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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第二場公民團體暨地方意見領袖座談會紀錄 

壹、時間：108 年 8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貳、地點：南屯區公所四樓會議室 

參、主席：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吳專門委員信儀       記錄：倪淑真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後簽到簿) 

伍、發言意見摘要（詳附件） 

陸、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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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 2 場公民團體暨地方意見領袖座談會】 

一、議程 

(一)舉辦時間：108 年 8 月 14 日 

(二)舉辦地點：南屯區公所 

時程 議程主題 

14:30-15:00 30 分鐘 報到 

15:00-15:10 10 分鐘 主席致詞(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5:10-15:30 20 分鐘 

【簡報說明】 

壹、國土計畫簡介 

貳、臺中市空間發展願景 

參、臺中市國土計畫辦理重點 

肆、座談會資訊及意見表達 

15:30-16:30 60 分鐘 綜合討論及民眾意見交流 

16:30~ 賦歸 

註：各議程辦理時程及與會名單依實際會議辦理情形為準。  
  



3 

 

附件：發言意見摘要 

發言人 發言摘要 

南區南門里

里長 

邱鴻章 

一、大里區國光自辦重劃區已於民國 106年完成，目前已有三

處工地建設中，所有面積及使用資源均在南區南門里，

建請都發局以此河道劃分為南區，並請實際進行現地會

勘。 

西屯區龍潭

里里長 

張清文 

一、建議在西屯區五權西路以北、中環路以西的筏子溪地

區，進行整體開發。 

中西區市議

員黃守達 

特助 

張鎧麟 

一、簡報內容中產業用地 938公頃是如何推估得出？ 

二、很高興市府有注意到中科發展，且需要新的用地，然而

台中科學園區新增產業用地 260 公頃，為目前用地面積

56%，其用地面積是如何推估得出？ 

三、產業推估之 GDP 數值將影響最後得出之用地面積，故 GDP

數值需要再確認，另這五年間之人口增加可能才 20、30

萬，然而產業用地需求卻增加非常多，因此產業用地需

求量是否有推估過度之疑慮？ 

臺中市工策

會委員 

林松柏 

一、鎮南段 74 地號週邊土地約於中彰快速道路以東、環中路

以南、黎明路以西，土地面積約 148公頃，能否劃為後期

發展區，以市地重劃方式進行開發？ 

二、由於單元一到單元五及十三期重劃區的開發，導致南屯

區水災變得嚴重，希望能改善南屯區排水問題。 

三、烏日溪南有許多沒有辦法合法的工廠，目前有 1,200家未

登記工廠缺乏長期發展規劃，讓中小型企業因土地問題

面臨無法投資、建廠，期望透過此次國土計畫，能給予

明確的方向。 

A 吳 信 儀

專 門 委

員 

一、南門里里長提之意見屬行政區劃定的問題，後續將轉至

民政局研議處理。 

二、西屯區龍潭里里長之意見，筏子溪兩側是農業區於臺中

市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中並無規劃，後續可以先針

對筏子溪進行整體規劃研究研究。目前國土規劃草案是

將筏子溪兩側農業區劃為城鄉發展地區，所以未來尚有

發展可能。另外補充因筏子溪於環中路有幾個單元正在

開發，所以短期內要再增加住宅區是有些困難的。 

三、工策會林委員的問題，希望鎮南能轉型屬於產業發展、

產業服務的專用區，這部分可能要再與當地民眾再做說

明，至於開發方式要重劃還是區段徵收，因為行政院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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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發言摘要 

