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單位地域開發概念斗基本戰略。有

早在吐序說

崔 相 哲*

1.小單位地域開發旦|概念

小單位地域開發毛♀i!J 斗斗斗1λ? 三司令定立~全概念。1 '有世界的丘立正開發計劃學者斗

實務家苦斗。1 011 。于有完全吐意見叫一致吾li!..:A1 長許.x. ~~ ~又是吽. 立t>ìLt小單位地

擴開發概念斗開發政策的意義斗必要性刊叫司持台最近嘆吐苦址外l ♀i!J 斗斗fE 音菩世

界的'li關心斗研究對象。1 再三王9J.斗(1)

小單位地域開發。1 吐語彙自體外1五斗斗斗斗學者吾吐吋l 斗芸表現金三71 五吐斗. 英

國斗和蘭告中心主主吐歐羅巴諸國吋持完全地方的地域開發(local-regional development) 

主垂直J 通用再早到2，.，司 (2) J:i1 吋1111于叫1 9J.~ UN社會開發研究所斗~ '^1 全微觀的地城開發(micro

regional development)o1 斗全概念全使用証甘于9J.-c:千 (3)

地域社會開發財團外 λ? 全小競摸地域開發(small area development) 旦台小地域開發(mini

regional development)吐用語吾創造司斗使用吐甘于五旦19-. (4) 最近日本刊致全 UN地旗

開發咀吽吋吋全徵親的地域水準叫什勻地域開發(regional development of micro-area level) 

。1 吐堂立外小單位地域開發全概念詮甘于9J.9-. (5) 

..:z.t>ìLt以上小單位地域開發刊叫証件t>ì 7t:A1 語彙吋l 叫墊異論刊主苦于許早， 7Þ1 叫老

傳統的地域開發斗斗毛開發哲學斗方法論，開發手殷吋~ 9J. 01λ? 共通性告只1 ~.:i?- 9J.丘吋

概念的同一性金委o} 昔牛9J.-c:于.平司斗4斗11'^1 五小單位地域。1 吐用語7} 斗咀哥哥吐表

現吐:A1 完全再考是餘地神文l巳t.:i?- .2i.. 9 :A1'司。1 斗吐意味外11'^1 ♀位 小單位地域開發~屬性斗

* À~ 舍大學校環燒大學院副教授
(1) Jf-"-l1.十"-1-且1 7ð Jf- 1976年以來叫吽全協同圈開發，小都皂機能化夸司概念主主定立~7] λl 斗

言'}~~9 4毛斗斗.9.J宮Jf- UN地域開發-';llEj-7} 徵稅的地域水準op~勻地域聞發(regional develo
pment at micro-area level)o] 吐。l 妄。lï4l最近 3年開外1] ~主持。于持l 。于諸國叫小單位地域開發判
現況斗問題點受方法論司研究告進行有} ll} 旦l4.

(2) Peter Hall,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gional Planning, London: Pemperton Press, 1970 
and E. Kalk, Regional Planning and Regional Government in Europe, The Hague: Interna
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1971, pp.37-51. 

(3) A. Kukulinski, ],;[acro Regional Planning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Problems and !ssues, 
Genev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1971 (mimeo). 

(4) Community Development Foundation, Small-area Developme衍， 1976, Seoul, Korea. 
(5) A.T. Argaratne, Sarvodaya Shramadana Movement forSocial Development in Sri Lanka,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April,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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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戰略外1 吐吐特性含金苟且7]主吐吽.

2. 小單位地域開發旦|基本屬性時戰略

(1)上向的計J1J耳聞發

地域開發叫l急于l t:干啥干7};':l接近方法。1 紋。1 按斗. 是手下向的計劃斗開發(top-down

approach)斗上向的計劃斗開發(bottom-up approach)o] 立去。1 斗.下向的地域開發金全國

含意于1午4 開發單位主且又全國吾吾嗅 7~ si!地按三L立斗牛。1 綜合開發全誘導苦于是去請1持毛

骨古}JZ. ~ t:于.計劃要開發.Qj主體告中央政府井第 1 次豆司吋地方政府完全中央政府井樹

立奄聞發計劃.Qj細部實施計劃含斗型意于全吋立屯斗.國土開發吋~ ~c>j Àì 嘆 7~ .9.l開發圈

域乏主區分許之旦l:^]址。1 吋 ηlÀ] "L午全國的c:v.次元斗I]Àì 總量的。1 吋計量的c:v. 指標計劃.9.l

性格金文1 吐立于.

+~斗斗司7J+建設部7于 1972年公布奄甘于~全國土綜合開發計劃(1972'"198日。1 典型

的咀倒主音牛~2..]:司，中央政府井主管吐下肉的計劃0] t:十.. 0] Bì吐下向的地域開發毛主

吋吐今~ 斗斗墊吐白于1--] 4 1:藍各國家音。] Àl 吐 20年間追求吉1名聞發方法。1 9，')， 4. 下向的

地域開發金全國的。1 吋總量的電l 輝濟開發計劃砰地域化(regionaliz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plannng) (6) .9.l性格合只l 斗全例正替。1 是牛玖玖9-. 總量的咀盤濟開發告遲行司 7}完全

過程叫什空間的c:v.配分問題善之司董zffff是什特色。]9J.4. 
。1 斗在丟下向的地域開發方法金開發計劃方法。1 斗論理的體系.9.l一貫性斗優秀性刊主

苦于言"}JZ. c>j!::. ~斗吾莫論呼之立嘻月1 成功的c:v.接近方法。J o}斗 E乎全呂定會認識斗才l 再說

斗.下向的地域開發。] À] 斗是實麗的意味斗不足，開發外1] .Qj司嘻嘻告啥是住民.Qj參與

不足，與件變化斗1] "L1l奄適應性.Qj下足叫是什丈書化吐計劃， 旦完全「司l 斗1!.咀 J2..立轉落

~主直等。l 玖玖斗.

