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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規割機關組織體系之探討*

陳麗紅叫凌韻生叫

Study on The Organisation Systems of the Planning
Departments in Britain

by
Lih-Horng Chen Yunn-Sheng Ling

總要

在行政的領城樓，計囊能否有效執行，組織為主要的關鍵。就土地使賠纜車y與管制而富，規蓋自l撥掰純鐵結構與設計

能否與繞劉內容有適當的聯結，員u攸關計葷的目標能否達成。

英國自 1 947年課時發許司的方式為管制的工具，自施行以來成效良好。而聞發許可的准駁除了必須有法定的計畫做

為依據之外，規懿支管機關裁最權約行使也是重要的鶴鍵之一，區比計重重體系、燒割機鞠組織關系與聞發管制的工具乃

形成一個密不可分的連結艘，其中規勸機瞬組織尤為寶玉免費十鑫目標與執行管制工具的主髓。

本文的目的檢希望先對組織的溼念作探討外，互T、希望透過英割開發管制背景的演變、規劃機隊綴鐵結構萄與動態菌

的分析，能夠對規創主管機關的角色、組織結構、功能與運作有深入的綠解。

ABSTRACl‘
In the realm of administration,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pI叩sm訕訕y hinges upon organization. In the planning

and control of land use, for instance , whether the structure and 益esign put forth by the planning agency have suitable con
nec tIons wl血 the cOntent of the plan w迎decide whether the goals of 由at plan can be achieved

Ever since its adoption by Great Britain in 1947, developement permit has proved to be an effective means of control
As the gran血g of permits not 。叫y must be based upon Ie哥slation， but 訕。results from the u距 。f adminis-屯ative discre
tion , it follO'\·倆 也st between the planning agency， 出e regulating authority, and the means for develepment control there
exists a close relationsh中， in which the struc個re of the regulating authori叮has the leading part to play in enforcing the
control and realizing the goals of the plan.

τ"he pu中ose of 由is article , besides exploring the ideas of 0喀anizati凹， is to probe more deeply 扭扭曲e fO扭， the or
ganization struc阻間， 出e function as well as operation of 由e regulating authority through an analys尬 。f the changing back
ground of development control in Britain and also the struct叫 叩d the dynamic 剖ipects of the 。伍ce of the regulating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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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基本理念

一、絕路的蠢事E

一般而宮，行政研究的領域裡乃以組織的探討為中

心，言fE畫是否能有效的執行，經織為主要的獨鍵。因

此 1 Louis \Valinsky曾強調 f安排有效之計釗執行的第一

步，為指定最適當、最勝任的機關去執行，若無這種機

翰的存在，她應由j設之。 J (詮I)對~土地使舟親劉與管

制荷苔，規釗機關組織結構與設計是杏能夠與規釗內容

看適當的聯結，的攸鞠吉|畫畫的自標是否得以達成。

Knowles 曾說 「組織是一種解決政策 、 作業(opera

tiona!) 及行政上總題的手跤 ， 並達成整體的 目標 。 J (詮

2)Schein則認為 f組織是為求達到某積共河的 沼襟 ， 經由

人力與功能的分化，立企利用;不同關吹的權力和職責來合

理地協調一群人的活動。 J (誰3)Robbi ns對於組織的解釋

為「是一個社會性的聯結鰻(coo吋inated saci帥的ty) ，具

有瞬確的界限，它的功能在於連成一個或一經共同的目

標。 J (設4) Fabos 自j對組織約定義為 「具有管理個人 、

法人的弱勢J及政府的職能波及當E擬定計量!1J與執行

之。 J (詮5)

以上這些定義中說明了創織的最義本幾儕要~

I 合作

其起源是Ii'H團體無法獨立的滿足自己的需求，必須

依賴他人的幫助始能繼續生存，而這種解決伺題既

不可或缺的協誠合作，乃橋成組繳的基本婆京之

一。

2 間 樣

要使很此的協調發揮主壁畫童，必須有一絡為經織各級

成分于所認同的目標， j使經織內的成員能夠緊翁的

結合。

3. 分工

紡織欲達成最後詞鏢，必須在合作協調約原則下，

依各人不間的能力分頭進行不閑事務，這就是分

Io

4. 權力階層(hierarchyauthority)

組織約第閱微婆家，便是需要害一億權力階層，以進

行控制、領導、設限(limi ting)與管理，否為人與人

或經織與組織間的分工合作便不容易達成。

判斬機關組織的運作是否完善，烏有以下幾f臨指標(

註6) 。

1 合作

合作是經熾裡非常愛要約行為，各部門之間如有有

類似的功能時，必須仰賴合作以避免造成相互矛盾

的改策。行政上的合作還包括程序性(procedu ral)的

和實質性(substantive)的合作兩嶺，前者是有翎作業

- 20

程序的效率，而後發主要是與政策結合的教行效

率，行政運作的成功煎者均需兼廠。

2 效率

妓率可指投入與產品之間、努力與代價之間、支出

與研得之筒、或是貢鐵與滿足之悶的衡盤。 Gul i ck

曾說過在行政運作的尺度上，效率可說是衡壘成敗

非常好的指標。

3 溝通

講過是組織中另個重要的因素，誠如 Simon所說

的 f沒有淌過就不成為個組織J '在一個組織結

構中，另當級闊的溝通將使得命令、安訊與建議能有

效的傳逸，而部門間的講過則可以創造出和惜的管

題方式。

立、規章司機關組銬的發展與角色

工業革命之後由於環境衛生的惡化反貧窮等防趣、

使得規面l逐漸受到重視，而這些問題發生的地區大多在

都市，地立于政府為解決此類問憊，乃交由規割機關負責

處理。

在二十世紀以前，豈是獨有關部市計斜的擬定及其組

織，投無固定的組織型態及成員。都$音1劍的擬定係也

都市內熱心合益也ri t erested group)人士組成臨時性的委員

會，進行皇軍募經簣，擬定計劍及從事都市建設事項之研

究 2並設法提青青市議會(city c()urici1)通過實施。此種委員

會，通常在前輩完成後~Pl'全撤銷;換盲之，都市計議早

期的組熾型態是具有一種趙超政治立場的性質，而綴織

的身份是一種模糊的諮詢住機構。之後由~都市計畫運

動曰:新建勃;同持政府官員亦體認到都市計畫畫{的重要

性，於是著手設立官方的都市計畫畫委員會，但此僅為磁

特性質而非專業性機構，旦與政治、行政總系分離，因

而較難發揮功效(誰7)。

二十世紀後，也於都市問題日趨屋里竅，使得部市計

畫畫愈益重要。華於都市發厚重之需要害，都Til許會j工作乃成

為地1f政府職能的一部份，並逐漸成為政府部門中常設

的行政機關之一。

說規劉機關組織的沿革來看，乃以規Jl1J機關與童年主義

機構為主，二者皆為實際椎動政府計盡業務的單位。組

織設計的主要關鏈，在於規會j與幸的子之賞，是否應為閃

一部門來孰行(註8) ，以解決可能筒里益的問1題。若[但不!可

部門來執行表示繞劃l功能，應從執行資任內分離，繞釗

機關應獨立，以避免受到其他行政部門的壓力，致影響

其超然立場;支出向一部門說行員u表示，繞釗之直是!!If!與執

行之資整合為一體 2認為燒盡j機關應與其他發展部門撥

切提合，協調彼此的目標，確保構想得以2實現。一般而

言，英濁的規釗機關地位係行政體系之一單位，屬於後

一類型，不過近年來美磁燒盡u機關亦有競負執行之貴的



能主斗~三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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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土也使用計畫(實實計畫)

