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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四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城鄉發展地區與產業策略

為探討於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下，臺中市城鄉發展地區規劃與臺中市未來新設產業
用地區位與策略，臺中市政府主辦之「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第四場專家
學者座談會-城鄉發展地區與產業策略」，於108年5月23日上午9點整假臺中市逢甲大
學第八國際會議廳舉行。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107年4月30日)推估至民國125年新增產業用地需求為3,311公
頃，其中中部區域新增產業用地需求846公頃(用地需求屬輔導未登記工廠、科學工業
園區、倉儲物流以及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則不在此管轄範疇內)。本計畫推估臺中市
開發園區新增所需用地約為505公頃，其中臺中市區域計畫已核定101~115年新增產
業用地需求面積約390公頃，爰116~125年新增產業用地需求面積約115公頃。另外，
未登記工廠輔導合法化，建議優先輔導烏日溪南周邊地區、臺中港農業區以及清水區
海風里，初步推估116-125年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產業用地需求面積約950公頃，加
計臺中市區域計畫已核定872公頃，合計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用地需求為1,822公頃。
上開用地供給以1.既有產業用地；2.審議中或開發中之產業園區；3.受嚴重侵擾之農業
用地檢討為產業園區等方式，計畫可供給面積約2,336公頃。

此外，為有效評估未來臺中市未來城鄉發展總量及20年城鄉發展空間藍圖與區位
增減，本計畫透過人口總量預測、分派以及住商用地的檢核，針對具人口成長需求之
策略區，結合產業用地需求、都市計畫發展率等指標，指認新訂擴大都市計畫類型與
範圍；居住供給量明顯過剩之策略區，則提出適當之空間發展策略。故本計畫配合國
土計畫年期至125年下人口、產業、區域型設施及都市發展需求，進行綜合檢討區位及
範圍之合理性，並納入成長管理概念，分為5年內有具體發展需求者及中長期成長管理
範圍兩類型，指導各別發展時序，並針對10處短期5年內須發展區位，研提引入機能與
開發方式等具體評估內容，以完善臺中市城鄉發展成長管理策略目標。

爰此，透過本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期望藉由議題討論、多方意見溝通的方式反饋
至臺中市國土計畫中，以利於後續計畫推動，並使內容至臻完善。



舉辦日期

舉辦地點

2019年5月23日(四)

逢甲大學商學大樓八樓第八國際會議廳 (407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主席致詞及來賓介紹-吳信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專門委員)

10:00-10:20 茶敘時間

時間 / Time 議程 / Agenda

2

09:40-10:00 專題報告-王文林(內政部營建署)

10:20-12:10

專題討論一：臺中市未來新設產業用地區位與策略

子題一：產業用地需求發展預測

子題二：新設產業用地區位與策略

引言簡報：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min)

主 持 人：陳建元(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教授)

與 談 人：王文林(內政部營建署)

徐正祥(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組副組長)

鄭錫禧(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工業科科長)

林左裕(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鄭安廷(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副教授)

＊意見交流及綜合討論(11:40-12:10)

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四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城鄉發展地區與產業策略

12:10-13:30 用餐休息時間(商學大樓808A教室)



舉辦日期

舉辦地點

2019年5月23日(四)

逢甲大學商學大樓八樓第八國際會議廳 (407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時間 / Time 議程 / Agenda

2

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四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城鄉發展地區與產業策略

15:30 賦歸

專題討論二：臺中市城鄉發展成長管理策略

子題一：未來發展及成長管理地區

子題二：短期城鄉發展地區規劃構想

引言簡報：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min)

主 持 人：陳建元(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教授)

與 談 人：王文林(內政部營建署)

林左裕(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賴美蓉(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教授)

王大立(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

謝政穎(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

＊意見交流及綜合討論(15:00-15:30)

13:30-15:30

註：各議程辦理時程及與會名單依實際會議辦理情形為準。



主持人

陳建元

◼ 現職：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教授

◼ 學歷：英國卡地夫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博士

◼ 領域：區域及都市計畫、政策及計畫評估、政府政策及管制、
都市及區域經濟、資源環境經濟、土地經濟、新制度經濟學

與談人

王文林

◼ 現職：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國土規劃小組組長

徐正祥

◼ 現職：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組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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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錫禧

◼ 現職：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工業科科長

林左裕

◼ 現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 學歷：美國德州農工大學都市科學系博士

◼ 領域：證券投資、不動產金融與證券化、投資開發可行性評估、
不動產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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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四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城鄉發展地區與產業策略