下向的地壤開發吾吾推進言于全過程。~Àì À] "L午又l 汁l 全國的吐次元.Qj波及劫果吋置重吐 斗

吋 À] 地域的宿願聞聲音相對的主主等閑觀念于À] 當金牛 al汁11 !司試斗. 0] 按各地域住民告

主意干什告中央政府井一方的主主遴行合于全開發專業主主傍觀到1 詐甘 地域住民科協助斗

參與告外面意}~結果去招來意:}9J. t:于.全國的乏主一貫性~JZ.綜合性合唱計劃告 TJ}草穹下7]

副司計量的吐計劃模型全過用會主主持外形的主主科學的c:v.最遍代案斗戰略金吽噎言?現

Z 努力許只l 吐計劃模型定立叫1λf 安逸詐月1 前提立堂。}吾咀諸畫著數量.Qj變化主長期的。1平

綜合的吐下向的計劃芒吽斗.9.l抽象的吐計劃理論土豆司。1 吋電斗全挂毛主認識許7] 叫1] 01 
豆豆吽.

。1 苦斗垂芒下向的地域開發方法斗1 叫世反省主主上向的地域開發方法0] 撞頭再現2..]:司

(6) T. Hermansen “Regiona1ization of National Planning: 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弋 Environ

ment and Planning, Vol. 2, 1970, pp.429-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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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吾甘于微親的地域水準叫11 "'1 $J地域聞發方法全摸索吽7] 斗。l 三~4. .2.."Jl句外音 7}-^] :;J..

體系化禹。1 名地域社會開發叫l 判再時味斗地域社會開發$J地域開發方法。l 立在0]4. 令司斗

斗$J吋 u}全運動，乙二i:!J苛升$J甘正啡。于才干4u}吟吟運動(Sarvodaya Shramadana Movement), 

印度外主斗斗外州$J丘~E..司1 0] 吐1ò}4ti運動(Operation Bharari) (7) , 吐斗斗 0}$J千斗吐

(Ujama的運動(8) 吾吾吾代表的'ù例立吾牛玖吽.

。1 甘斗巷各地域社會開發的吐國民運動主主 ..... 1 7}吐共通通特性令自然部落告中心主立

住民吾$J直接的參與寺叫l 始作5:J ~~t:句，運動。l 進行噩呻吟斗數個部落旦老干位地方行

政區域胡1] /.且現全空間的讀大吾言干什缺已于是禮。l 斗.千i:!J1.午斗$J 11 ♀叫Il~農村，自然部落

中心刻苦E期吋吋全運動丘立Jf-司 1976年以後苦斗具體化司 7]λ.] -，*吐州斗含協同圈事業

。]1f小都芭機能化， λ1 斗會大國開發構想苦。lλ，~ u}吾吾運動.9j空間的擴大吾意味吐斗 (9) 單

一自然部落中心.9j國民運動各::21.于哥叫立當金限界性。1 斗斗斗玖7] 叫苦。]t:十.規模經濟

性科未洽，空間的統合性$J缺如，部落問過多競爭土豆平司唔才斗全生產品$J市場性判

斷$J混亂哥全告牛 ~q.

有4 吋1λ? 它1'j芒甘于斗撞。1 地域開發$J于1 斗吐平7}.Ã]主吾，是干下向的開發斗上向的開

發方法斗智功之三三豆s1弱點告 7}-^] :;J.. ~~~斗。1 平均-^]開發方法.9j調和完全 上向的開

發方法斗下向的開發方法判強點全同時吋l 企草牛到完全中庸的開發方法。!要請塾 3月。|吽.

T向的開發斗持焦點告~宇:全國域且持台-'*泣， 上向的開發方法叫1] ..... 1 開發單位神司全
自然部落且斗告芒中間規模$J聞發單位吾選定吞下又開發戰略音符}告必要性。1 強力詩才l

撞頭~]~斗.4令〈表一1>外1持其吽于全甘于斗垂01 小單位地域閱讀金一種峙中間的開發

。]t:于.巨觀的開發斗徵觀的開發斗峙中間的性格斗下向的開發斗上向的開發判中間的

〈表-1)小單位地域開發判性格

國土綜合開發計劃

特定地鐵開發計劃

闋域別閃發計量單j

小單位地域開發計劃

小都昆機能化

吋 tl} 金協同閻開發

λ1 斗全運動(自然部落中心)

一刊 豆觀的地域開發一|(Macro Regional DeveloPInent) 

下肉的|

卜-1 中間的地域開發
(Messo Regional Development) 

上向的|

一「 微觀的糊開發倒叫

(7) Univ. of Mysore, Operation Bharani, Bangalore, Karnataka , lndia, July 1976. 
(8) Government of Tanzania, Conmuni紗， Develop骨zent， Program in Tanzania, UNESCO, Seou!, 

Korea, 1977. 
(9) 文昌沫，“榮山江流域 λ.>>tl}舍大圈閱發且J 構想弋全南大地域開發研究所主催，榮山江關發劫果且J

多角的考察含副司J: All 吋吋主題發表論文，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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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吾吾寺持外1] ~J!.. 9). i全視。1 小單位地域開發。]];千.

立 "'1 斗。1 司吐小單位地域開發。有泣。i À1 具體的 o 且開發對象地域EJ 空間的規模善。i ~畢

划在f舍去。]1.午01] 叫司吐且斗益。l 致全研究并要請星斗.數個EJ 自然部落。I 啡，一個面。1

吟，數個面程度EJ 規模0] 1.千呼叫吐適正規模苦斗合刊詳述7']主奄斗. 吐本研究01] Ài 全

空闊的統合性斗開發戰略面吋 À1 意味扑9).];千五 λ~ Z}.;句老 3倍面全選定許2 小單位地域開

發EJ 概念全定立司且吋五年至4 墊甘于9).吽.