王軍狀為面向發展功能

扇狀為部門發展功能

鹽1 鏡割機關組纖功能概念表

資料來源:林于瑜( 1 9 8 4 ) <荷葫國土問普及亞域

發展考察報告》

三、規章1機蹋的猿jjtl

從廣義的解釋者規割機|闊的類剔， ~Ij包掠下列凶種

機構(註!O)

I 規割機關(planning department) 負責部市計畫規勸作

業的擬定。並對行政單位首長及都市前輩吾吾員會提供

資料及意見、協助酋長作成決策，並提起繁協調各格關

部門，使計畫得以有效配合執行。

2. 審織機構 通常為都市計畫委主在會(planning corom好

sian) l 其主要任務為審議都市青! 賞 。 通常採委員會的

總劍，以求公惡性質並4搜集忍廣義之究生。

1 遠繁機機 設登幕僚性的JJ、經 、 委員會 、 或會報等級

織以與地方政府各部門街切配合。

ι 公 自己機憐 除了官方計 畫機構外 ， 尚有民間機構參與

都市計童業務。常以建議諮詢或其它方式來影響都市

計葷的擬定與執行。此等機構在民主政治下的都市計

畫決策過程中研發生的影響力實不容忽傲。

這間種機構，說各國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的不間，有

可能在一個規韌系統之中向時運作。

辛苦獻計貪財廢 (planning hierarchy)而言 ， 依空間的尺

皮 (scale) ，可分為中央、瘟域及地方等三傌揹瘤，每做F皆

!習都有明雄的繞直PJ模力及政治資任(~t 11)

1.中央階層。

應有一個專資部門，負資處理土地使用規畫Ij與管制

的工作。此種土地使馬政策遞常僅是指引式的安排。

2、 區域踏j留

一般而夜，區域機踢在擬定土地使用計童時，應比

全盛土地發展政策較為踴確，但是仍燭於一般性的政策

措引，而不明確指示地方應配置那主吾土地使舟。

3 地方階路

地方規釗機歸的目寵幸聖通常包括研究都市的成長與

發展，建立社隘的發綴自襟，擬訂社盔的發展前設與方

案，加強公眾對規割的瞭解;提供其它政府部門或民間

活動的技術協助;與其他機關協調與通緊，執行土地使

用管制等等。

青|畫畫目標的落賀子可賴於機協組織的說行，而各個機

關又各有其經織目標，如{可能達到合作管理(c o rpora t e

management) 增進組織整體的效能(effectiveness) ，以達到

組織一般性的呂標，實有賴規割機關與計畫總系之閥的

家密配合

閥、規割機觀組織的模式

前述提及規釗機綴組織在規釗與軌行職資上分化或

整合的爭議中，有不間的看法，其關鍵是對規章 j功能組

合的設定有所差距， Walker將競賽j功能的設定說約為之

{開模式{設 1 2) , RP獨立模式(凹凸ependent model) 、 行政模

式 (a dmi n i s t ra t i on rno由I) 以及參與模式(participatory

mode l) ，這三個模式分別代表著給民燒盡U (planning of

pe叩蚓 、 為民規釗(pI叩ning for people) 、 與民規劉(plan

ning with people)不河的層仗 。 其中獨立模式係揭去兒都單

位獨立於行政總系之外，行政模式係指賦予規對學位行

政執行的功能，參與模式係指規剖單位為各種意見交流

的地方。

很難論斷那一種模式比較好，譜根據不同的政治背

景，及不{穹的政策能要來選擇合適的模式。其中參與模

式i竅不常見於行政系統中，但亦有許多約學者提出他們

的構想，像Fabos 曾說 f新的組織模式，將會幫助纜車j

者在更完整的環境系統中，對於地方的土地使別做更適

當決定。 J (註 1 3) ，他提出多元中心的組織發展模式，質

與參與模式的精神不謀而合。

貳、美國之規，劃機關組織體系

19+7年後英密採馬路發許可制度(plan即ng perm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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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an)作為土地夠發管制的工兵 ， 充分發揮其彈性管制約

特杖，在管制上有卓越約成績。而夠發許可約准駁除了

必須有法定的計蓋章做為依鐘之外，規劉主管機關裁靈權

的行使也是主重要的鶴鍵之一，因此計量監體系、規懿機鷗

車里織體系與衡發管制的工具乃形成-{聞密不可分約連結

髓，其中規割機雷聲組織尤為實琨計鞏固標與執行管制工

具的主觀。

不過這是普法案並無法在根本上解決勞工隙

，以及生活環境逐漸惡化的問題，加上十

民地逐漸獨立，資滋~漸流失，以

社會主義思想復活之下，主張以軍醫政

。由於費過本士在各個層面中'

，還需要成為一但具有影響力的

劉髓，在 1 945年工黨所推動福利密家制度時，能夠立即

受到英圓民眾的支持，費邊社約推波助瀾實功不可沒，

即使 1951年保守策上台執政，對於福利函家的政策也沒

做太大的變動，至此福利國家約恩怨就大致落實下來，

其中 1 947年以後有鞠城鄉計壺的法案，可說是整個福利

政策中重要約一環。

英國規jlJ系統的發展，約可分為以下三倍滑授說明(

注1 5) :

一位一



之則征收開發捐全部歸公，如此使得土地所有權人間之

利益關係完全相悶，而使實施都市計畫持不會發生私人

利益之街突，以支持開發許可骨干i之有效連作。

根據 1 964年規割顧時間的anning Advisory Group)對

1947年的法令所傲的檢討 ， 認為1947年所建立約規劉系

統仍有缺失，瞥如中央仍相當的集權(Ove r-ce ntrali ze d) 1

計創有延遲的情說，無法真正要求設計約品質，以及對

於環境的變動無法確切的掌握等陀題。但是由實施後的

成果中，可發現在貧民認約清除，新鎮提供的住宅與獄

棠，以及教育、總利與遊態上的服務都有改善，並具有

效防止了都市蛙躍式(sprawl and ribbon)的發展以及妥善

維證了自然資源與接史古韻。故即使城鄉計護法修正了

十餘汰，而開發許可剝迄今依然實施了 40餘年，在城鄉

規翻中佔有極重要的角色。

(三} 1968年迄今

1964 年規劃諮詢閔體 (Pl ann ing Advisory Group'

