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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城鄉與農業發展分組) 

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資料 

壹、 開會時間：109年 1月 31日(星期五) 下午 2時整 

貳、 開會地點：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801會議室 

參、 主持人：黃召集人崇典              

肆、 主持人致詞 

伍、 業務單位報告 

一、 「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因已完成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作業，依

法應提送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考量計畫範疇甚廣，本府參

考內政部營建署函送「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後續審議作業

注意事項」，並提至 108年 11月 15日「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第 1次會議確認後續審議機制，將分為「城鄉與農業發展分組」、

「國土保育與海洋資源分組」之專案小組，透過議題式徵詢以逐

步收斂意見，並針對各小組不同意見或無法決定部分，則提至大

會審議裁示。各專案小組除通知該組成員外，另一併通知其他委

員，以及邀請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鄰近縣（市）政府參

加(如附件 3)。 

二、 就「城鄉與農業發展專案小組」預定討論議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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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與農業發展分組】專案小組各場次預定討論議題表 

場次 預定討論主題 備註 

1 1. 整體空間發展構想與布局 

2. 人口預測、住宅用地需求、其他必要

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供需檢討。 

3.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住宅、產業、交

通運輸、重要公共設施部門)  

4. 未登記工廠輔導及清理計畫。 

5. 城鄉發展地區、農業發展地區模擬成

果及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108 年 12 月 27 日已召開，本

次會議將就前次議題續行討論

與回應。 

2 1. 第 1場次徵詢意見回應與討論 

2.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3.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發展策略。 

本次會議 

3 1.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2. 各專案小組徵詢意見綜合回應 

⚫ 陳情人列席說明。 

⚫ 併同「國土保育與海洋資

源專案小組」共同召開。 

⚫ 本場次確認後將提請大會

審議。 

備註:各場次議題視審議情形，另予彈性調整。 

陸、 規劃單位簡報 

柒、 綜合討論(討論議題如附件 1、2) 

捌、 臨時動議 

玖、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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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城鄉與農業發展分組) 

專案小組第 2次會議討論議題 

議題一、第 1場次徵詢意見回應與討論 

說明、提請討論： 

本組前於 108 年 12 月 27 日召開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並就 5 大議題提會徵

詢各委員與機關意見(包括 1.整體空間發展構想與布局 2.人口預測、住宅用地需

求、其他必要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供需檢討。3.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4.未登記工廠

輔導及清理計畫。5 城鄉發展地區、農業發展地區模擬成果及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為利各小組意見可逐步收斂，爰安排第 2~3場次陸續進行回應，以確認各

方意見或需補充資料到位，俾利續提大會確認及報請內政部審議。 

提請討論： 

(一)請各委員及相關機關就當日會議回應內容，確認有否需再修正或補充。 

(二)各機關倘如有修正意見或補充資料，請協助於當日提供，俾利納入本計畫或

下次專案小組回應之使用。 

議題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說明： 

一、 考量非都市土地鄉村區環境亟需改善，「全國國土計畫」指導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著手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以協助地區永續發展，改善生產條件、

維護生態環境及提升生活品質。經 107 年 7 月 13 日內政部營建署召開「直

轄市、縣(市)國土規劃作業第 5次研商會議」，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區分成

3階段進行： 

(一)第一階段(即本計畫階段)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綜整鄉村地區發展課題，先行指認後續

優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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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接續辦理鄉村地區調查及整

體規劃作業，於上開作業完成後，地方政府得依據國土計畫第 15 條第 3 項

第 5 款規定，辦理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適時檢討變更(如：

計畫名稱為「變更〇〇縣(市)國土計畫－〇〇鄉(鎮、市、區)整體規劃」。 

(三)第三階段 

於前開計畫公告實施後，得由地方政府按計畫辦理國土功能分區檢討變

更，並由申請人按計畫指導分別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使用許可、應經

申請同意使用等，以落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內容。 

二、 本計畫依照前述說明第一階段應辦理事項，於草案第二章提出本市鄉村地區

發展課題與對策(第 2-33 頁)，並依內政部營建署所擬「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規劃手冊」(108 年 7 月版本)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優先地區評估原

則，提出本市後續應優先辦理規劃地區，包括大安、大肚、大里、太平、外

埔、和平、新社、龍井以及霧峰等 9 處行政區。(第 3-13~3-15 頁，整理如

下圖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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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綜合分析彙整表 