〈妙地方的地域開發

地域閱讀。1 吐前述吐斗斗苦。1 叫吐司包括的。1 斗.立司吟地域開發告行政體制斗關聯

吽o:j午7于中心。] .:r1 oi 計劃吾吾樹立許叉開發EJ 主體7} 司主二吽刊斗斗國家的地域開發

(national-regional development)斗地方的地域開發(local-regional development)立區分贊

牛玖4. 國家的地域開發是中央政府井計劃吾吾揖立許老執行詩oi 部分的主主地方政府吋

委任意于吽閱讀扑到全吋吐量嘻地方的地域開發金計劃斗開發EJ 主體7} 地方政府井中心。l

z司全開發方法。]];干. 0] 司吐平均Ã] 開發方法金吐斗斗EJ 統治構造，地方自治EJ 傳統斗 斗

斗。1年奄扑扑開發方法。1 主軸舍。1喜斗.英國，美國，西獨，印度斗毛主金斗斗昔金歷史

的主主地方的地域開發方法告中心主主意}J!..鼠告司吐司正苛卒， 0]司司，替毛開發途

上國家吾各國家的地鐵開發方法吾吾擇古千五玖吽.國家的地域開發體制。于i!l1 Àf:: 地方政府EJ

地域開發刊 EJ 役割毛苛計制眼司。12liz句中央政府斗指示什吽斗消極的'ù立場吾吾割許

台吋址司，地方的地域開發方法芒單一地方政府，旦台數個地方政府井協議體， 旦台 λ1

主丑聞發機構毛主創設吽吋共通利害吾扑在地旗開發專業合推進言}J!.. 9).斗.

Jf-iJ1.午斗全地域開發EJ 歷史的甘于哥正主叫天!當Ã] 吐 1960年代招手司國家的地域開發舍

中心主主發展司。1 按斗.中央政府，尋建設部刊國士計劃局會千五平型外地域計劃謀7}

鼠。1 全國計劃，特定地域計劃，道計劃，都計劃吾吾總括意于全方法吾吾擇許~t:于. 1965年各道EJ

建設局下叫地域計劃課吾新設許吋地方的地域開發告剖吐行政機構改編金吐l:l} 9).~ 1.午

三l 役割叫到。i Ài 封斗吐成果7} ~玖斗.

」手呻吟吽EJ ~令國家的地方計劃金建設部井中心。1 司升。i=-78主體系化司。1 名甘于

全l~1.午，地方政府井中心。1 是地方的地域計劃EJ 體系的發達岳王于計不振吐至ij :.已是刊

。l 三五到斗. 1960年代苦尋吽吋♀iJ斗斗市道EJ 企劃機能金基本運營計劃告中心 o 立扭

捏期的。1 吋行政企劃的性格吾吾曳。1 1.午 Ã] 畏言}~~1'司 1960年代後半刊晉升..2-咱À1 市﹒道政

府刊 À1 ~計劃EJ 名稱。]1.千計劃EJ 形式01] 9). oi Àì 統一佳金試試Ã]吐市﹒道開發計劃0] 活

發誓I 01 亭。1~ l:l}玖斗.建設部EJ 國家的地城計劃斗告別途立市﹒道企劃管理室。1 主軸

01 .;司。1 市﹒道綜合開發計劃01 成案是甘于9).~1.午， 建設局地域計劃謀EJ 市﹒道建設計劃

斗吋晉升一種EJ r吋立于主咀」丘主意味吾并在 ;<ij ..2-~斗。l 互之9).斗凶}

(10) 內~部，市﹒道綜合開發計劃.9J劫率的遂行方集吋閱有t 研究，地域開發第 2 輯， 1971, 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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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1奄背景下吋λ? 苦吋郡毛吾吾芒市﹒皂吋鼠。~;守主地域開發計劃機能金存在許^1 ~占

全E千五且吋 ^1 吋地方的地域開發芒體系化司 ^1 韓三L~吽. 上向的地按開發.Q1必要性五年

吋善。T 市﹒道﹒都叫rr ~ <>l À~ 地域計劃斗開發行政金補強司外華裂。1甘地方的地域開發

告強化縛。于電r ~Olt午. 01 'pj吐意味外lλ'1 1978年內務部外地方開發局告新設科主消極的

咀治安助長行政土豆平11 開發行政體制主改善吐按各發展的世視土豆且件。F 堂去。1 吽.

立'pj斗各市﹒道﹒郡011 ~ <>l呵地方的地域開發全擔當堂主務局﹒課7} 'ill金學社自于1.:j斗

企劃機能，9:j多元化立丹斗吐改草01 隨伴持。ì o干警裂。1 1::于.

各道建設局勻地域計劃課斗企劃管理室.Q1企劃機能全統合甘于旱地方的地域開發吾吾擔當

昔牛~芒人的資源告確保詐吾友。1 時急奄課題主且o:j祖斗• tl、單位地域開發斗吐喧詐

c司都叫主開發課吾新設言?老去。1 l:l于若有許斗下位地方行政官署吋1旦開發計劃機能全補

強λ~ 升。干堂之是自1 斗.

(3)λH日}量運動全!廣場化

農村吋斗告運動.Q1基本的單位立持自然部落規模叫道正性刊叫世問題并提起~71 始

作設斗.全國的土豆 35， 031個叫部落。1~丘吋 1個部落，9:j人口去見模全 平均苦干什 500名，

旦完全家口數主;: 100家口吾超過許只:] ~言之泣斗. 單一部落中心.Q1吋甘于全運動毛 斗吾吾單位

物理的環境改善全副司λ?老兢模叫 道正性外1 互補拘再再 ^1 替老斗. 之'pj吟吟舍中心，9:j

物理的環境改善企J 範圍吾 1是什位叫去見模.Q1遍正性。1 問題外華牛玖立于.