PAG) 針對 1 947年法案的規劉系統進行檢討 ， 並於 1 965年

公佈其報告結果，認為此系統是有效的，{且吉十鑫髏系並

沒有成功地運作。因此在此報告中提出新的計畫體系，

卻結構計畫畫(structure plan)和地方針童心cal plan)援建議結

稱許蓋章中的政策或策略、課題應與地方計葷的詳細課題

與對策間應有明確不同的特性。

1968年的城鄉計董法建立了新式的計鑫體系 ， 減少

了行政上的耽誤，並ft童棍積極性的規割，但是它仍然

有計蠢的延遲(delay)、與其它政策之間約協調、以及結構

計蜜的策略內容過於詳細等問題。因此在1 9 72年的地方

政府法中規定，地方包含兩個階層，分另IJ ElI郡(county)與

盟(distric t)所構成的 ， 結構計盡興地tr計畫畫就出這孺個地

方繼鷗來分別擬定。

為縮短規劉申請案件之處理詩問及減少閱發管制工

作畫畫之負筒，環境都除一商繼續要求地方政府提高效率

外，另一方商也在研修現行的開發管制制度。如在19日0

年環境部認為企業霞(Ente中rise Zone)的放鬆規劉管制對

於企業遁的開發幫助很大，ft可減輕地方政府在從事夠

發管制工作婷的負擔，乃積攘攘載。另外，地方規動u

管機瞬也於 1 984年 5月提出德化規懿區(Simplified Plan

ning Zone) 的構想 ， 期能促進都市環境頹敗地區的轉發

展，立主能簡化開發管制的程序，但這構想雖受到皇家都

市規畫u學會、都會區政府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Metro

politan Authorities)及各民悶棍割機槽的反對 ， 但 目前仍

繼緻觀察其實施的效果。

的86年地tr政府組鐵有較大的改經行動 ， 包括大倫

敦地區在內的七個都會f!1i郡政府都被取漪，只留下都會

處內的地處政府和倫敦白治市政府，而這些且都會地區政

府和倫敦白治市政府都為單一階層的地方規劉主管機

鶴，並設計出一種新的發展計盤，即單一發展計葷的mt

a可Development Plan) ，藉以簡化計擎的審核時效，立主落

實管制效果。在 1 990年縛，城鄉吉十靈法又有了大幅度的

修正，臀如懿務大臣必要時可在兩個以上的都政府地

區，成立規郵局(pl anning board)為該置域的攪動j主管機

鶴，詳級規定¥一發展計畫畫準僑、擬定、審核、變更之

事項等等。 1 9日l年法規又作了修正，主要是將規劉和

議(Planning Gain)改叫規劉義務(Planning Obligation) ，並

軍車時擴大解釋其應用的範齒。

有關城鄉計靈法案的拾萃，以及有磁鐵懿主管機關

的規定詳見表l所示。

三、英殷規劉機協組纖纖祟的絃榜

英國聞發管制出 1 909年沿革至今，可說是已有八十

餘年的實施經驗，哥哥間雖然經過不斷約檢討興修正，接

值規創系統(planning system)的架構主要還是建立於 1 968

年城鄉音十違法的競定。其中發展計寰除包括結構計盡興

地方言十靈之外，在 1 9 86年之後再發展出皇軍一發展計葷

的ni祖叮 Devel opment Plan) ，而形成目前的計畫體系句Ian

syste圳 ， 如顧2所示 。

吉十靈主要能落實，刻有賴於孰行，英國的獨發管制不

但有完整的計鑫體系，J':由於它的行政骰系具有相當的

事單位與民意基礎的配合，能夠發揮社會總利制度中官僚

政治應有的機能，便開發管制得以依辭靈還念落實。英

盤人篤信制度是成長的觀念，只要原有約計畫畫構想有辦

缺失欲加以改善，行政體系就能夠適當的配合調繁，臀

如 1 947年的計蓋章法中所規定的中央的控制權過大，認覺

得有窒礙難行之處，在 1 968年時就修改鏡劃系統，將權

力下放到地tr政府，以利開發許可傲的實施，這讓關係

約改變在表l可以清楚的看出來。而地方燒劉主管機獨在

燒盡u與管制tr面的職掌與運作，也深受地芳政府改級的

影響，譬如郡政府與買主政府都為地旁的規劉主管機關，

在路發管jj;lJ上有不筒的報掌，而非隸屬關係。由此我們

可以瞭解到規割機關組織的結構與功能，實與吉十靈體系

有密不可分的路係(英闋的鐵車j主管機關級織體系如關3昕

示} ，以下分別探討中央奧地tr各主兒創主管機聽組織的結

構與職責

(一)中央政府

前區管述及英獨當創責任內閣與議會政治都度，內

憾的組成主要是透過政黨競爭，而也{品有J'iJ，議院 (Hous e

of Commons)多數席汰的黨派的黨魁 ， 經過英皇指任(ap

point)後成為囊相(Prime Minister)並逕行組獨(誰 1 6} ，內領

綜獲全獨政務，決定囊要政策的機擻，但它本身不是執

行政策的機闕，政策的執行安車里內閣統率下的各偶行政

部門(由e Executive Departments)' 商行政部門設置的依

據，乃依內灣的~忠行之，可能有法律依據，亦可能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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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衡量f靈法案之沿革