賴美蓉

◼ 現職：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教授

◼ 學歷：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資源發展博士

◼ 領域：國土、區域與都市計畫法令與制度、區域政策與發展、
社區營造與發展、都市更新、永續發展、住宅問題與政策



鄭安廷

◼ 現職：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副教授

◼ 學歷：英國卡地夫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博士

◼ 領域：國土規劃、區域發展與治理、產業規劃、都市再生、
韌性城市

王大立

◼ 現職：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

◼ 學歷：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都市及區域計畫博士

◼ 領域：都市經濟分析、永續發展規劃、研究方法、都市計畫

謝政穎

◼ 現職：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

◼ 學歷：美國南加州大學都巿計畫學系博士

◼ 領域：都市計畫、地理資訊系統、國土及區域規劃、都市防災、
都市發展理論與都市設計、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規劃、
區域及都市資訊系統、都市交通運輸規劃

6

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四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城鄉發展地區與產業策略



專題討論一

臺中市未來新設產業用地
區位與策略

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四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城鄉發展地區與產業策略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承辦單位：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亞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5月23日

第四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城鄉發展地區與產業策略議題

【專題討論一】臺中市未來新設產業用地區位與策略



臺中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四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一、臺中市產業發展概況 3

臺中市為中部地區主要產業發展核心

1.產值佔中部區域總產值53.30%，以二、三
級產業為主。

2.就業人口數佔中部區域員工數55.55%，以
二、三級產業為主。

產值(佔中部區域百分比)
就業員工數(佔中部區域百分比)

圖例

8.42% 7.89%

3.95% 5.29%

54.53%59.91%

15.31% 19.28%

17.80% 7.62%

苗栗縣

臺中市

南投縣
彰化縣

雲林縣

中部區域105年員工數223萬人

一級產業 24萬人 (10.57%)

二級產業 97萬人 (43.48%)

三級產業 102萬人 (45.96%)

100-105年成長率 -1.53 %

100-105年成長率 ＋11.36%

100-105年成長率 ＋18.69%

中部區域105年總產值7兆元

一級產業 2,197億元 (3.12%)

二級產業 49,984億元 (71.10%)

三級產業 18,124億元 (25.78%)

100-105年成長率＋16.20%

100-105年成長率＋0.19%

100-105年成長率＋27.18%



一、臺中市產業發展概況 4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教育服務業住宿及餐飲業

臺中市
105年員工數

124萬人

一級產業 4萬人 (3.55%)

二級產業 53萬人 (42.69%)

三級產業 67萬人 (53.77%)

100-105年成長率 ＋0.77%

100-105年成長率＋10.45%

100-105年成長率＋25.33%

臺中市
105年總產值

3.7兆元

一級產業 333億元 (0.89%)

二級產業 24,319億元 (64.89%)

三級產業 12,823億元 (34.22%)

100-105年成長率＋18.59%

100-105年成長率＋13.98%

100-105年成長率＋35.03%

製造業

金融及保險業

支援服務業不動產業

二級產業

三級產業

中央：國家發展計畫-智慧機械；五大創新研發計畫-航太、智慧服務型機器人、精密醫

療器械；經濟部2020產業發展策略-精密機械、智慧型自動化。

地方：臺中市政府產業4.0旗艦計畫；臺中市產業發展策略計畫。

營造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



一、臺中市產業發展概況 5

臺中市各行政區優勢產業

西區
製造業

營造業

住宿餐飲業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 製造業主要分布於原臺中縣(大甲、
清水、后里、神岡、潭子、烏日、
霧峰、太平、大里)。

• 優勢產業之服務業集中於原臺中市、
豐原、東勢。

支援服務業

金融及保險業、強制性社會安全

不動產業

教育服務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二、產業空間發展構想 6

中臺灣空間發展構想

• 臺灣工具機產業位居全球第
四大出口國，其中7成精密
機械、工具機及其零組件廠
均在中部設廠，且配合經濟
部「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
之政策，結合航太與智慧機
械產業，串連 串連 零組件
製造與維修產業，引進智慧
機械、航太零組件製造與維
修產業，將整體打造為生產
維修基地，促使大臺中成為
智慧機械之都。

• 以中部科學園區作為發展核
心，結合臺中工業區、精密
機械科技創新園區等鄰近工
業區並配合便捷之交通運輸
系統，形成高科技產業走廊。

資料來源：臺中市都市發展暨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略(108.1)