斗吾吾住民.Q1個人的生活環境改善事業，倒是量。1 ^1寺改晨，農村住宅改良斗部落的環嘖

改善曳生產基盤造成事業，例苦苦。1 橋梁建設，農路開設，小河川整備，斗金共同倉庫，農

路鋪裝，斗合公館建立斗苦毛開發事業芒 2月1 兢模司經濟性。1 1-于劫率佳外主毛闢係7}

'illl:于.二L司斗 ^1 吐 7年苦啥叫 P}告運動.Q1成功 o 呈以上列舉奄個人的，部落的，物理的

環壇施設持改善各括目垂吐吐水擊之三向上~ 93-.:;1. <表一2>斗斗斗E于1羽毛去甘于斗挂。1 1972 

年 7%斗1 不過許~自立甘于舍。1 1978年現在 82%7} ~ 93-2.):司，基礎口于全金氓。~ ^1 汁l 再說斗.

吋 ^1 當完全將來吋~已全苦斗在E金基準土豆評價奄E干啥全國.Q1 34， 815個.Q1 p于告。1 全部自立

〈表-2) 10千金司發展段階JjIJ 推移

基礎吽金 自助斗金 自立斗金

年度 全國1O}吾吾數

斗全數| 斗全數| 斗全數|% 9屆 % 

1972 18, 415 53 13, 943 40 2, 307 7 

1973 34, 665 10, 656 31 19, 763 57 是， 246 12 

1974 34, 665 6, 165 18 21, 500 62 7, 000 20 

1975 35, 031 哇， 046 11 20, 936 60 10, 049 29 

1976 35, 031 302 1 19, 049 54 15, 680 45 

1977 35, 031 11, 709 33 23, 322 67 

1978 34, 815 6, 114 18 28,70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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吽告立向上惡之去世吾吾苟言于斗.~吐全國.91 .:!三毛 ll}舍。1 自立斗金主!ê]誠合吋 立斗告

吋 ll}全運動.91基本的吐理念吾吾企~吐持平吱告弩之久。]1.午叫司吐方向.91設定毛主三王祠 干

7}?:] 立 2之外之8.1:干.

安司生去才I]~每"6] .;守口干吾吾單位吋 ll}全運動玲對象事業舍前寺高度化扑到咕多樣吽圳深化λ1

7']全世。l 旱，吾司全單一口}舍且E于廣域化斗才吟。}7}告方向。] ~4. 二王丙1-]-安補斗壹

z明方向金密接吐關係7} ~亡于.λ1 斗吾吾運動吾吾深化λ'] 7']2 多樣化λ.] 7']7] 割草~Ã~ 告廣擴化7于

前提主持。1 。于全毛主。1 斗.數個斗念。11 惠揮吾吾招來志于是橋努~SiJ建設，道路i~ 開設﹒整備，

農產物科加工咀E午，醫療施設，學校翼文化施設.91擴充名單一吽金主持全立之三限界是

只1 吐斗.

。l 口l 內務部主去吋口于全運動斗是電詐斗廣域化.91概念舍導入吐甘于 2iJLE司實踐的'll成果

吾7j丑甘于~1:干. λ~ ll}告協同圈開發斗吐電許外11 <表一3)吋 Ãì 2i!.吋平昔日于斗在0] 生活圈011

口干斗斗告單位.91甘于金圈開發專業，斗吾吾斗 ll}告間.91協同窗開發事業， 色面單位吾包含古于全

芭面開發專業01 之三是 0] 斗.

口干吾吾圈開發專業金吋口于全運動.91羽期段階斗荷華牛玖玖喧斗金住民個個人，旦有全家族

中心.91專業吋 Ãì 農村聚落構造改善斗毛主。1 斗告住民全體并參與甘于完全共罔聞發化吾 意味

詐斗，協同圈開發專業金吽告圈斗區面圈斗中間圈橋梁的位置叫~ Ãì 吐﹒吽告.91事業土豆電

井去比較的規模7} 芒事業合中心 o 立口于全圈開發專業吾吾擴大發展λl 升 斗7}吐 Ãì 數個吽

舍。1 共同土豆參與詩全小洞川，水系圈，多目的開發專業。1 1.午，小都自斗 z 背後地擴告

有機的主立連結斗完全大單位道路整備專業等全例立吾牛玖吽.

自面圈開發在小都芭7}千71專業斗，小都巴機能化專業合主軸 o 主背後農村外斗斗什社

會的，輕濟的'll小規模開發攘點科役割舍許台 1 ， 300餘個叫小都巴斗機能告強化﹒整備付

現周邊農村斗小都巴金機能的主主就合λ] 7']全契機吾有T吾Z 小單位地域開發.91概念土豆

擴大λl 丹斗乃至全重要奄政策的意味吾只1 \:11:于(11) 0] 斗在毛前接下什內務部全 1977年平

〈寰。〉吋 P}全運動9J廣域化

段路 1 1 次生產圈 1=，> 1 2 次生活圈出l
斗金單位 I"--V l 口于全斗斗吾吾間 I'-VI

口于全國聞發事業

開發|住宅嗅聚落碎整備

專業|農家副業科開發

內容| 經營所得事業均育成

重點!不良住宅改良事業

專業!聚落構造改善事業

協同圈開發事業

• 
生活環境持共同整備

生產基數9J共同擴充

特化作目司共罔聞發

7.K系間開發專業|

進路圈整儲事業|

(11) 內務部，呼口于全運動:始作吋1] /守主告并汁， 1977. pp. 69-75. 