定農業區開發一律採區段徵收，之前市府也有提過改採

市地重劃案件，比如擴大大里都市計畫，因內政部不同

意，影響後來開發時間，結果整個計畫重新推動都市計

畫程序，目前該案尚在都市計畫審議中，所以鎮南地區

開發方式後續應同與內政部協商、爭取。 

四、為輔導未登記工廠，國土計畫草案將烏日溪南規劃為短

期內會開發的產業園區，然而確切位置與面積還需與地

方做協調，經發局後續也可能會進行相關評估。 

東海大學助

理教授 

尚君璽 

一、先前有參加類似的公聽會，給予相當多意見都沒有接收

到公開的回應，希望這邊在口頭說明後，能否在網路上

能有公開的回覆。 

二、國土計畫是為了因應氣候變遷，但剛剛所述的國土計畫

都是在為產業發展鋪路。簡報所提的雙環雙心，將大肚

山開腸剖肚，將這些生態當成甚麼？第一，林地、土地

砍掉後蓋水泥工廠，下雨過後水土保持的能力喪失，水

就往下淹；第二，工廠強奪農地資源，農地對我們來說

是環境永續很重要的一部份；第三，台積電大量耗電，

而大量的耗電造成 PM2.5的負擔；第四，高污染產業所排

放的東西，現在環保局的技術可能都沒辦法測出來。 

三、簡報所提之臺中市人口在成長，好像必須開發住宅或產

業，那大家有沒有想過臺中的人口怎麼會增加？請不要

反因為果，維持人口增加的假象，而不去了解人口增加

的原因為何？ 

四、我們對臺中市區的鄉村規劃是零、沒有任何想法。如果

都市附近有農村，第一，它會幫助供應都市需要的糧食

生產；第二，在生態防汛、防洪災上有一定的效果。 

五、簡報中，農地與溝渠面積是分開計算，所以我們保護農

地不管溝渠的污染，是這樣嗎？ 

六、產業用地之算法為什麼是用單方面產業的需求估算？且

相當偏頗地僅為產業著想，建議高污染、高耗電的產業

用地需要有一個上限的。如果因中美貿易戰部分廠商回

流，如果這些又是被淘汰的高污染廠商，我們臺灣也要

無條件全盤接收嗎？我向來不認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是對立的，不然就不用國土計畫了。 

七、能否於中科當地辦理一場公聽會？因為會對中科附近居

民衝擊比較大，是否應該以那邊居民為主，鼓勵大家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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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發言摘要 

八、能否有跨部會的規劃？大家都在談海綿城市的概念，是

不是環保局、低碳辦公室、教育局等各人士都能一起規

劃國土計畫？ 

九、清境地區算不算是脆弱國土？在國土規劃時是不是有一

個整體規劃？因為南投若發生土石流，不可能只往南投

的方向流，臺中有多少人會受影響？是否有一個脆弱國

土的特別規劃？是否能有公權力的幫助？ 

市議員何敏

誠助理林玠

呈 

一、目前臺中市有一個最重要產業的空間廊道是大肚山腳下

60 公里，於后里到烏日的區域，國土計畫是否應該及早

因應？以避免農地工用之情形。 

A 吳 信 儀

專 門 委

員 

一、產業園區的劃設是否會影響環境與農地？在規劃產業園

區時，基本上都不會使用到農業局與農委會調查列為要

保護農地的部分。我們遴選的條件有幾個，第一，不是

在農委會與農業局要保護的農地地區；第二，一定是有

未登記工廠群聚的地方。 

二、有關水電的規劃，可能有些產業屬高耗能、高污染，目

前經發局有規劃一個方案，配合工廠輔導法的修正，未

來要輔導的產業是以低污染產業為主，而高污染產業就

會請廠商遷移至合法的廠房。如果產業園區做好環保設

施，引進的產業也照我們的方式去處理，原則上能降低

環境影響，後續產業園區的開發都會進行環評的審查。 

三、本場次座談會以市區範圍為主，故皆屬於都市土地，並

無鄉村區，於臺中國土計畫已指認 9個行政區為優先辦理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續針對鄉村地區應該維護的農

地、發展的公共設施與道路等做整體規劃。 

四、提到能否就近在中科辦公聽會，原則上儘量各行政區皆

會舉辦一場公聽會。惟原臺中市區都是都市計畫地區，

功能分區以城一為主，且仍以都市計畫管制，故統一舉

辦一場，其他原臺中縣部分，因情況會涉及到非都市土

地未來轉軌到國土計畫的內容較複雜且重要，所以原臺

中縣的各行政區至少都會辦一場公聽會。 

五、跨部會部分，其實在計畫中都會有部門計畫，所提及的

海綿城市與氣候變遷，國土計畫會專章去說明氣候變

遷。 

六、至於較脆弱國土的部分，剛好城鄉分署有來，因是屬於

跨縣市的狀況，請城鄉分署的代表轉知署內單位進行這

類跨縣市的脆弱國土相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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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發言摘要 