城鄉計瓷 立法蠶點 有哥哥主兒童』主管機關的規定箏嘎

法案名稱

1909住宅 為英鷗對都市 地方主管機銷得就正發展為建築使用的地盔，或即將發展

與都市計 計重重課翹首度 建策的地區，擬定鏡齡芳案，但必須先經中央的地方政府

鑫法 的立法 委員會核河，才能草擬，而規劉方案壽星哥本身又須經閣會

審議通過，才告生效。

的 1 9住宅 為改進原定的 l 草擬都市計畫畫大都無須事先報請地;方政府委員會核准 ，

與都市計 都市計畫畫程序 而完成的都市計蠶番圓亦不再送誇密會審錢。

盡法 ，並促進都市 2 規定人 口在二萬人以上的市鏡 ， 必須擬定都市計盒 ， 鼓

吾十寰的制定 在一定期限內報請核定實施，雨中央之地方政府委員會

於必要時，得命令地Jj主管機關擬定都市計鑫 o

3 規定兩做以上地區的主管機碗 ， 得聯合制訂定市計查 ，

立E得成立聯合委員會以寬其功。

1932城鄉 將計聳立于案的 1.地方主管機關組說話董方案的權力擴張:!£未來可能發展

計蓋章法 適用地底加以 的地區。

擴大，對已發 2. 1旦地方在現蓋起計畫畫方案縛 ， I!ii'.先報譜中央主管機鶴核可

展可能的地區 。

均得以規裁都 3 廢j涂假定地方機關應於某期限內完成都市計畫藍的規定 。

市計鑫 o

1943城鄉 將土地使用鐵 i 城鄉計鑫部成為中央纜車j的主管部門 。

吉十靈部長 翻之職冀，改 2 中央規畫u管機鎮之職責係對土地使用與聽發事室 ， 制

法 隸於新置的城 定全重單位的政策，並據以實施，以求其一致與建綴。

鄉計鑫部長。

的生7城鄉 2聖施土地開發 l 斌于地方主管機關擬定土地使用計壺 ， 及實施照發符其哥

計違法 價值閱有化， 的發展計靈的極冀，並且有權哥哥核衡發者之開發計蓋章，

並以彈性的銬 決定是否給予許可。

發計蓋章取代般 2. 對地方主管機關提供較多的資金補助 ， 傳辦理土地開發

格限制內容的 或再簡發的計畫畫。

規劉Jj案。

19個城鄉 旨在減少行政 1.行政體系的運作方式，莫屬於叢要專項者，應函中央統

吉十靈法 上的耽誤，鞏 喜華規剝，至於細節問題，則由地方處理。

棍積綴性的規 2. 發展計畫應包括結構計靈與地芳齡盤 。

剖的，以創造舒

鐘環境

的71城鄉 修訂 1 968的城 l 建立海灣制的地Jj政府制度 ， 配合地區的發展計:府章不。

計鑫法 鄉計鑫法，建 立中央政府有特別監督(Call可直in)接之萎纜求，如果地芳政
立新的計畫畫體 朕從結構計葷的指導，其配合。

系，立主對於英

格蘭的威爾政斯權
的地方行
制，進行全面

改鮑

1980城鄉 修正的71年的 規定土地使照規釗管制之地Jj主管機認為郡的規劉主管機

計蓋章法 城鄉計蓋章法， 關奧地區的規懿主管機關，並明確畫u分F再者的權限。

並潑止 1 975年

的社霞土地法

1990城鄉 大幅修訂有獨 l 規定單一發展計靈準儒 、 擬定 、 審核 、 變:if!等事項 。

吉H重法 城鄉音f畫畫方法 2 認務大便可在兩個以上的部政府地盔 ， 成立規對當局作

jτ\r 為該區域的繞釗主管綴鉤。

1991城鄉 將繞創利益改 '4規劃義務，並擴大其應用的範閩

言十盡法

泣 1 986年地方政府重組寺 (The Local Government Reorga血sation Order) 中 ， 取消 大倫敦地區 叫及6 個

都會地區的那政府，而只留下倫敦自治市政府與都會直內的地重政府

資料來揖.丰瑞企 ( 198 7) {英囡土地開發與管制，內政部地政哥> 'P.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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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計畫畫

處2 呂定屬的計鑫體系

實斜來源﹒整理由 Chen L， 也(1990) "A Study on the PI叩ning Control System in England" ,
成功大學規劃學耗， ppll占1

一γ

中
fj¥J 會

環 境 部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E Y
|大倫敦都會處| 6偶都會都 | I 47個非都會都 |

I 47個郡談會 |

可--間也. .帽- ---1

偷車主市中心 3 3個地處 37飽都會 值(Metro- 3331園 區的istricd民區

(Borough)及33個地區 politan district)及都會 議會

議會 區議會

央

(郡

1f

(鼠)

國3 英格爾與戚爾斯之規翻案會機飄組鐵體系

資料車源 ι整理由 c，世ingworth ' J.B. (l988) Town and Coun叫Plan剖開in Briti胡(lOt肋London

Unwin Hym阻 pp46-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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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政命令?故肉i論對行政部門具有非常大的控制權力(

註 t il 。

英國的中夾克見劉主管機關撞車運更送 3目前約主管部

門係根據保守黨於 1 970年7月白皮發的內容 9將住宅、公

共建設、遠輸、規劑、地方政府與環壞的功能，合併組

成一值超郎(huge)約環境部{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

mend ' J主任務在於統籌管理有關民眾生活潑境約寧瓊 ，

不過在 1 976年縛，運輸獨立出來設部(l主 1 8) 0

環境都國務大道(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Envi

Toument)主要有三偽職責(詮19)