3 次生活圈
(芭面單位〉

• 

芭面圈開發專業

• 

文化厚生施設且J擴充

農村工業9J閃發

市場流通施設9J強化

• 

小都芭 7}于71 事業|
小都芭機能化專業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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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全國的主立 1 ， 300餘個叫小都巴哥州1]-"'1 現模斗開發~潛在力.E..立.，!! o} 第 1 次的」主主 169

個小都芭呼叫世現況把握斗開發方向告設定墊l:l}到丘吋， 1978年吋示範的土豆全國外1

10個小都巴金選定，開發音推進詮甘于9J.斗也}

4 =aJ .. 干吽告急激鞋都市化~過程吾吾7l河之9J. t午.全國的~空間各持闊的 o 立牛尋呼之

9J.~三吋 -13生活盟化吽乏誠斗.都市斗農村4 區分金生活環境面吋 λ? 不分明司只1平文Á .E..

τ句，經濟的水準吋n 9J. o-j λ? 是♀司司農村。1 都市吾堂;;<]立7]λ~~戴斗. 4 =aJ 1.f吽國家發展

司空間構造完全都市斗農村科統合的閱讀什吋鹿村科都市化旦台都市~農村化。1 吋 。1

喜甘于都農的社會~出現金今=aJ持毛主芒寺毛在吋l 受。l 許勾當合牛說完全現賞。1 斗.

。1 斗是金展望奇斗扑扑口于全運動~廣域化斗都市斗農村~統合的開發告甘于苛 o 主意于

全小單位地域開發在意義吾;;<] \:l "c于.學一部落，正告小都芭金獨立有2 單位主開發言F全呂定

名無意味詐吋吽吾吾斗斗吾吾間~統合，斗含斗小都芭斗5司機龍的統合。] 0] 亭。1 型牛玖主

主干詐全開發戰略主主持小單位地域開發。1 存在意義吾 安全牛9J.4. 以上吋 o}全運動~

廣域化斗小單位地域開發斗司開係吾圖式化苦干啥吽告〈表-4)斗毛主斗 J許可斗斗斗華。1 高

度主都市化峙。ì 7千五高密化禹。ì 7于全社會。~])司是都市斗農村科機龍的統合斗農村斗

〈表-4) 吋吽合運動且J 廣域化嗅小單位地域開發

azZEf 

'Ja--'9 
4

』

4

，
ba-

-e ' ,' ,' , ', ' 
,' , ' , ' , ' , ' , 

' E 
E 
1 
1 
1 
1 
1 

1 

、
、
、、、、、、

、、、Il、單位地域閑置E

--ιι ------,..-
(12) 內務部， 80年代指向型小都芭機能化綜合計割，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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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化7} 農村聞發91 戰略。1 斗:Z Ã] z}喧斗.

(4) 內蠶的開發

內發的地域開發(development from within)判概念金地域開發刊 叫吐吋立全 r131 毛」會

提示意}JI. 9J斗. ;;>;1 吐 20餘年間斗是科推進λ.1 'l=l金地域開發方法斗 叫苛古}\.午4 轉換。1 井，

主辛苦1 小單位地域開發斗關聯詐吋再強調司o-j 01=堂開發91 理念。14. 從來地域開發判若想

在內發的。147] 主斗告外發的'ù傾向全 7干系斗之且全批判。11 扑出發言于五致斗. e:j 7) 叫l

λ~ pJ言于全內蠢的0] 吐概念毛從來斗外發的地域開發斗關聯合}e:j斗金斗在E金特健全 7!

才三?. 91 t:于.

;自楠，只1 舌扑扑地域開發91 戰略主立λ? 接點開發方法。1 政策當局。1 1.十理論家去叫!當金

魅力金子。1 按斗..!己毛地域名同時外l 均衡泣月1 開發要牛五載主主開發合吽吽λf 玉。于1.-)耳a

4完全前提下吋~ 7}寸開發91 潛在力。l 吾嗅 7ij 地按告選定穹下又立地域外i 集中的~開發金

會丘立付立地擴音量;;'1 外之 )>J~ 周邊地域。1 波及劫果叫!1 91 司全體的吐聞發。1 0] 亭。Hl

斗:Z ..!2.. 0}按吽. 0]':::丸。] 01 毛13} 攝點開發方法。1 骨、斗.立;;'1 斗。]è-J吐攘點開發方法令立投91

實踐過程味扑二主導荷華之丸之立期持奄前提并現實的土豆適用再;;>;]替毛::-t:于全社毛主 管河l

z司法斗. 主于攘點~開發。1 自動的土豆周邊地域開發吋1 波及~;;>;l '?~含善。于1.-)斗， 苟千呼

泣。P1 據點在一種~ r開發~位 (Development Island) J..Q..主持啥叫l 劫果告 71 干;;>;]美穹下頭

吽吾吾吋 λ? 接點開發方法再限界性。1 管E有效吽. r司令甘J(A.O. Hirschmann)受各學者全

攘點開發方法含內園的植民地政策。l 斗之批判吽主張吽 (13) 大規模工業園地告造成許黨合

茍千立::;J. 91 波及劫果7} 周邊地域斗~ tl] 羽毛去「主è-J乙」的世呂定且斗「斗。1 斗士」的世裂。1 當

金牛..5:- 91♀吋接點吋1 叫有T 集中的投資7} 周邊地域主主波及司。1 均衡91..:i?-統合的'ù 開

發金招來許只:] ~古老E井台畏。l 管兩張斗. 立è-]斗。1 持証據點開發全全面的 o 立否定意于全

被岳王是3L o}斗志于.立è-J0-攘點開發。1 前提古}..:i?- 91~ 周邊地域叫1 叫奄前後方聯關劫果吾

波及λ1封地域開發司目標是造成許7] ~司司持完全周邊地攝自體~波及劫果$.1 收容力斗據點

自體刊。1 畸奄種類91 投資善。1 "惡現]吽王二吟。有 τ有吐再檢討7} 91 o-j。于堂去。1 斗.本研究吋1

"-1 根本主主研究項迎日郡，只杏，東海，烏川面司經驗主主卒c]堂牛玖斗. 據點開發斗

同時吋1 周邊地域各立地域三三三三立 內發的開發全推進吽;;>;1 替毛鞋， 攘點開發91 否定的

劫果吐金周邊地域。l 吸收吽7] 叫苦。l 斗.