行政區 
 

【類型一】 
人口持續增加且
建築用地發展達
一定程度以上。 

【類型二】 
人口具一定規
模，但公共設施
服務不足。 

【類型三】 
屬人口集居地
區，但易受災害
影響。 

【類型四】 
因應農業永續發
展需求。 

【類型五】 
其他(地方因地
制宜提出特殊優
先規劃地區需
求。) 

大甲區 ○ ○    
大安區 ○ ○ ○ ○ ○ 
大肚區 ○ ○    
大里區 ○ ○ ○   
大雅區 ○  ○   
太平區 ○ ○ ○   
外埔區 ○ ○ ○ ○ ○ 
石岡區    ○ ○ 
后里區 ○ ○ ○  ○ 
沙鹿區 ○ ○  ○  
和平區 ○ ○ ○ ○ ○ 
東勢區  ○ ○ ○  
烏日區 ○ ○  ○  
神岡區 ○     
清水區 ○ ○  ○  
新社區 ○ ○ ○ ○ ○ 
潭子區 ○ ○    
龍井區 ○ ○    
豐原區 ○ ○  ○  
霧峰區 ○ ○ ○ ○  

 

 優先辦理整體規劃鄉村地區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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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 

一、 請各委員、內政部營建署(委託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國土功能分

區指導原則」)、行政院農委會(委託辦理「因應國土計畫劃入農業發展地區

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計畫」)就本議題相關章節內容提供意見。 

二、 就本議題相關章節內容及後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推動分工，請本府相關機關

提供意見(都市發展局-推動緊鄰都市計畫區且屬工商型鄉村聚落整體規劃

之主辦機關；地政局-非都市土地鄉村區之土地管理機關；農業局-農村聚落

之鄉村區發展之目的事業機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

之鄉村區發展之目的事業機關)，說明如下： 

(一)依照內政部營建署刻正辦理中「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國土功能分區指

導原則」委託案，界定鄉村地區空間範疇係扣除都市計畫、國家公園範圍

之其餘土地。查本市行政區扣除上述土地後，尚有豐原、大里、太平、清

水、沙鹿、大甲、東勢、烏日、神岡、大肚、大雅、后里、霧峰、潭子、

龍井、外埔、和平、石岡、大安及新社等 20處行政區需推動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本計畫指認 9處優先辦理地區)。 

(二)考量推動處數甚多，且各區型態含有鄰近都市計畫區或獨立自主型，屬性

亦有工商發展或農村發展導向，以及橫跨平原與山地(原住民族土地)等。

於本計畫(第八章 8-5 頁)就指認優先辦理鄉村區整體規劃計畫請本府各機

關主辦。請本府地政局(非都市土地鄉村區之土地管理機關)、農業局(農村

聚落之鄉村區發展之目的事業機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原住民族土地

或部落之鄉村區發展之目的事業機關)就上述說明內容及本議題相關章節

內容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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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發展策略。 

說明： 

一、 依「全國國土計畫」對於原住民族土地之發展策略之指導(摘述說明如下)，

本計畫第二章說明原住民人口、土地現況情形(第 2-12~2-13 頁)，並提出相

關發展課題與對策(第 2-34~2-35 頁)，以及原住民族土地空間發展構想(第

3-15~3-16頁)： 

(一)為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土地利用之特殊需求，應建立原住民族土地使

用指導原則；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調查原住民族慣習土地利用方式及

需求、盤整原住民族部落之基本公共設施（如：電信、電力、下水道等），

於部落周邊適度規劃配置殯葬使用空間，俾供國土計畫後續規劃檢討之參

考。 

(二)國土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者，應依其環境敏感條件、土地資源特

性及原住民族使用需求，劃設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並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訂定適用於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使用規範。 

(三)如因地理條件限制，未能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有效解決之土地利

用衝突問題，或國土功能分區管制無法符合原住民傳統農業、漁獵、部落

基礎生活需求者，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研擬特定

區域計畫，配套研擬合宜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依其計畫內容進行管制。 

(四)落實部落自主，結合原住民族人才培力作業，培養原住民部落規劃人員，

融合原住民文化、產業、傳統慣習所需，由下而上整合部落意見進行原住

民族土地規劃。並透過協商平台，促進跨部落共同事務整合規劃，以促進

關係部落共同研商、意見整合。 

二、 另本計畫(第六章)就本市原住民族土地範圍，依「全國國土計畫」及內政部

營建署刻正研擬「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指導(整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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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劃設「國土功能分區與分類」模擬成果 (劃設條件與情形於第 6-1~6-15

