源观。将“国

土”可持续和环境安全目标置于经济发展和城乡发展目标之

前，重点提出气候变迁调适策略和防灾策略，划定生态敏感

地区和“国土”复育促进地区。同时，通过“国土”功能分

区使用许可制度，强化对土地的保护与管制，有效规避了“地

方政府”随意开发、陷入土地财政成长模式。长期以来，大

陆各级政府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更加注重对自然资源的开

发，轻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造

成了巨大的压力。随着自然资源部的成立，大陆的空间规划

从过去注重开发的空间管理模式进入注重保护与开发平衡的

全新阶段 [21]。借鉴台湾地区经验，可以通过形成严格的、法

定的土地用途管制分区，提高土地管制层级，划定环境敏感

区和国土复育区，统筹自然资源的保护、开发和配置。

（2）法理保障：加快推进构建空间规划法规体系。空间

规划体系的形成是实践不断探索和完善的漫长过程，相关法

图 8  台湾地区空间规划体系演进

2016 年至今

“国土”规划体系

区域规划体系

城市规划体系

1974—2015 年

1945—1973 年

法律体系 机构体系 规划体系 管制体系

使用许可

开发许可

开发许可

“城市规划法”

“城市规划法”

“城市规划法”

“区域规划法”

“国土规划法”

“经济建设委员会”

“发展委员会”

“经济建设委员会”

“内政部国土署”

一级：城市规划

三级全域“国土”空间法定规划

三级：全域“国土”规划、直

辖市与市（县）“国土”规划、

城市规划

四级：全域综合规划、区域规划、

市县综合开发规划、城市规划

和非城市地区土地使用规划

“内政部营建署”“地政

司”“测绘中心”“土地重划

工程处”

“内政部地政司”“营建司”等

扩展至全域空间，仅有两级法定

仅有建设空间内有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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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的制定是空间体系构建和完善的基础和制度保障。构

建空间规划体系，需要制定、修改甚至废止相关的空间规划

法律法规，赋予各层次空间规划相应的法定地位 [22]。台湾地

区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和有效运行，在于通过“法律法规”

明确各类空间规划的规划内容、管理要素和管理主体。当下，

大陆已经成立自然资源部，国务院、各部委、各级政府部门

以及各学术团体从自身的职能、经验出发，在空间规划体系

的构建方面也已经积累不少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相应规划

法尚未制定，使得空间规划体系尚未完全成型 [23]。台湾地区

废止“区域规划法”，制定“国土规划法”，形成“国土规划

法”—“城市规划法”的空间规划法规体系，可为大陆的空

间规划立法提供一条可借鉴的路径。未来大陆可以通过废止、

吸纳整合《土地管理法》为新的《国土空间规划法》所用，

并修订《城乡规划法》，形成“国土空间规划法—城乡规划

法”的空间规划法规体系。

（3）体系完善：明确各级事权，完善空间规划运行体系。

构建空间规划体系是整合空间规划、保障空间治理机制有效

运行的必然要求，是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

化水平的重要手段 [24]。从台湾地区经验来看，此次空间规划

体系改革将分散在各部门的空间用途管制职责逐步统一，形

成了统一的空间开发管理权，保证了“自上而下”的管制刚

性。同时又在空间功能分区、“国土”复育地区划定方面赋

予了地方“自下而上”的管制弹性。虽然当下大陆持续推进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形成了统一的规划管理部门——中央的

自然资源部、地方的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建立起了自上而下、

垂直型的空间规划体系——国家、省、市（县）、镇、乡五

级联控型的空间规划体系，通过加强国家控制和预先分配土

地开发权（指标和底线控制）来保证空间治理的有效施行，

保持发展的稳定性，但“自下而上”的地方和市场的空间发

展自主权尚未明确。未来应该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在探索实

践中不断明确地方在土地开发管理上的自主弹性，以推动形

成刚弹结合、行之有效的空间规划。

对于现阶段的大陆而言，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并非简

单地合并编制一些规划，也并非简单的规划编制创新或技术

探索，而是一项艰巨的改革重任。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应该

以保护与开发平衡的自然资源观为指导，加快探索、制定

和颁布空间规划法律法规，构建统一而具有弹性的空间规 

划体系。

注：文中行文、参考文献中的用词表述根据对台用语规范

进行了相应调整，文中“国土”指台湾地区，各个机构部门指

台湾当局的部门，“规划”表述同“计划”表述。另外，文中

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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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研究院“深规院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科研课题”负责人吴晓

莉总规划师，以及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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