音楠，內發的開發。1 是開發含有q証資本斗財瀕動員91 指向性斗關聯言干什哼哼昔牛 91

5千.地域開發叫l 泣。1 ^1 地域內斗 λf 財源是全動員帶c守主之吐真。1 斗玉。1 尋詐至1亡于完全努力且

吽外部立平C] 91 財頓91 支援要流入斗~ ;>;]1..于清汁l 依存斗完全傾向吋lλq91 脫皮。14. 01;;'1 垂

傾向全 13] 寸♀iõl 斗斗嘻吐 o}斗斗斗喜斗斗斗1λ{五斗斗斗全堪。1 ;>;1 吐Jf-司斗斗91 7å♀吋

(13) A.O. Hirschman “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l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n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 Economics, Vol. 137, No. 4, 1973, pp.54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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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平賣合于消1 且c司之註 4. 地域自體$l財源。]'+賓本$l動員能力斗l 三三乙二立 限界7} ~;:去金

分明游斗.茍丹L吋1 斗斗À~ 老外部主平司$l支援。1 鼠也] ;:開發。1 不可能証官香玉誠合牛~

E干.立在i l.于現金平司地域自體$l潛在力斗l 叫意干什過小評價吽之國庫，上位地方行政廳主主

平司司支援哥州1 依存甘于全傾向全或外斗台去。1 內蠶的開發$l出發點。]t::于."1咀地域$l

茍♀若大墊閱讀計劃金樹立意千五吋♀意態的~專業告構想墊吽 ~4. 財源調達$l面叫l

λ? 且咱 95%以上舍外部立平吋支援全世。于外電r4完全安逸奄骰定斗I]À~ 出發言千五致全例

苦苦牛 ~4. 地域自體沖動員告牛;<<~最大眼$l財、原告確保穹下之立呂定告中心土豆擴

大λ~7可斗持全衣。l 內發的開發$l要素寺$l詐斗0] 4. 
~桶，地域的自給自足性含量。1斗地場產業科育成。l 斗. 地域開發金國家種濟開發吋l 斗

斗斗在外;;<]旱地械斗 À~ 吾ij 1..午7H去所得其吽臺吋吾。1 ♀完全所得。] ~主告吋 01 亭。i 主斗

"1~量均l 詐吐地域內斗iλf 創出是所得。1 地域外主流出司 ;;<1 當苟言于泣，地域外立平司所得

$l流入含量。]2:::.1..辛苦于全問題主歸結是 4. 0干干司挂地域叫1λ? 創出是所得。1 苦斗，許τ司斗

玉立地域叫1 舌。于~;;<] ~言之流出華7ð♀地城$l開發各期待垂牛~t::于. 地域吋I]À~ 創出

是所得。] 1l\l};司吽7}告經路全互補干力;;<]主斗午。T λ~ 7-}垂牛致志于. 意于1千全地域內吋1λf

創出是所得。1 移轉支出$l形態立1l\l};有斗持全~ 0] 3Z.旦吽L于全創出是所得0] 消費E1全

過程。11À~ 斗E}，+告流出現象0] 1:干.前者ST 例主持 A地域叫l 職場告玲在 λ于昔0] 棒給告堂

。于 80%告他地域吋11 ~完全家族。，11 丹l 送金司吋 ~H去苟一♀句。1 旱， 後者主:- A地城外lλ于老外昔$l

捧給司支出過程oJlλ1 90%以上告他地域吋11À~ 生產是製品告購入世斗咀 A地域$l產業吋l

吾吋音。þ于全按各才平 10%啥叫E1 ;;<1 替毛=- 7ð令。] t守.

E午已于À~ 一但。1 嘻地域外1朴創出塾所得0] 吽~斗斗只l 長許才1 言千五創出通所得$l支出

過程。'l]À~ 地域內外11A司生產是製品斗持 ll] 乙之苦最大限買入利用主主千古?全呂定。1 斗立地擴

乘數劫果毫『量。1 告毛主。1 斗.

地域開發$l乘數劫果吾吾[01 ~是令地域的自給自足方法斗產業構造面外I]À~ 地場產業(resi

dentiary industries)是育成許全世。1 斗， 01 ?1. 0] 內發的地域開發均要諦。]t::于.全國科經濟

圈。1 統合司之五毛製晶。1 全國的商品化(national goods)司。i 7于全趨勢寺斗I]À~ 地域的自

給自足嘆地場產業斗開發金眼界是只，l~ 只I 吐-9-可斗斗$l 7ð千;;<]1..午拉全國的商品化叫

苦耐l 奄地域。11 $l開發投資斗立主干þj 創出再是所得$l流出現象fEZ千計量岳之是在吽.

源泉的主旦地域產業吾吾育成苦于件。干詐至1才培立去。l~λ1 証地域外1λ1 發生有T 所得。1 他

地域之主流出司朴詰正是于地域的自給自足度吾吾:i"ol旱地場產業全育成司升華社。1 斗‘

早年古l 生產一流通一消費過程全空間的土豆統合詐件地域玲對外地域依存度吾吾吋。干量 3月

。]1:于.地場產業幸地域住民$l生活必須品，飲食料品，基本的迫地域斗 III ~二產業育成州1 重

點吾吾干什外管去。1 斗.吐例量晉升酪農製品址吽吋吽互 A地域斗p~ 生產是牛乳7于他

地域。l1À~ 加工E1外 A地域土豆逆流入司老現象告宵。于升華投0] 1::于.