i 制定法規和擬定全國性政策指引(national policy

guidance) 。

2 核准結憐計畫畫 。

3 接受民眾對結構計鑫案件既提之異議 ， 並聆聽(to

hear)僧人對有關路發許可之申請被地方主管機關拒

絕時之上諒。

(二)地Jj政府

英部地Jj政府亦是採權力一元用~ (Union of Powers) ,

直支部各地方政府係以其議會為立法機關，亦以議會為行

政機關(說20)。地f@:議員也選民投豆豆退出，任期三年荷每

年改選三分之一，放使議會成為星星級發展的組織髓，其

結構性質與政策方向上不會發生鍛烈的改變。

就規劉主管機路而富含綜合刊7 1年城鄉計靈法，

1972年地方政府法以及1980年地方政府與計畫星星土地法

{the Local Government' Planning and Land Act} 之有關

規定，土地使m規針管制之地方主管機關為鄧約規劉主

管機哥哥(Coun吋 pl叩ning authority)以及地區的主兒童q主管機

關(distri ct plannin莒authority) ，而ffi者各有所司，目前除

了倫敦白治市、部會地區和重畫家公買單純皇島內的情形外，

依據 1 9 72年地方政府法之規定重組後s每一塊土地帝說

是都受到了部或地區政府的管制，以下分為部、地區、

倫敦自治底與都會地~三者分別採討其規對三主管機關的

戰掌與功能

I 君拉燒盡q主管機哥哥

部規蓋起主管機關興地區鏡劉主管撥單是各有職裳l'車

者並無上下隸鸝的翰保，自地Jj政府改組後，土地使用

規劍管制的事務3分屬於郡政府與區政府新管，權就權

貴劉分情形而言，下列幾種與發行為在性質上是處都政

府的職責(l泣 。

(1)採礦及相關工程其需以水泥敷設的設施。

(2) 興辦學業之範隘 ， 跨及在獨家公密內者 ， 此情形係

挖土地使舟的純閣，部分在閥豆豆公閥混肉，部分在

監外而言。

(3) 城鄉音十護法及有關命令指定應屬部政府之驗室筆者

(countrγ matter) ，例如關於廢棄物之處環。

以上街述約街發行為自都政府核准，除此外有獨土

地聞發專項(個月1之用地計量監) ，均向地區主政府申請，並由

地盛政府作決定。換育之，自1 980年地方政府與計畫畫暨

土地法頒布後s由於地方政府總綴改組的結果，部主盟章q

主管機關已無權再「指導j地髓的規劉主管機關了，也

就是地區政府僅於必要詩，再與郡政府協商雨已。

2 地區豈是劉主管機關

地監規畫q支管機關為執行顯發管制約主懼，除了負

主聖誕定其鹿內的地方計靈，並負直是闋發管制(development

control)與建築管制(building co叫roI)等 開發許有的核准

樣，它主要的職責是向議會與發展控制委員會提供規創

及管制上的建議。而負重量規創業務的規劃l局 (p l an n i n g

department) ，其綴織功能可概路分為行政服務{Admini

stration Service} 、 發展設計及地方計畫畫(Development cle

sign & Local plan) 、 主見當j服務(Planning servi間) 、 執行開發

管制 (Development Control)及建築管制(Building control)等

五個部份。有獨各單位的職掌與功能，將在文後Trafford

Borough的案例中 ， 做一說明 。

另外，地Jj競劉主管機觀為了有效控制發展，得設

豆豆燒釗委員會 (Planning committee)審核開發申請案 ， 但其

組成份子大部分為地方規割機闋的成員，旦有害遵守地方

錢對主管機關約競走。規觀j委員會為更有效發擦管制的

功能，亦得視需姜設室里次委員會{Sub-committee} ，協劫處

溼各項業務。委員人數的多盡早視各地方豈是劉機關需要而

設定。

在說明都與監規劉主管機鉤的職資時，曾提及稿者

之詞並煞車接隸屬的關係， j且處主管機關 l!Ji擬定的地方

計量監須與郡主管機關新擬定的結構計叢書E合。此外在街

發管制方面約配合，根據的7 1與 1 972年的法案，曾規定

個別土地開發計畫畫如有下列情事峙，兩者必須進行協高(

2主22)

(1)土地開發計量盡可能影響或妨礙下列事項之寶路者

A 結構計室主既定之對策或一般措施 ， 並巳鏡中央

主管部長核定者; B.
措施，並己經部政府向中央主管部長申請按定者，

C 絃格計靈草案既定事項 ， 或基本計 鑫修正草案

既定事項投綴依法公關展覽者; D.

a核定興建之設施或己核定生效之事在發計盞 ; E.

不論其是否已經中央主管部長核定); F

G 部政府建議修正地Jj計鑫之事頃 ， 並

展覽者，

(2) 申請織發之計盞 ， 因其規模 、 性質或靈位之鞠係 ，

對中央主管部長巳核定之基本計量豈有軍大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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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級君~政府計蓋章機關以

，土地偶發行為不得影響該地區

內礦產之獨採者，

申請閱發之計草'i.e丹在位置，部政府已定有聞發計

盞，並曾以至書商遴知地~政府者，

(5) 申請聞發之計盞 ， 可能妨礙上款所述那政府關發言T

鑫之3實施者 3

申吉青閔發之計霞，所在地位覺已經為部規劉主管機

關指定供為廢棄物之處登者，

(7)申請鞠發之計盞，可能妨礙上述之都政府屑地計鑫

之3實施者。

遇有上述情形 5地處規劉主管機串串於治詢部主管機

串串意見後，應將輯:之意見充分考最後，再決定書在發音十至重

申誇案的准駁 s惟都主兒鄧主管機關認為無須治詢其意兒

者?地處政府自可還為決定。

3 都會地~與倫敦 自治市

英格爾及威爾斯共有六{閻部會[@:分別為 G r e a t

Manchester' Merseysi吐e ' South Yorkshi呵 ，τyne &

\Vear '\Vest Midlands以及\Vest Yorkshire(詮23) ，在 1 986

年都會都政府(j\tIe tropoli tan County Council) 取消後 ， 目

前僅有37個都會地甚至政府(Metropol i tan district Council) •

與倫敦白治市中的33個地區(Bo roughs)政府同為地方竣劉

主管綴闕，負責在研管地區內擬定單一發展計靈 3及所

有的開發管制事項，全權由都會直政府與地區政府來負

資規章tl管制 3其月It寰與上述地直政府約職資類似，不另

贅述。

一般而苔，地方現當j主管機關的目的為 f主導並妥

善管恐地處實質與經濟環境的變遷，使丘吉 ~j早以撞得生

活與工作上的保障 J (註 2 4) 。 但 也於英國政黨競爭的激

烈，各偷地方的孰政黨放不完全相同， [到部主兒劉主管緩

闋的組織結構亦並非一個模子。不過 Graham P 在大伶

教地盤抽取G個沒釗局 (planni ng departmen t)進行實例分

析，得知其級綴絃構可以根按政策性工作(policy work)與

孰行性工作limpl盯nentation work)來值分(~主25) ，吉亞政策性

約工作包括研究、發展計畫畫的研i臣、運輸與交通研究，

執行性的工作位括處理夠發管制都市更新、景觀設

計、發展服位的確定，以及土地的取縛。他認為這樣區

分在理論與安務上有下列優點

l 能夠清楚定義出經錢自襟 。

2 可以逃當的將資源分配 。

3 根據{間泌的方案 ， 適當控制 、 導引及投合工作的負

荷壘。

4 提供立t維持能齒 的動機(motivation) ，鼓勵機路人員

賞獻所學達成組織目標。

5 可全蔚怯的評估紋織研叢生的綴殼 。

根據Graham的分析來探究各地方規劉主管機關下去是

最j昂的絕綴紡織 多 可以發現出一般組織裂終如國4所示(泣

26)

此與前述地直至竣車1昂的經織分工型態極為類似，為

進一步瞭解各個單位的職掌與功能，茲以Trafford地區政

府(Trafford Borough Council)為例 ， 說明其下規都局的組

織結構、各單位的戰竿與功能以及與各單位之間的關係(

2主27 )

(I)級織結構與管環

Trafford市1986年詩人 口 約221500人 。 ;其繞戲機關共

86位成員 s 其中有57位是繞劃專業人員 ? 另外29位是技

術及行政人晨，如翊巍、電腦分析師等，它的組織結構

中分為地方計鄧與政策、環境、關發管制、主主築管制與

行政等5個科， I拉 局長統籌領導 ， 並設副局妥協助領導 。

規都委員會(Planning committee)每三過關 次會 ， 而市政

府的會議(Full council meetin計 划每六過一次 。

|主鵬主管 i

F ?
的路性規劉官員| i 開發管制宮員 |

Y 可 F F
前路t生 環境 行政 建築 路發

繞劉單位 服務單位 單位 管制單位 管制單位

圈4 ~鷗鏡星i!J業務機關的一般製態

資料未漲 Patchitt 日 ( 1 9 8 η Maccles fi e ld Borough Council. Placement ReD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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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他單位約功能