二、產業空間發展構想 7

擴大神岡都市計畫

豐州科技工業園區二期

清泉崗門戶

精密園區三期

推
動
重
點
地
區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

新訂大里夏田都市計畫

新訂塗城都市計畫

烏日溪南產業園區

太平產業園區

1

2

3

4

5

6

7

8

9

大肚山科技廊道

運動產業園區

影視文創產業園區

沙鹿海線資訊經貿中心

豐原山城產創機械經貿中心

烏日高鐵設國際會展經貿中心

水湳工業4.0示範區

1 2

3

4

5

6
78

9

亞太產經富市

領航前店
1.經貿4核心引擎、
厚實5+N產業

2.鬆綁體制、建構
自由港

富強後廠
1.結合雲端大數據、
資訊透明化

2.產官學觸媒、落
實六級產業



三、產業用地需求發展預測 8

◆產業用地發展概況
現況供給產業用地為
3,846.51公頃，使用率
高達8成5。

苗栗縣

彰化縣

4

中部科學園區
臺中基地

加工出口區
臺中園區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

太平產業園區大里工業區

太平工業區

仁化工業區

台中工業區

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
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一期)

關連工業區
(一期)

加工出口區
中港園區

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一期)

中部科學園區七星基地

中部科學園區后里基地

大甲幼獅工業區

霧峰工業區

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

加工出口區臺中軟體園區

豐興后里新廠報編工業區

關連工業區
(二、三期)

文山工業區

永隆工業區

圖例

編定工業區

都市計畫工業區

都市計畫工業區

(具規模者)

丁種建築用地
產業用地現況分布示意圖

類別
產業用地
(公頃)

使用率(%)

報編
工業區

826.18 98.72

科學園區 381.73 97.68

經濟部加工出
口處

147.48 100.00

都市計畫工業
區(扣除重疊
之報編、科園、
加工出口區)

1,661.36 67.38

非都市土地丁
種建築用地

829.76 100.00

合計 3,846.51 85.41



三、產業用地需求發展預測 9

◆新增產業用地需求

依據營建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完稿)草案(107年10月)，本計畫採二級產業用

地需求總量推估方法(一) ，爰以90年、95年、

100年工商普查製造業產值，以及90年、95年工

商普查製造業使用土地面積，推估101~125年臺

中市新增產業用地需求面積約303公頃，加計公

共設施40%後，臺中市101~125年新增產業用地

需求面積約為505公頃。

全國125年需求
3,311公頃

(不包含輔導未登記工廠、科學工
業園區、倉儲物流以及核定之重大
建設計畫等用地需求)

- 中部 846公頃
- 臺中市 505公頃



三、產業用地需求發展預測 10

◆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用地需求

區域計畫核定用地872公頃。

依據臺中市經濟發展局辦理之「106年度臺中市合法工廠及未登記工廠

專案輔導計畫」，截至107年6月底已完成8,590家未登記工廠清查作業，

優先輔導烏日溪南周邊地區、台中港農業區以及清水區海風里，初步

估算需求用地約950公頃。

109-115年
(原區域計畫核定)

輔導未登工廠合法化

共約需1,822公頃
約需872公頃 約需950公頃

109-125年116-125年
(未來持續輔導需求)



三、產業用地需求發展預測 11

◆臺中市101~125年二級產業用地需求

項目 面積(公頃)

(一)新增產業用地需求(依循全
國國土計畫及經濟部推估需
求總量指派)

505

(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用地
需求

1,822

合計 2,327

◆臺中市區域計畫(107
年1月公告實施)指導
臺中市至民國115年
產 業 用 地 需 求 為
1,360公頃。

◆爰116~125年產業用
地再爭取967公頃。



臺中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四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貳、新設產業用地區位與策略 13

1.既有產業用地 2.審議中或開發中
產業園區

3.既定政策 4.受侵擾之農業區

清泉崗門戶、
烏日

潭子聚興、
豐洲、太平

既有報編、科園、
都計工業區

圖例

既有產業園區

都市計畫工業區

審議或開發中產業園區

既定政策產業用地

受侵擾之農業區

關連工業區
(一期)加工出口區

中港園區

精密機械科技創
新園區

豐洲科技工業園區
(一期)

中部科學園區
臺中基地

中部科學園區
七星基地

中部科學園區
后里基地

大里工業區

台中工業區

大甲幼獅工業區

潭子聚興
產業園區

太平產業園區

豐洲科技工業園區
(二期)

加工出口區
臺中園區

仁化工業區

霧峰工業區

豐興后里新廠報編工
業區

清泉崗門戶

烏日溪南

臺中軟體園區

5公頃以上無法恢復農
作之第3種農業用地且
已經輔導整體規劃地區

5.其它新設工業區、產業園區及新
訂擴大都市計畫地區提供之產業
用地

◆新增產業用地區位篩選原則



貳、新設產業用地區位與策略 14

◆新增產業用地區位
類型 產業用地名稱 面積(公頃)