七、產業園區規劃係以未登記工廠較密集地方做產業園區。 

長 豐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公司 

一、新增產業用地有三個主軸，分別是新增產業用地、輔導

未登記工廠與科學園區，於新增產業用地會以既有都市

計畫工業區，與開發中、審議中園區為主，其餘用地皆

規劃為中長期需求；未登記工廠部分，因未登記工廠在

原區域計畫已經核給 872公頃，在既有園區已提供輔導未

登記工廠，但考量烏日溪南與清水海風里的未登記工廠

較為密集，本次新增這兩處作為未來城 2-3，也就是近五

年要去開發之產業園區，以輔導未登記工廠；另科學園

區係考量關聯產業需求，於中科東側農業區可提供 260公

頃腹地，未來科學園區劃設面積仍以中部科學園區管理

局需求為主。 

二、針對產業園區用水的部分，未來天花湖水庫興建完成，

則可滿足用水需求。用電部分，目前推估到民國 125年用

電尚屬供應平衡。 

三、報告所提之鄉村區是屬非都市土地的鄉村區，以前這類

鄉村區不像現在市區所在的都市計畫，有做公共設施、

道路、公園、停車場的規劃，因此國國土計畫特別重視

非都市土地的鄉村區環境改善，剛好今天所在之市區全

區都屬都市計畫，但都市計畫發展並非均質，特別是北

屯區位在大坑風景特定區中，的確有一些在都市計畫範

圍內有農村或鄉村的風貌，但剛剛所述的地方畢竟是處

於都市計畫範圍內，在公共設施等等的規劃上是更為完

善的，然而目前非都鄉村區是沒有這些規劃，所以可能

會以非都市土地的鄉村區作優先的環境改善，畢竟有些

土地已經瀕臨環境品質低落的問題。 

民眾 

姜盈如 

一、開發這麼多產業園區到底要租還是要賣？價格到底多

少，一定有對廠商做問卷調查，有去跟廠商做問卷調查

到底有沒有實際需求，這些相關資料麻煩請公開。 

二、十一月有未登記工廠的清查報告也請公開。 

三、農地資源的調查，第一類到第五類農地的圖資都有，那

份報告請公開。 

A 吳 信 儀

專 門 委

員 

一、國土相關資料都能做公開。另外有提到一些經發局相關

資料，也會與該單位協調將資料納入國土計畫 

二、有關未登記工廠的部分，在細部的廠商名稱的部分，基

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原因，可能無法公布，但它呈現的

點位、產業面積與類型都能夠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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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發言摘要 

三、租售方面的問題，目前有在做的部分資料都會有，也會

與相關單位協調是否納到國土計畫附件公布。 

台中城市發

展田調團 

林育霖 

一、鄉村地區於簡報中提及市區共計零處鄉村區，其範圍包

含整個北屯區，就目前氣候變遷問題，不曉得是如何整

理出此結論？因為在北屯區靠近大坑山區，應該是鄉村

地區，在山上可能因地形關係，所以種植是蔬菜，那這

個地方是如何被劃定為非鄉村區？或者是關於都市防災

因應氣候變遷的部分，這個鄉村區與農田真的完全要列

入城鄉 2-3，還是它其實就國土功能分區而言，某種程度

列為農五或是後期發展區的可能，但我始終認為將市區

視作零處鄉村區，其實是有礙於因應氣候變遷。 

A 長 豐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公司 

一、報告所提之鄉村區是屬非都市土地的鄉村區，以前這類

鄉村區不像現在市區所在的都市計畫，有做公共設施、

道路、公園、停車場的規劃，因此國國土計畫特別重視

非都市土地的鄉村區環境改善，剛好今天所在之市區全

區都屬都市計畫，但都市計畫發展並非均質，特別是北

屯區位在大坑風景特定區中，的確有一些在都市計畫範

圍內有農村或鄉村的風貌，但剛剛所述的地方畢竟是處

於都市計畫範圍內，在公共設施等等的規劃上是更為完

善的，然而目前非都鄉村區是沒有這些規劃，所以可能

會以非都市土地的鄉村區作優先的環境改善，畢竟有些

土地已經瀕臨環境品質低落的問題。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河 川 海

岸組(書

面意見) 

一、因氣候變遷衝擊致水道有溢淹風險或低地長期有淹水情

勢之區域，可推動逕流分擔規劃公有土地或公共設施作

多目標使用規劃，同時兼顧原目的使用及逕流分擔功

能，以降低淹水風險及提升土地耐淹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