規創業務機關下有五個料，其中地11計畫畫與政策科

分地方計瓷、政策、設計等三個股。地方育十至童般主要業

務為負責擬定法定的地方計蓋章，非法定的地方規針政

策，孰行計鑫、處理詳紹約地方競蓋自j課題，及洒地方計

靈或政策的影響，商ii~色的發展課題。It於都會郡政府

於 1 986年做銬，業務工作增加不少，間比此科巫了、增聘不

少人員。政策鼓則是研擬結構計叢中所指示的本地處

的策略性主見劉政策，及全地區的各項政策，此外亦負黨

提供本為約基本資料，及從事擬定、監督計蓋章和政策時

所需的各J1l研究 E例如數督土地候給以供特定使舟，認

發管制監督系統，土地可利用系統約電腦化等。設計股

則是負責擬定詳細的開發管制指引，規釗構恕的簡要

說明番，敷地開發的簡要說明發及提供新吾宮發芳案約都

市設計指引。

E最壞科分競賽j與景觀兩億股 ， 規劉股負責 擬定環

境、休憩、和住宅改善地盟的計鑫和方案，地區內的都

市保存區及澄史性建物的維護及改善，都m更新計寰。

景觀!l'l:則負責?都市方案中的總部設計和執行，廢棄土

地和住宅改善方案及樹木的保護及維護。

開發管制分南盔、北盔、市中心三倍股，負2頁)處

理研有的耨發母論案，開發管制約強制執行，及對有意

吾吾發約開發者提供建議及指引 o ~將全市按地理分成

F輯 、 北 、 市中心鼓三股 ， 但每股均執行同樣的任務 。

建築管制亦分為南盔、北區與市中心三億股負責處1里

E哥有建築許可 申請棠 ， 管制建物 ， 以符合建築法規的要

求，對建築管制事項提供建議。

至於行政科~Ij負責規章1月的人事及財務上約管

理，及提供職員、泌審、打字、和國書等11面的支援及

服務。其各郎的職掌與功能如表2傍示。

童醫2 Trafford 規割機翰的擒拿

科 耳目 股 別 職 掌 與 功 有色

地方計蓋自j ﹒擬定地方計蓋章

﹒非法定地11計畫畫的政策

﹒吉十蓋章約幸的于

﹒處理地11吉十囊中較受哥哥主義的問題，反思地11計資或政策

約影響荷產生約發展課題

地方針劑 政策 ﹒研接結構計釗中所指示本地區內的策略燒創政策

與政策 ﹒提供各單位基本的資料，負重建研究工作，如特定使用的

土地供給，吾吾發管制數督系統

規
設計 ﹒關發管制的級部m吾i

﹒敷地聞發的簡要說萌發

﹒開發區位的簡要說明

﹒提供新嚮發案的都市設計指引

創
環境 規劉 e 擬定環境 、 休懇 、 住宅改善地區約計到

.對都市保存隘的歷史性建物的維吾靈與改善

﹒都市更新、住宅改善

景觀 ﹒都市內細郁的設計與執行，廢棄土地與位宅的改善芳

烏
棠，樹木的維護與保存

開發管制 南區 ﹒所有吾吾發申請案約處理

北區 ﹒開發管制的強制執行(enforcement)

市中心區 .對未來有意開發者提供建議或指引

行政 ﹒人事與財務上的管理

﹒龐用E話詩人員、秘書、打字員以及圖書的文置和服釋

建築管制 F暫鹿 ﹒處理既有根據建築法規而提出的建R~申請案

北區 ﹒管制建物的發展鼓執行以符合建築法規的要求

市中心 .對建築管制事頃提供建議

資料車混。整司自Claxton G. (1988) 旦聳聽控L且也且已 在alTo吋Borough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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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m創局與其他部門悶的鶴係

為了獲得必要的資訊，規割為亦與市政府內的其他

部門有密切聯緊。如不動產反估價為(Estates and Valu

arion Department) ，負責所有市有及事業單位所有的土地

登記，土地估價，出售或購旻土地，及提供學校公共建

築的資訊等。市政書記為付own Clerk Department) 其

負責競釗工作的所有法令方面的事，及核發強制孰行ii!

知，停止遠知 (S top notice)等 。 工程及揖~蠶鳥 ， 貝u負責公

路工稜、建築、及下水道工程等。其除提供有報道路、

交通等資訊外，亦給青幫規章u郁，在某一特定的地適從事

何種開發較有利等。社會服務局，則是徵詢規蓋其1烏有關

社區建物和設施的提供，及在擬定計靈或政策時，這些

服務設施的需求等。住宅局則是在單宅的區位tr區與競

賽l都有關 。 教育局則是當學校建第堂里是峙 ， 學校運動場

若提供當地居民共同使用時，會諮詢規創鳥。此外尚有

與其他有關部門的聯合業務等。

自Traπor益的主見劉為的組織及其業務執行的情說，可

以發現部門內的聯繁是相當密切，各部門雖都是獨立

表3 Trafford ml1J主管機關各單位之潤的顯係

開發管制 環境 行政 建築

﹒設計股草草擬關發管制的 ﹒地方計靈的文 ﹒安排公共 ﹒提供建

執行指南 件應涵蓋環境 諮詢會 物管王里

﹒地方吉十蓋章股對於新的閔 的主題。 ﹒行政單位 的建議

發言十剝提供都市設計的 掌管會計

t~哥 | 事務

﹒開發管制要有設計顧問

﹒開發申請案件必袋交付 .有關特定地眩 ﹒所有開發

地tr計畫政策審畫畫 的開發管制， 申請集件

﹒規當j內容的簡要說胡喬 ~IJ提交環境科 自行政科

態與夠發管制單位共悶 紀錄立主編

審議 稽。

﹒幫助地tr計盒放策單位 ﹒草擬特定的閔發管 ﹒行政單位

重說所有的環境事務-- 制條款--保存區， 掌管會計

保存區，住宅改善地處 住宅改善地區 事務

.申請讓自

行政科記

錄立主編碼

﹒提供人力資源 i ﹒ 提供人力資源 .提l-lIi、人力 資喵師 l 提供人力

﹒申請眾自

行政科記

錄並編碼

資料車源: Claxton G. (1988) Placement ReDOrt:Trafford Borauzh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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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務都有銜接的地芳，就地方言十鑫政策