既有產業用地 都市計畫低度利用工業區 542.00

審議中或開發中
之產業園區

太平產業園區 14.37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 14.76 

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 55.68 

公民營事業申請設置產業園區 38.80

精密園區三期 20.22 

清泉崗門戶地區計畫 40.00 

神岡都市計畫周邊產業園區 184.08 

大里夏田周邊產業園區 168.84 

塗城周邊產業園區 35.81 

明傳產業園區 10.34

小計 582.90

受嚴重侵擾
農業用地

都市計畫農業區：大里、太平、烏日、霧峰；豐原、潭子、大雅、神
岡等地區

107.91 

52處公告特定地區 153.00

非都市計畫農業用地：經發局建議劃設輔導未登記工廠範圍
(優先輔導：烏日溪南周邊地區、台中港農業區、清水區海風里)

950.00

小計 1,210.91

合計 2,335.81



貳、新設產業用地區位與策略 15

◆新增產業用地區位

神岡都市計畫周邊
產業園區

大里夏田周邊
產業園區

大里塗城周邊產業園區

清泉崗門戶地區計畫

烏日溪南
周邊地區

太平產業園區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

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

精密園區三期

受嚴重侵擾
農業用地(太平)

受嚴重侵擾
農業用地(豐原)

清水區海風里

台中港
農業區

明傳產業園區



貳、新設產業用地區位與策略 16

◆臺中市未登記工廠分布概況

烏日溪南產業發展特定區計畫

台中港特定區計
畫農業區變更

清水區海風里

初步遴選輔導未登工廠為產業園區範圍
未登工廠



貳、新設產業用地區位與策略 17

◆輔導未登工廠建議劃入範圍(臺中市經發局建議)
編號 計畫名稱/行政區里 建議面積(公頃) 備註 期程

1 烏日溪南產業發展特定區計畫 498.82 依96年6月29日台內營字第0960804052號函辦理。 短期

2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農業區變更 291.68
依民國95年「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部分港埠專用區(工業專用區

II)劃出港區範圍)案」指導辦理。
短期

3 清水區海風里 159.50

1.現況多已非農用。

2.未登記工廠群聚區域。

3.因應智慧機械產業需求，鄰近之神岡區亦為未登記工廠

短期

合計 950.00 -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農業區變更烏日溪南產業發展特定區計畫 清水區海風里



環保設施

產業用地(一)

產業用地(二)

貳、新設產業用地區位與策略 18

烏日溪南產業發展特定區計畫

無涉及一級環敏區

涉及二級環敏區之淹水潛勢地區

◆ 西側以河川為界，北側至福泰街、
溪南路附近，東側以環中路、五
福溪附近為界，南至太明路南側
200公尺。

◆ 規劃產業用地 (一 )、產業用地
(二)(住宅機能)、管理服務核心及
必要性公共設施。

◆ 建議採新訂都市計畫並以區段徵
收方式開發。



貳、新設產業用地區位與策略 19

清水區海風里

北側涉及一級環敏區之河川區及
保安林、森林區

涉及二級環敏區之淹水潛勢地區
山坡地、山崩地滑區及高速公路
禁限建範圍

◆ 計畫區周邊以高速公路、聯外道路及
主要道路為界。

◆ 基地內北側、西側涉及環敏區範圍規
劃開放空間，並與周邊農業區作隔離。

◆ 其餘規劃產業用地、管理服務核心及
必要性公共設施。

◆ 建議採擴大都市計畫並以區段徵收方
式開發。

開放空間

擴大神岡都
計(規劃中)



簡報結束



專題討論二

臺中市城鄉發展
成長管理策略

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四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城鄉發展地區與產業策略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承辦單位：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亞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5月23日

【專題討論二】城鄉發展地區

第四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城鄉發展地區與產業策略議題



臺中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四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

梨山(環山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

梨山(松茂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

梨山風景特定區計畫

梨山(新佳陽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

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

東勢都市計畫

新社都市計畫

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

大甲(日南地區)都市計畫

大安都市計畫

后里都市計畫

外埔都市計畫

鐵砧山風景特定區計畫

大甲都市計畫

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

霧峰都市計畫

大里(草湖地區)都市計畫

擴大大里(草湖地區)都市計畫

太平都市計畫

太平(新光地區)都市計畫

大里
都市計畫烏日都市計畫

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大肚都市計畫

中科臺中基地
附近特定區計畫

臺中市都市計畫

神岡都市計畫
豐原都市計畫

潭子都市計畫

豐原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

大雅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使用概況：20處市鎮計畫、12處特定區計畫。

臺中市陸域面積221,489.68公頃
◼都市土地面積53,559.64公頃(占24.18%)
◼非都市土地面積(含刻正辦理新訂、擴大都市計畫)167,930.04公頃(占75.82%)

◼住宅區發展率超過八成者：大里、大里(草湖)、大甲、外埔、烏日、霧峰以及豐交特定區、鐵
砧山特定區。
◼商業區發展率超過八成者：豐原、大甲、后里、神岡、潭子、新社、外埔、
霧峰以及梨山(松茂)特定區、梨山(環山)特定區。
◼工業區發展率超過八成者：太平、大里、大甲(日南)、神岡、烏日、霧峰以及豐交特定區。