頁，摘錄和平區劃設成果如下圖所示，另就各部落劃設成果如附件 2所示。)。 

三、 本計畫第六章(第 6-17~6-18 頁)考量原住民族具有特殊性，為滿足其居住、

耕作及殯葬等土地使用需求，未來得視各部落的需求向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擬定特定區域計

畫，訂定土地利用管理原則，以研訂原住民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納入臺中市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提請討論： 

（一）請各委員就本議題相關章節內容提供意見。 

(二) 考量原住民族土地具特殊性，應再細緻調查，了解各區或部落土地使用需

求，以訂定因地適宜之計畫引導與土地使用管制內容。爰本計畫建議應透

過「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擬定，研訂原住民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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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納入「臺中市國土計畫」後續檢討參考。請內政部營建署、原住民族委

員會提供意見。 

（三）請本府地政局(執行第三階段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圖、使用地編定作

業)、農業局(農業發展地區及分類劃設內容)、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原住

民族土地或部落發展之目的事業機關)就上述說明內容及本議題相關章節

內容提供意見。 

（四）依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劃設原則(如下表)，原住民族土地之鄉村區可劃為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請規劃單位於本計

畫補充本市原住民族土地之鄉村區，全數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之理由。 

原住民族土地鄉村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劃設彙整表 

「全國國土計畫」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劃設條件 建議劃設方式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

內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設之鄉村區得予

劃設。 

1.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鄉村區(劃設範圍為

鄉村區單位基本圖)。 

2. 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以位屬部落範圍之

聚落進行劃設，又前開部落係指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2.原住民族土地

範圍內屬原依區域

計畫法劃定之鄉村

區，或經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核定部

落範圍內之聚落，屬

於農村主要人口集

居地區，與農業生

產、生活、生態之關

係密不可分之農

村，得予劃設…。 

原住民保留地與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範圍之非都

市土地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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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部落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劃設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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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本計畫審議委員 

109年度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本市國土計畫之委員) 

專案小組委員 加邀委員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小組成員 

張容瑛

(臺北

大學都

市計劃

研究所

副教

授) 

陳璋玲(成

功大學水

利及海洋

工程學系

教授) 

陳紫娥(前東華

大學環境學院

及自然資源與

環境學系教

授)、呂曜志(台

北海洋科技大

學副校長) 

賴宗裕(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黃書

禮(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特聘教授

兼全球變遷與永續科學中心主任)、郭

城孟(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

究所教授) 

109年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城鄉與農業發展分組)專案小組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小組成員 

黃崇典

(本府

秘書

長) 

黃文彬(都

市發展局

局長) 

吳存金(地政局局長)、陳大田(建設局局長)、葉昭甫(交

通局局長)、蔡精強(農業局局長)、張峯源(經濟發展局

局長)、范世億(水利局局長)、吳志超(環境保護局局

長)、林益陸(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左裕(政

治大學地政系教授)、林宗敏(前省住宅及都市發展處處

長)、林志盈(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龍士(逢

甲大學資深副校長/土地管理學系榮譽教授)、王大立(逢

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林良泰(逢甲

大學建設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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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國土保育與海洋資源分組)專案小組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小組成員 

王小璘

(前朝

陽科技

大學設

計學院

教授) 

吳志超(環

境保護局

局長)、張

梅英(逢甲

大學土地

管理學系

副教授) 

黃文彬(都市發展局局長)、吳存金(地政局局長)、蔡精

強(農業局局長)、范世億(水利局局長)、林益陸(原住民

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建威(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長)、周天穎(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特聘教授)、吳全安

(海洋公園管理處前處長)、郭瓊瑩(中國文化大學景觀系

所副教授兼系主任兼所長)、謝政穎(逢甲大學都市計畫

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洪粹然(財團法人觀樹教育基

金會執行長) 

109年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新敦聘委員) 

姓名 現職 

游繁結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兼任教授 

彭啟明 天氣風險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賴美蓉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