在草擬閱發管制的執行指引將應諮詢開發管制

有獨地方計靈中的都市設計事項亦有害諮詢間

。前所接訂的地方計董必須涵蓋環境科未來將

，而行政科則負責協助安排公眾諮詢會的相

開發管制科荷育，在接受開發申請案件後，

，如果是有關特

闊發， ~U要交付給環境科審查 ， 而所有的開發

出行政科紀錄並編碼。

，則是協助地方針畫畫政策科畫畫兒環境寧

、或住宅環境改善等，有獨管制規定時，

，並自行政科為其掌管會計事務。~

，則是對地方計盡政策科提供建物管理的

而中議案則由行政科代為記錄編碼。茲將其悶的



的，但在業務方面有重盤時~IJ仍相互諮詢或協鈞。

主、英踴駕車自機器書組磁盤系的畫畫作

欲對機關車里織的特性與功能有巨哥哥最解，除了透過組

織的發展背景與結構設計之外，選必須寶康解它是如何的

運作，最直接的1]式就是觀察其作業約程序，另外由於

規劉機關組織與計蓋章體系密不可分 s必須由寬寬瘓的角

度來觀察，方能掌握其精髓。是故本文最後將出開發管

制的流程與去見都系統的運作F哥倫1]茁來瞭解英國繞劍機

關組織的運作，主主3富集相關文駁說明未來沒劉系統可能

的發展1]向口

(一)關發管制的程序

在美國新諧的闕發定義有三

:為操作性的顯發(op盯ational development) 係指有

關i也表、 j也9'、地上﹒地下之xlt築行為、土木工

程、採礦或其他工箏之進行。

2 變更使用 (changcofllse) 係搭建築物或土地的使為

有3實質 (material)約改變。其它像一住宅作i'ls戶以上

的使用，以及在非供廣告閑之建物外部訣竅廣告物

等，亦厲害哥發行為。

凡符合上述觀發定義之間發行為者，皆必須獲待地

方規章u主管機關的同意始可進行調發活動。當開發者向

地芳m劉主管機關提出聞發申請之後，設郵局先核對閃

發申驚喜書是否既有的證胡文件都齊全，然後向各有居輯部

門及顯體諮詢，以便放錄澈見。若有特定的情形則會公

告申請棠{當無法遐知到所有的土地關保人)。之後以非正

式約1]式，與申請者討論如何修正衡發計盞，或透過競

賽j協議(planning agreement)要求申請者問做跤總發裝有闋

的設施或利益(gains)。此詩環境郭老認為有必要(i位8) ,

則會召進(臼11 i叫申請棠 ， 給予特別聽督 。

在非IE式約協商之後，主且對主管機觀必須在法定期

限內，授予許可、拒絕許可或條件許可 (gran t plannin莒

pennission with conci也ons) 的決定 ， 或者決定延緩 ， 其許

可與杏的依據是以發展計選為主。申戀者若接受主管機

蹋的決定， is見劉主管機關為使管制的工作能順利進行 ，

而具有強制執行(enforcemen t)的權力。著申請者不接受主

管機關的決定，則可向規劉主管機總提出路~通告(pur

chase notice); 該是向滾境都W!iI務大鹿鼎 訴(appeal) ，諮求

裁決。

地方主兒童u主管機獨在放到鱗室主通告之後，可能接受

lffi告 ， 進行購貨哥華笠 ， 或者安排有關機關購爽 ， 倘若主

管機鶴不接受購買通告，亦可向環境都申訴，請求裁

決。環境都在錢受申訴之後，可以僅就會菌解決或是舉

辦公共諮詢會 (p昀li e inquiry) ，必要時可進行機司法調

查，再做最後的決定。

也!揭發管制的程序中可發現，為確保開發管制能有

效執行，法令則斌于地方規章u主管機獄強制執行的權

利。兵組織的設計是採繞劉與執行整合的方式，荷能有

效發揮其積極的角色。而中央為避兔地方規劉主管機懿

有不賞的作為，乃真有特別監督的權力，使地芳的開發

活動不致過於違反中央約國土政策。此外其亦充分考慮

到民眾權接'"立提供了訴顯管道，白的在使那些申諮夠

發者在不服主管機翰的核定結果時，有申青年的機會。同

樣地，補償與收買撿施亦為彌捕獲益受損約民J\'l而提

出 o另外，為使關發利益能忍餓於社會，採用繞豆豆i協議

的方式，掏錢iIlIJ主管機關與夠發者協商(b盯gains) ，讓其

賞獻出合理的規劉利益(planni ng gain)' 較合乎社會公正

的原則。

(二)主兒都系統的畫畫作

1960年底 ， 鑑於社會課題(programme)的擴大 ， 以及

國家發展與區域經濟計靈的需要，不但誠整計盒體系使

其形成一個華夏約梨樁，而且中央/地1]政府闊的關保也

有重大的改變，地方政府在法律地位上被賦予更大的自

主權(formal legal autonomy)並主導土地使用的規劉與管

制，同峙中央政府也提有更多的監督權力 (power of super~

VIS凹的(注29) ，像是環境部(DOE)對地方規章u主管機關就

有特別監督的權力，可以耍求發展計議與閱發管制符合

中央的政策。由於地1]繞劉主管機哥哥成為土地使用聞發

管制的主髓，在權力擴張之下，各種利益也紛苦苦悶翠，

放在 1 972法案中乃胡文規定公眾諮詢會方式如何運作 P

為繞到程序中約要件(statuto叮 requirement) ，潑兔繞割成

為少數人牟利的工具，亦希望藉由民款參與解決一些較

為凸顯的向星星(台的0)。

城鄉繞釗直是主婆的用意就是藉也改府的介入來管理

環境，從早期建物景觀的'!Ii:整、市郊約管理以及都市更

幸存，而到近期追求盟主域經濟與都市的成長都仍有這一麗

的考慮。為使繞齡:苦動在茁臨街突與挑戰時，能夠經由

完整的系統運作並在規範(regulation)與促進 (promotion)中

獲致協調，乃以饒有中央/地方的關係與計靈約指引為基

礎，藍藍立起規iIlIJ系統(planning s于stem)綜合計鑫體系 、 行

政鰻系與吾吾發管制的工具(instr ument)三者以茲運作，自

前的主兒童u系統如關 5M示。 Heal叮 P曾說明鏡釗系統中既

使用的工具，可分為問種類型如表4研示(設31) ，而路發

管制則為規範式方法中最靈耍的工具，規劉主管機關籍

以實現辭靈目標，而計畫畫鰻系則透過它轉化為行政室里

作。發個系統在運作中可發現以下六點特性

i 計畫畫體系 、 行政體系與執行工兵三位 髓 。

2 音十畫畫階層之間有胡確的分界與功能 。

3 行政體系為之級制 ， 中央負資政策研擬與法令修

訂，地方為開發管制的主毯， j里寫受中央的監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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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兒劉學報} p.19

英格闋的規勸系統

〈英詞之都市計議制度與未來之發展趨勢〉

一 31一

圈5

資料來源:陳星星紅(1990) ,



4 地1J主管規劉部門內約工作連繁 ? 及有關部門閥的

業務聯繫檢當密切。

5 言?鑫髏系透過執行工兵與行政體系連結 ， 行政體系

藉由工具的執行達成計鑫目標。

6. 靈視民眾參與使主是劃系統有由下而上的支持力壘 ，

立主且籍以平衡各種利益之悶的衝突。

但是中央/地方政府間的關保發展至今，仍有一些困

擾(詮32) :

l 中央政膺萎於本身的權賞 ， 對於鶴發政策約抉擇 ，

其立場易與地1J政府發生衛突。

2 地方政府所關心的是公共財貨的提供 ， (即那些對

全體~Ji/I.有好處約設施，如道路、公蠻、排水等

) ，而非分配性的服務(redistributive ser\iice} ， C即獲

支付費用才能受益的服務) ，此與中央立場迎翼。

3. 中央政府在 1 974年以後 ， 諸如電 、 瓦斯 、 醫院及貨

運道路等職權，逐步白地1J政府的職權中@I收。

亦即中央政府的權力不餘的在擴大。

4 中央政府會利用一些政樂手段控制站立于政府約文

銜。

5 中央政府在1986年以後 ， 將大倫敦地區與都會地鼓

的都政府裁撤後，中央的權力有增大的趨勢。

另外， Bruton M. J.認為目前Il!域發展的政策部門通

於複灘，對地芳的工業、就業、住宅、社會發展與交遴

等都有影響力，悶地方政府很難在結構計畫畫及地1J計畫畫

中將這些社經政策予以按合，因此在計鑫體系與行政總

系之詞存在著下列的街題(i主33)

l 各偶階層問仍缺乏明確的界定與華寰的建緊(verti

cal links)