• 臺中市整體住宅供給雖足夠，但部分行政區或
都市計畫區發展相對快速，住宅區、商業區發
展已逾八成，故仍有住宅、商業用地之需求。

一、未來發展及成長管理地區-既有城鄉發展地區概況 3



一、未來發展及成長管理地區-全臺第二大都市 4

 臺中市人口數(108年4月)：280萬9,004人

 臺中市磁吸效應
臺中市除吸引鄰近縣市外，亦擴及南部與
北部區域核心都市，顯示臺中市就業與生
活環境均有較高之競爭力。

 人口主要分布

 臺中都心之北屯、西屯、大里區。

 豐原山城副都心之豐原區。
8,617人/年

3,008人/年

5,517人/年

4,955人/年

3,019人/年

2,495人/年

2,941人/年

臺北市

高雄市

雲林縣

苗栗縣

臺南市

彰化縣

臺中市

南投縣

3,920人/年

桃園市
2,684人/年

新北市

臺中市107年主要遷入人口來源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月報



5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及農業
發展地區第五類範圍之都市計畫
土地。

1.具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2.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者，得劃設城鄉發展地區：
(1)位於都計區(發展率達一定比例以上)周邊相

距一定距離內者。
(2)非農人口達一定比例或人口密度較高者。
(3)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者。
3.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達一定面
積規模以上，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

位於前1、2、3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
以劃入。

1

2

3

5

4

核發開發許可地區（除鄉村區屬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者、特定專用區屬
水資源設施案件者外）、屬依原獎勵
投資條例同意案件或前經行政院專案
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
件，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

1.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
展需求地區，且有具體規劃或可行財務計畫。
2.符合成長管理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下，
為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提供或改善基
礎公共設施、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等原因，
得適度擴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
工業區範圍。
3.依原區域計畫法規定取得開發許可案件或依
本法取得使用許可案件，得適度擴大範圍。
4.位於前1、2、3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
予以劃入。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之鄉村區得予劃設。

一、未來發展及成長管理地區-城鄉發展地區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城鄉發展用地

以既有城鄉發展地區為主，

並以都市再生、閒置用地

活化等填入式發展為主要

策略，以落實集約發展之

原則。

◆既有城鄉發展地區

包含都市計畫區、非都市

鄉村區、工業區、特定專

用區等約5.86萬公頃。

◆上述範圍轉換為本計畫城鄉
發展地區分別為城1(既有都
市計畫區扣除農4、城5)、城
2-1(原鄉村區、工業區、特
定專用區)、城2-2(開發許可
案件)、城3(原鄉村區)面積
共計5.20萬公頃。

一、未來發展及成長管理地區-既有城鄉發展地區轉換 6

轉換前既有城鄉發展用地分布示意圖

轉換後既有城鄉發展用地分布示意圖

城1
城2-1
城2-2
城3
行政區

圖例



◆以既有城鄉發展地區為主，考量近5-20年之發展需求，應檢核用地、

人口供需、環境容受等原則，建立城鄉發展總量與區位指認。

一、未來發展及成長管理地區-發展總量檢討原則 7

◆ 未來新設產業用地發展需求。
神岡都市計畫周邊

產業園區

大里夏田周邊
產業園區

大里塗城周邊產業園區

清泉崗門戶地區計畫

烏日溪南
周邊地區

太平產業園區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

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

精密園區三期

受嚴重侵擾
農業用地(太平)

受嚴重侵擾
農業用地(豐原)

清水區海風里

台中港
農業區

明傳產業園區



一、未來發展及成長管理地區-未登工廠群聚區位 8

輔導專區區位：豐原區、潭子區
引入產業：光應用產業
新劃設產業用地：受嚴重侵擾都計區
農地、潭子聚興

輔導專區區位：清水
區、神岡區、大雅區
引入產業：航太、智慧機械
新劃設產業用地：擴大神岡、
豐洲二期

輔導專區區位：烏日區、大里
區
引入產業：手工具機、金屬製造
新劃設產業用地：大里夏田

輔導專區區位：太平區、
大里區、霧峰區
引入產業：先進環保製程
新劃設產業用地：受嚴重侵擾
都計區農地、太平產業園區、
新訂擴大塗城

圖例

資料來源：103年國土利用調查及本計畫整理。

◆ 輔導未登記工廠範圍-產業群聚發展需求



非都：60萬人

都計區：240萬人

290萬人
臺中市區域計畫(107.1.19)