小單位地域開發概念斗基本戰略叫I 吾有f 序說 51 

1)1楠，內發的開發s:j要素完全地域的 io}o] 咀1:.]可」昔回復吽全堪。] t;}. 全國外一日生活

圈化司Z 地域間交流沖量。于社外吽吽全國s:j五毛地域。1 同質化斗件。1 吋壹 7}1.午同一

告商品，同一世飲食，同一噎 λq 1l]主化古}~傾向。]~斗. 內發的開發芒。]P1堂之苦告

根本的主主否認詐告裁。] o}斗斗全國的主豆。1吋奄標準斗質的水準音量。1 吐J呵地域自

﹒體主持特色金只1 1是牛敢告開發。1 必要電視。1 斗.全國的同質化4年OJ] À1 地域的 io}o] 咀

1:.]司」吾企重牛到毛主註 0'] :摸索El oi 。干堂接。1 斗.

內發的開發金地域的 ro}01 啥叫肖 Js:j再發見旦完全地域的統合且吟地域的分化(regional

àevolution)7} 必要詐斗 (14) 吽 7] 刊吋當當于全地域的分化全同質化外叫証地域的特性斗

他地域斗斗毛異質性金委主持穹下主要吋~ À1 出發証斗• Ã] l..干迫地域的統合且斗地方分權

的。1吋獨立的啞地域性金小單位地域開發斗斗追求呻吟噩去。1 斗.

(5) 中間技術且}眼界資源21 活用

.!f-i!J1.干斗告急激吐經濟成長過程OJ] 荷大規模資本集約的咀近代產業部門斗高度s:j先進

技術導入外1 偏重埠。1 按斗.立p1斗♀i!J斗斗s:j農業部門。1 斗中小企業部門芒。}有五前近

代控告咱叉1 旻吽之旦~~):司生產方法，消費構造，技衛的側面吋l持資本集約的咀近代產業

部門斗s:j二重構造的特性合 7}Ã] 之~斗.

0]9早在各二重構造吾脫皮吽7] 叫司中間階E宣判技衛合開發董必要外 ~~τ有小單位地

域開發s:j重要証政策目標寺s:j詐斗。1 斗.盲目的。1 .:îL無分別華西歐先進型高度技術司導入

刊 ~À1 嘻地域。1 只.1 ..:J .:îL奴主去飯存s:j技衛斗資源告 H干啥主主意干什漸進的咀技術萃新斗

資源開發吾吾吾主斗7}0]: 堂去見。] t;}.農村司機械化吾例主毛斗咕小數科大農吐告哨子立

墊先進圓型資本集約的機械化外置重吽吽旦司司斗苟全7] 夸大鏡模農機械s:j生產普及

外力點全吾氓。1 。于..:J斗」手持斗斗農民主司大多數吾斗才意千五敢告零細小農量。1 實際主

利用量牛敢告技術斗機械吾開發言}.:îL地域s:j生產性提高斗所得增大吋I 連結持正等許

是全世。1 立友。1 斗.毒手小單位地域開發全世地域自] 0] 叫苦{.:ï?. 9l~賦存資源斗傳統的技

衛含最大限土豆活用普牛致全「勞動集約的中間殷階科技術」開發斗力點金干什外華

役。1 斗.

國家的開發。l 斗 ËiIT見的地域開發0'\1 ~ oi À1 完全中間技衛。]1.千限界資頓司活用問題:全等閑

視司 Ã1 當吾吾牛~~哼，大規模開發專業外1 傳統的技衛告固守誓牛完全~斗. 立E司斗小單

位地域開發吋1 鼠。1λ?老勞動集約的。l 吋限界資源吾吾最大限活用普牛致全中間毆階s:j技

衛。1 開發司。i 0]: 會裁。1 斗 (15)

限界資源s:j問題全賦存資源斗關聯吽吋詳述弩之iSL主 3之外中間技術吋1 叫吐問題告全

(I的 E. Craven, Regional Devolution and Social Policy, London, 1975. 
(1日金安蹄，環境斗國土，吋音;博英社， 1979, pp.137-1565t安忠槳，“資揮管理~展望斗戰略"，

未來吾吾全斗(6) ， 1978, pp.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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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且7] 立社斗.

中間技衛金高度羽翼本集約的'ù先進技術斗勞動集約的'ù傳統技街斗峙中間毆階刊 敢

告技術0] t:j-. 0] 斗毛主名中間技銜毛生產，流通，消費生活過程òJ] ^ì 廣範圍詩才1 適用惡牛

致全技衛立^ì 遊休資源.91活用 o 立平同單純剖勞動集約的'ù生產手段òJ]適用惡牛草斗.