2 竣割機關組織的水平聯繫(horizontal links)仍欠缺協

鵲。

3 結構計鑫與if:密甚或直域政策的發展存在著償得沒

意的差距。

而規劉系統在 1 9日0年以後，受到柴契幫主義何hatch司

etiS l11}的街擊下 ， 乃重新被討戰後英國政府所採取的途

絞。對於規割的角色與目的在一些學者之間 (R e a d e

(1987) , Healey (1983) , McAuslan (1 980))產生了哥哥辯 ， 其

爭辯的焦點在於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公共利益的促進(ad

vaHcetneht)以及與眾參與的增進(promotion)三者之間所共

存(tb~eXistet1自)的衛突(注 34) ,

雖然對規釗釣角色爭辯無休，不過為解決現存有鷗

規釗系統的諸多的問題，臀如說中央約權力擴張、計畫畫

的廷畫畫、區域除腐功能的模糊等問題，不論政府機關、

民衛國撥與專家學者都曾針對鏡對系統提出改進意見，

其中知為減少夠發許可申請約延遲，規定地方政府須在

人差2島內作許可與否的決定，另外像 1 984年自由黨提出

裁撤郡政府的建議，琵前已然實施於倫敦白治迫與六個

都會尬處，另外有撒了7政府機關、民閻麗體與黨派等都

曾提出強化地1J角色的建議(如表5所示) ，然而未來燒創

系統會如何改變，是否會取消郡的結構計鑫而以郡的計

邊說明番(8個ternent of Planning Polici的)來替代 ， 是否會

走向中央集權等等向題，都仍有待觀察。

表 4 英麗規章~J系統的寶路主主運

概 要

e 管制特定的閱

發

夠發式的1J法 ﹒透過土地管制

特定的聞發

財政式約芳法 ﹒透過財政的手

設管制一般性

吾吾發

指導式的1J法 ﹒聞發計盡 ﹒對土地市獨有

﹒公共諮詢會 一般性的影響

資料來源:整理由Healey P. (1988)LandU扭Pl<iririln.gandtheMediati6nof Urban Chamre
C祖lbridge ，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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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5英固灣童自系統變革約建E草書

報告番 策略/政策 工 具 行政總系的安排 過 程

自由黨 錢劉必須廣泛地考 在~域潛紋中以策略規翻取代 廢除部政府成立區 1 強調責任政治

1984 ' I麓社經和實質IZSI素 結構計靈。使各~域得以自行 域政府 a地芳、 以及民眾參與

1986 s 鼓勵多樣性及選 立法。闊發管制擴展支農業鹿 隨域、認家三級之 。加強多元政

擇性，誰強調貧民 。以土地價值稅取代比率稅。 間應彼此配合。而 洽。公認辨論

鹿和敏感地隘的環 計畫畫主要的諮詢需分兩他瘤研 社區與教區議會對

境品質。 (政策及區位)。對於聞發者不 於聞發案應有決定

廠的申訴純屬于以限制。並以 權。

法定計盡為主，讓民眾密體能

夠充分獲致資訊、影響決策、

要求楠償以及諮詣的權利。

工蔥， 平衡憫人、團體、 執行有效約滾境標榷。 地方政府及閃發者 加強協商 a民

198日 i 企業與國家的權利 有責任以較廣泛的 眾搞社、環境

與義務。間時痴心 考慮來提出議案。 與經濟問題並

JtI1.芳與全球性約向 規畫u師以更積極的 重

題。增進地1i性的 方式及減少官僚作

生:活品質，政府應 嵐來提出聲明。

保鋒基本的環境撥

社會自由 為後代著懇妥善管 加強反擴大Elf屯的審主!t '改革 建立階層性的親劉 在燒劉系統中

民主黨 現滾境。強哥哥長且每 住宅橋自古制度及土地稅制。藉 機關及處緣政府。 各層級有明確

1988 恆的社經需求和壞 自規劉利益及稅制 3來分配土 強化教區及鄰盟的 的責任，並保

境品質的提供。整 地聽發時約利益。擴充地方規 角色。在視對諮詢 持確定性與彈

合國家、 i琵域、地 劉三主管機關的執行能力， {呈廢 會中分為兩個階!曹 性。鳴放及公

方的需要。 除核准與發許可約的權力。 。 平的程序 a

環境部 為配合各績不同市 著重!藍域策略的指引，以郡的 中央政府對區域的 計鑫準備時第

1986 塌的活動型態，促 政策說胡番取代結構計鑫~~ 指早i具有call in 的 就進行公筒討

盟主經濟發展，反映 政府應有較廣泛的發展計蓋章。 權力，以督促其修 論。准司法諮

技備的改變，供給 正計盒，並對開發 詢權力的擴張

適當的住宅和利局 發案有決定權。 。故治合理化

廢棄及空曠的土地 部政府核准郡的政 。

。 策說明脅。

大倫敦 增加地方社區對土 透過公共行動公盔，使主要的 強化地1i角色。以 政治合理化。

議會 地使用與發展的影 公共資源在社鼠的控制下，1-早 策略性的機翻來分

1985 響力，開發利接應 以適當的分配。以土地稅的主7 配E是源。

間說宇士底。公部門 式使土地的偽發償債能回綴於

應能掛演土地所有 社區。

人及開發者的角色

奏家都市 鼓勵可提擇性空間 將具有廣泛性的規 透過公私吾吾鬥

繞劉協會 的分怖，特別著重 畫u管理與安游，分配 向共同合作釣

1986 經濟的衰退地區。 的權力，由中央逐 方式來克服街

對於鼓域經營與都 漸轉移~I@!域政府 突。

市變遷應有廣泛的 。

考壘。

Nuf1ie1d 規豆l1J應包含廣泛的 獨家政策、監城與地方約策略 強化區域、鄰里機 約束行政裁量

幸在至誼會 問題與利益。 說胡喬應更明確，中介閣總對 稽。將地方階續改 權。更多的公

19日6 地方政府本身的開發許可應有 為單一丹碧紋。同時 眾參與。政治

權上訴。 強調肉等1曹級協調 合理化。

的需要。

資料車混摘自 Healssy P. (1989) "Dl凹tions for Change in Brtish Planning System", Town Plannimr Review 60'128-135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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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閱發案涉及全盟性 、 區域性或超過地方所能決

定之事物，例如礦務工程、在具有高價值景

觀廠從事的問發。

2 可能引起公共爭論的案件 ， 倒如 內有特殊偎

位lIT1物的土地閃發。

3 涉及外交敏感性的案件 ， 例如 外閥政府所提

出的開發案。

4 申請菜與地方發展計重建背馳 ， 而緻劉三主管機關

希望給予許可者，地方繞ilJ主管機關可附理由

說明盞，將申請案送交關務大g;:審核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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