指導分派總量

本計畫推估

民國125年

人口總量

趨勢預測：301.31萬人

全國人口趨勢推估：

285.65~295.62萬人

以區計成長率推估：

317.39萬人

爰建議臺中市目
標年人口為 300

萬人

人
口
推
估
與
分
派

居住水準
(50m2~70m2/人)

X
現行都市計畫區

之住宅區

本計畫區之都
市計畫區可容
納人口數：

312萬人

供
需
檢
核

居
住
用
地 供給

需求

註：臺中市各都市計畫區計畫人口總計約308.96萬人

•依臺中市區域計畫(107.1.19)指導，臺中市115年人口總量為290萬人。
•本計畫經初步依趨勢成長法預測臺中市125年之人口總量約300萬人，較臺中市區域計畫115
年計畫人口290萬人約增加10萬人。
•假設125年非都市人口約60萬人(按現行非都人口54萬人預測成長)，240萬人分派至都市計畫
區集約管理。

一、未來發展及成長管理地區-計畫人口推估 9



註：依各行政區目標年之人口數，乘以106年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占各行政區之比例，推估本案125年分派至都市計畫人口。

•依據住宅供需檢核，尚需新增住宅區之策略區為「后里、豐原、潭子、大雅、神岡
策略區」以及「大里、太平、霧峰策略區」，未來可透過農業區檢討、新訂擴大都
市計畫等策略提供居住用地。
•針對居住供給量明顯過剩之策略區，如「清水、沙鹿、梧棲、龍井策略區」提出適
當的空間發展策略。

一、未來發展及成長管理地區-城鄉住商用地檢核 10

策略區
平均居住水
準(人/m2)

106年都市計畫
現況人口(人)

現行計畫可容
納人口(人)(A)

125年都市計畫
人口(人)(B)*

尚需新增住宅區以供
居住人口(人)(C=B-A)

后里、豐原、潭子、
大雅、 神岡策略區 60 382,149 366,352 415,214 48,862

新社、東勢、石岡策
略區 70 36,841 70,095 41,359 -28,736

和平策略區 70 1,123 5,113 1,741 -3,372

大甲、大安、 外埔策
略區 70 52,700 71,524 58,480 -13,044

清水、沙鹿、梧棲、
龍井策略區 70 254,730 699,588 277,123 -422,465

烏日、大肚 策略區 60 90,462 180,055 98,721 -81,334

大里、太平、霧峰策
略區 50 270,303 317,846 293,408 46,258

原臺中市策略區 50 1,153,230 1,407,255 1,233,955 -173,300



◆配合成長管理概念，分階段逐步完成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未來發展地區(5年內有具體發展需求者及中長期成長管理範圍兩類型)

一、未來發展及成長管理地區-短、中長期城鄉發展地區 11

推動

順序
編號 計畫名稱 推動類型 規劃原則

短期5
年內
有具
體發
展需
求區
位(城
鄉發
展地
區第
二類
之三)

1
擴大后里主要計畫(后里車站東

側地區)
重大建設

配合后里花博重大建設及后里東站新建工程，預期發揮東西站TOD發展契機，
改善后里火車站環境及提供公共設施用地。另后里車站西南側營區則轉型釋
出住商用地，活絡地區發展。2 擴大后里主要計畫(森林園區) 重大建設

3 太平坪林 縫合型
勤益學區人口密集，發展強度高、且坪林地區常有淹水情形發生，應藉由計
畫強化其防災功能，引導城區與水共生、生態永續發展。

4 新庄子、蔗部 縫合型
東海商圈人口密集，發展強度高、公共設施不足，且其位於大肚山與都會區
之交界，應藉由計畫引導其朝生態、低碳、永續、對環境友善之城區發展。

5 擴大大里都市計畫 縫合型
藉由大里都市計畫及大里夏田區位間之非都市土地納編為都市發展腹地，提
供大平霧地區發展腹地。

6 新訂清泉崗西側地區 縫合型
居住服務為主，主要配合清泉崗門戶計畫，提供周邊產業發展腹地並健全公
共設施用地及其服務品質。

7 擴大神岡都市計畫 產業型
配合國機國造、智慧機械產業發展導向，引入相關產業並留設土地提供未登
記工廠遷入。

8 新訂塗城都市計畫 產業型
本區域為夾雜於大里工業區與仁化工業區之零碎農地，應妥適規劃，擴增產
業發展腹地，並留設土地提供未登記工廠遷入。

9 新訂大里夏田都市計畫 產業型
整合東側大里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產業腹地，並留設土地提供未登記工廠
遷入。