本研究斗對象吐達城郡玄風面.91奄口?全苟千呼斗立特化λl 現成功吐倒7~ 9，l斗. 立司

L十立吾.91 7~寸芒之吐金兮斗.91保管方法。]~斗.季節的吐價格騰落.91幅。l 全全善 。于

斗斗鮮度吾維持斗7] 割吐施設立^ì 冷凍倉庫.91建設。1 宿願。1 試亡于.立斗斗兮早于.91 保管

方法斗 τ有吐 E于芒保管方法.91開發，導入毛主中間技術.91對象。1 型斗. 苦。l 主產物'tl苟♀

受苦吾吾吐吾7] ~白色1 唱垂吾吾現 7] 告吋l 替毛人力。1 晉升 7~~ 9，l斗.在}.91 7，且有立全現 7]7] 副

董單純吐技衛開發。] 0] 亭。Hl"'干吐立地域.91所得金立吐吾 ~o}-也 4. 中間技銜芒傳統

的運送手段主主^ì À1 才1 .91改良 o 立平E-] (16) 各種農產物.91加工處理。1] 01 立71 朴À1 小單位

地域開發刊活用是牛9，l~方法。1 摸索司。1 外堂呂定。14. 中間技衛科開發名小單位地域

開發òJl 9,l oì ^ì 農外所得全創出告牛9，l完全毛主斗聯關峙。1 建牛互致~]:司地域的「件。1 咀司

司」吾告草牛敢告挂電牛玉9，l亡于.農家副業。1 斗特產物生產外11 9,l oì 吋地域的特性含金

童牛到全關鍵。)中間技術斗開發。]7] 叫丑。1 斗.

(6) 基本需要割完足時住民參與

下向的，巨視的地域開發01 À1 \l丹等芒弱點苦斗詐斗斗甘于立開發過程外持住民參與

均不足斗住民告司要求吋只;1~ 住民告司基本需要叫敏感許只1 長許~"'于ff 墊。1"'午. 下冉

的，巨蟬的地域開發過程刊朴投資4 優先順位決定斗事業科選定吋紋。ì ^ì 住民吾.91意思

斗要求7} 體系的主主反映:5:] 7] 唱音71 叫苦。1 斗.最近。1 iJ奄 E觀的，總量的地域開發刊

r:lj帝反撞主持。1 毛斗開發.91基本需要方法(Basic Needs Approach 的 Development)01 諭

議:5:] 71λl~-õ-}奴主吋吋立全開發.91哲學主主登場許~9，l斗.開發。l 吐終局的土豆個人的

地域的，國家的基本需要告充足λ.1 7'1 完全過程主立斗理解許正各殷階別基本需要是指標化

意干什開發司斗斗~À} 詐主=- ~01"'于.總量的。I 又抽象的吐國民總生產。l 斗國民所得斗在是

經濟的指標刊代身言干什國民的厚生告客觀化昔牛9，l完全州立丑聞發指標叫司研究台最

近警垂司進行司主泣吽.

社會指標(social indica切rs)斗毛均生活.91質指標(quality of life index) 苦。l 國家發展全

副定當于完全從來再國民總生產，國民即得叫併行斗9 開發司 7]λ} 斗識 4. 主干司 1976年 國際

勞動機構主管下òJ1 開催是世界雇傭會議呼11^ì 閱讀吋吋吐州立是定義壹論甘于相再說泣 。1

會議.9J結果開發叫司董基本需要理論。1 注意苦苦朴司試哇裂。1 t:于(1 71 分配的衛平性，

(16) 崇田大學校地域關發研究所，韓國科傳統的廣器具改良可能性刊是有T 研究:只1捕事例是中心主

旱， 1977. 
(17) International Labour 0起伐， Meeting Basic Needs: Strategies for Eradicating Poverty antl 

Unemployment, ILO,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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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閱讀，中間技街，非去式的部門寺.Q:/用語7} 開發理論叫l 吋豆。1 登場詐丹!有~.31.徵觀

的地域開發正全小單位地域開發。l 吐權念。1 蜘光金桂71 吋~ 01 三~吽.

開發州l 叫墊基本需要理論各替毛開發途上國家叫~ À~ 絕對的大多數量斗;;oq詐全農民斗

都市sij 低所得層斗。1 嘻浦開發sij 電吋 7于吾辛辛配分再刻意于吽立吾司當.Q:/水準合實質

的主立全吽量去。]1-干吋l 焦點。1 平。1 至1 立于.

地域開發叫~ ~什 À~ 攘點開發方法4 巷。1 一部地域州l 集中投資奄 毛主 0] o}斗斗， 全國.Q:/

五毛地壤。1 均衡~均1 開發過程01] 動員噩牛~正是手上向的地域開發含蠅。干董次。1.司，

地域住民。1 要求苦于全井旁時急電T 呂定平PJ 解決呻吟社主主咐，開發崎劫果7于巡姐的'ù甚

至全7j持 λq7} o}t-]斗且4 直接的主主地域住民刊才l 吾0}7}正是干音程悼會去。1 t午• -9-:i!1-干~)

λ~P}吾吾運動科根本的理念斗政策手設叫1] ~~吋基本需要理論斗 時金類創性合;;<]吐斗之

苦牛玖吽 (18) 開發外l 呵地域住民.Q:/積極的參與斗住民音。1 井有?時急科斗z 判斷言于全

專業吋吋當于吋于先咱::;!.. 7}井去;;;J.平PJ 且吽規模7于丘之外現金投豆豆開發音推進ßll

L于7于全毛主毛主基本需要理論斗根本的主主毛主金接近方法。1 吽.開發立'ù奄 惠渾。1 特定小

數人。1 斗特定地域外l 局限5:] ;;<1 當旱地域住民全體。，]現l 全國~~毛地域。1 均衡致為1 開蠶

豆;對象。1~吽全看吋~ À~ 吋令立~許吽.總量的，下肉的開發體制吋l斗不可能許強迫開發

呼叫住民參與吾可能丹l 詐裁之吋國家的次元斗持~優先順位叫1] ~À~ 個人的， 地攘的優

先順位叫焦點全世辛~斗告苦斗lλf 基本需要理論斗相遇吐斗. 小單位地域開發芒。l~苛

側面斗持基本需要理論什實踐的意味吾平司董斗之哼哼咀吽.

(18) Sang.Chuel Choe,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aemaul Undong of Kore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onceþt 0/ Basic Needs Aþþroa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xpert Meeting on Planning 
for Basic Needs to UNCRD, Nagoya, Japan,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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