10 新訂烏日溪南都市計畫 產業型
配合烏日溪南未登記工廠群聚地區，整體規劃住商腹地及產業發展用地，並
健全必要性公共設施用地

11 擴大神岡都市計畫(清水海豐里) 產業型
配合國機國造、智慧機械產業發展導向，引入相關產業並留設土地提供未登
記工廠遷入。

中長
期成
長管
理區
位

1 新訂清泉崗北側、東側地區 產業綜合型
產業為主，結合豐洲科技工業園區、國際機場、中部科學園區以及既有產業
聚落，整體規劃提供產業發展腹地並健全公共設施項目及其服務品質，提升
產業發展環境。

2 大里樹王 產業綜合型 配合第一階段之塗城、大里夏田之優先開發區，待開發率達一定比例後後開
始規劃及其開發作業。3 十九甲與塗城 產業綜合型

4 潭子聚興 產業綜合型 潭子聚興未來以醫療、光應用產業為主，發展為高科技、高產值產業基地。



◆配合國土計畫之計畫年期至125年下未來人口、產業、區域型設施及
都市發展需求，研提短、中長期城鄉發展區位及範圍，並納入成長管
理概念，指導各別發展時序。

一、未來發展及成長管理地區-短、中長期城鄉發展地區 12

短、中長期城鄉發展地區區位及範圍合理性討論議題



臺中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四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城鄉發展總量在5年內有具體發展計畫或需求，且符合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者。

未來5年內預計可完成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公開展覽程序者。

未來5年內預計可完成申請或變更使用許可(開發許可)之縣市政府受

理申請程序者。

二、短期城鄉發展地區規劃構想-指認原則 14

◆短、中長期城鄉發展地區之具體評估

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之要求內容。

敘明計畫範圍及面積、開發主體、開發方式、土地使用計畫、完

成期限。

財務計畫(內容如說明預定進度、分期經費估算、實施機關及經費

來源等)。

地政、財政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可行財務計畫認可文件作為

佐證。



◆指認11處短期5年內有具體發展需求區位。另配合城鄉發展成長管理
規劃，規劃4處中長期成長管理區位。

二、短期城鄉發展地區規劃構想-評估綜理 15

期程 類型 計畫名稱
面積(公頃)/
座落策略區

開發主體 開發方式 機能 備註

短期

(至民國
115年)

重大
建設型

擴大后里主要計畫
(后里車站東側地區)

15.00臺中市政府 新訂擴大

1.提供觀光旅遊服務機能、住宅機能及必要
性公共設施(滯洪池、停車等)。

2.銜接后里車站東西側動線發展，並提供大
眾運輸轉運機能。

區計
指認

擴大后里主要計畫
(森林園區)

15.52臺中市政府 新訂擴大
1.因應中科、花博、區域觀光提供住、商發
展腹地及其必要性公共設施。

2.銜接區域性交通要道及地區性服務道路。
-

縫合型

太平坪林 293.69臺中市政府 新訂擴大

1.提供坪林地區住宅、商業發展腹地及必要
性公共設施(如滯洪池、停車等)。

2.串聯太平霧地區交通要道及地區性服務道
路。

-

新庄子、蔗部 537.92臺中市政府 新訂擴大

1.提供東海商圈、大肚山台地住宅、商業發
展腹地及必要性公共設施。

2.整體規劃應藉由計畫引導其朝生態、低碳、
永續、對環境友善之城區發展。

3.連結中興路、136線等交通要道及地區性服
務道路。

-

擴大大里都市計畫 398.98臺中市政府 新訂擴大
1.提供大里、太平、霧峰地區之住宅、商業、
公共設施等發展腹地及服務機能。

區計
指認

新訂清泉崗西側地區 107.14臺中市政府 新訂擴大
1.連結國際機場、中部科學園區及既有產業
聚落之發展，提供完善產業發展腹地、健全
公共設施及其服務品質。

-



二、短期城鄉發展地區規劃構想-評估綜理 16

短期城鄉發展地區具體評估項目及可行性討論議題

期程 類型 計畫名稱
面積(公頃)/
座落策略區

開發主體 開發方式 機能 備註

短期
(至民國
115年)

產業型

擴大神岡都市計畫 184.08臺中市政府 新訂擴大

1.提供國機國造、智慧機械產業發展機能，
以及合法工廠之擴建、外商投資及新興產
業發展等用地需求。

2.至少留設30%土地提供未登記工廠遷入。

區計
指認

新訂塗城都市計畫 35.81臺中市政府 新訂擴大

1.本區域為夾雜於大里工業區與仁化工業
區之零碎農地，應妥適規劃，擴增產業發
展腹地。

2.至少留設70%土地提供未登記工廠遷入。

區計
指認

新訂大里夏田都市
計畫

168.84臺中市政府 新訂擴大

1.促進大里夏田里土地資源活化再利用，
整合東側大里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產業
腹地。

2.至少留設70%土地提供未登記工廠遷入。

區計
指認

新訂烏日溪南都市
計畫

498.82臺中市政府 新訂擴大

1.配合烏日溪南未登記工廠群聚地區，整
體規劃住商腹地及產業發展用地，並健全
必要性公共設施用地(污水處理、滯洪池、
停車等)。

-

擴大神岡都市計畫
(清水海豐里)

159.50臺中市政府 新訂擴大

1.提供國機國造、智慧機械產業發展機能，
以及合法工廠之擴建、外商投資及新興產
業發展等用地需求。

2.至少留設30%土地提供未登記工廠遷入。

-

合計 2415.30 -



二、短期城鄉發展地區規劃構想-計畫區位與構想 17

 擴大后里主要計畫(后里東站地區)

◆ 轉運及觀光休閒雙核心發展，引入運動、觀
光、休閒及商業服務之土地使用機能，提升
觀光動能。

◆ 規劃廣場、停車場等公共設施用地，與蓄綠
滯洪強化防災能力。

◆ 建議採新訂都市計畫並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

觀專(一)

觀專(一)

廣(停)

轉專

公(滯)

廣

廣

廣(停)

廣

綠

觀專(二)

觀專(二)

公展草案內容

 擴大后里主要計畫(森林園區)

◆ 機關用地未來提供區公所、衛生所、戶政事
務所與消防分隊使用。

◆ 規劃生活服務設施專用區提供住宅處社會住
宅需求，惟專用區內數木眾多應妥善規劃。

◆ 考量天空步道以及展館設施保留，則原規劃
道路系統配合刪除，調整為公園用地，劃設
面積11.3425公頃，未來展館設施得採多目
標引入多元機能。

◆ 建議採自行招商開發。

市都委會專案小組內容

重大建設型 重大建設型



二、短期城鄉發展地區規劃構想-計畫區位與構想 18

 新庄子、蔗部擴大都市計畫

◆ 位於非都市土地，由臺中市都市計畫、
臺中港特定區、中科特定區都市土地
包圍，鄰近都市土地主要為工業區、
農業區、保護區及住宅區。

◆ 現行非都市土地鄉村區131公頃。
◆ 規劃廣場、停車場等公共設施用地，

與蓄綠滯洪強化防災能力，完善區域
及鄰里性公共設施。

◆ 建議採新訂都市計畫並以區段徵收方
式開發。

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臺中市都市計畫

中部科學園區臺中基
地附近特定區計畫

遊

園

南

路

東海別墅

東海大學

蔗部

新庄子

自強新村

臺中工業區

向

上

路

臺
灣

大
道

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蔗部
新庄子

縫合型



環保設施

產業用地(一)

產業用地(二)

二、短期城鄉發展地區規劃構想-計畫區位與構想 19

新訂烏日溪南都市計畫

◆ 西側以河川為界，北側至福泰街、溪南路附近，東
側以環中路、五福溪附近為界，南至太明路南側
200公尺。

◆ 規劃產業用地(一)、產業用地(二)(住宅機能)、管理
服務核心及必要性公共設施。

◆ 建議採新訂都市計畫並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

擴大神岡都市計畫

計畫◆ 配合區內既有工廠分布，於主要道路兩側以
大塊方整、集中之原則佈設，可避免拆除過
多廠房。

◆ 規劃產業用地、住宅機能、管理服務核心及
必要性公共設施。

◆ 建議採新訂都市計畫並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

大

新興
路

神岡都市計畫
農業區機能縫合

后里區

清水區

P

P

P
P

P

甲

溪

新
庄
社
區

產業型 產業型



二、短期城鄉發展地區規劃構想-計畫區位與構想 20

擴大神岡都市計畫(清水海豐里)

◆ 計畫區周邊以高速公路、
聯外道路及主要道路為
界。

◆ 基地內北側、西側涉及
環敏區範圍規劃開放空
間，並與周邊農業區作
隔離。

◆ 其餘規劃產業用地、管
理服務核心及必要性公
共設施。

◆ 建議採擴大都市計畫並
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

開放空間

擴大神岡都
計(規劃中)



簡報結束



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四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城鄉發展地區與產業策略

交通資訊│Information

自行開車

1.南下車輛：下174-大雅出口，朝「台中」方向進入中清路二段→黎明路右轉→
凱旋路左轉→河南路二段右轉→逢大路右轉後直行進入校園。

2.北上車輛：下174-臺中出口，朝「台中」方向進入臺灣大道→黎明路後進入快
車道→河南路左轉→逢大路左轉後直行進入校園。

大眾運輸

於台中火車站轉乘

統聯客運37號、

中臺灣客運25號、

台中客運公車33、35號、

全航客運5號。

停車資訊

1.與談人：水湳校地停車場。

2.列席與會單位：

商學大樓南側，惟本次活動

停車需自費，建議搭乘大眾

運輸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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