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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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7年 3月 23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貳、 開會地點：本局第三會議室 

參、 主持人：王局長俊傑                  記錄：林國昌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 出席委員及機關代表意見 

一、 王局長俊傑 

（一） 請配合全國國土計畫 (提國土審議會版)修正期中報告內容。 

（二） 鑒於以往地方說明會或座談會成效有限，且國土計畫攸關民眾權

益，請規劃單位協助研擬如何優化民眾參與機制，以有效取得與

收斂民意。 

（三） 國土計畫在實際執行層面倘有疑慮或困難應即時反應，以提供後

續行政院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時參考。 

二、 賴美蓉委員 

（一） 建議報告書架構酌予調整，其中，計畫願景應先納入第一章敘明，

另將「發展預測」與「重要發展課題與對策」章節對調。 

（二） 請更新報告書相關數據至 106 年(如人口、觀光遊憩等資料)；另

環境敏感地區之劃設項目依據，請依 107 年 3 月上網之全國國土

計畫(提內政部國土審議會版)更新。 

（三） 依據 107 年 1 月 19 日公告實施之「臺中市區域計畫」，臺中市應

維護之農地總量為 4.8 萬公頃，未來臺中市國土計畫若有調整之

需求，應敘明調整原因。 

（四） 臺中市國土計畫需指認出預計發展之都市計畫農業區並提出理由，

以確認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之劃設區域，避免增加未來國土功能

分區變更程序，進而影響都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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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林宗敏委員 

（一） P1-2-2 圖 1-2-1 研究範圍示意圖請依圖例補標計畫範圍線。 

（二） P2-1-20 表 2-1-7 重大建設計畫一覽表之預計時程與說明欄請依

實際進程予以修正。 

（三） P2-2-6地理環境地形、水文與之敘述請附圖說明，使閱者能大致

了解台中市之輪廓。 

（四） P2-2-20圖 2-2-13景觀資源分布示意圖之圖例不清晰請補強。 

（五） P2-3-2表 2-3-2近 2月人口綜理表請補年代。 

（六） P2-3-19 表2-3-19台中市社會住宅推估表編號3太平區戶數300、

樓地板 589.95平方公尺，請再效對有無出入並予修正。 

（七） P2-3-27 表 2-3-26表名稱「花卉」二字請修正為「稻米」。又 2-

3-28表 2-3-27表名請重校對予以修正。 

（八） P2-3-66 觀光遊憩資源分布請補圖說明，又遺址、古蹟、歷史建

築請補多處名稱、住址並以清冊列表。 

（九） P3-1-5住宅供需推估檢核有關表 3-1-3推估綜理表，其推估方式

(容納人口部分)應再考量商業區人口、非都人口、現況人口以及

住宅商業區未使用之土地面積，並參考表 3-1-2(係以行政區分派)。 

（十） P3-2-1 農地需求總量於計畫為 4.63 萬公頃，而本市區域計畫為

4.8萬公頃，應有明確說法。又未登記工廠所需土地面積一說 1360

公頃、一說 1550公頃，應有一完整明確說法，並能前後一致免生

混淆。 

 (十一) P4-2-3 第五列時第 3 中有關遷村第一節，並松茂部落已有進展，

請查明補充。 

 (十二) P4-3-1 農業發展課題一對第 5 第 2 列「對農業…予以列管」一句

建議前面加「預防並遏止農地違規違建之發生」，後面加「並依法

處裡」。 

 (十三) P4-3-3 課題二對第 6 末列「供農業使用者」之後，建議加「如加

以適當管制而做農用不影響安全與劃設之目的」，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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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P4-5-9 第 7 列對策中「若涉及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一句語意不全

請補充修正。 

 (十五) P5-1-4 有關首都減壓台中崛起之發展定位建議將行政立法院遷至

中部一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中有無提及，如有請補敘明，如無建

議另函傳中央列入計畫之中。 

 (十六) P6-1-9 對既有違規之處理第 2 列「應依法予以懲處」。對新增違規

之處理建議增列「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 

 (十七)另有關文字建議修正部分，請詳附件一。 

四、 梁又文委員(含書面意見) 

（一） 上位及指導性計畫應無縫接軌：全國國土計畫已於日前審查修正

通過，各縣市國土計畫亦已加緊進行，其中臺中市區域計畫己核

定，國土計畫與區域計畫之整合更是動見觀瞻，尤其臺中市宜農、

宜商、宜工、宜居。因此，臺中市國土計畫之擬定更應考慮如何銜

接臺中市區域計畫及甫審議修正通過之全國國土計畫，始能無縫

接軌。 

（二） 架構性法令授權的問題宜先釐清：目前全國國土計畫內容尚停留

於去年 10月，對臺中市整體地區的指導內容摘錄也相當薄弱(P2-

1-6)，與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直轄市國土計畫應載明 11 項事項之

法令規定不盡完全。 

1.建議應於計畫緣起詳加探討法令之授權及規定、定位等，匡列

達成國土計畫法第 10條規定內容之計畫方法及研究方式，於期

中報告詳細敘明，避免計畫方向迷失。 

2.臺中市是否有特殊定位分區、國土復育地區、農業發展總量、人

口分派、氣候變遷調適等，皆應詳細探討及說明，不宜以法令規

定及 10個議題輕描淡寫帶過。 

（三） 相關資料收集欠缺完整：期中報告主要是相關資料收集、計畫分

析、研擬策略構想；惟規劃單位似乎缺乏市府各部門計畫資料的

收集?各項分析也較缺乏衍生論述，這樣對於計畫形成過程的邏輯

性及論述說服能力明顯不足，尤其是發展願景與定位勿流於型式

及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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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運輸體系、課題、相關計畫及旅運數量之資料收集較為不

足，相關分析也缺乏，無法提供交通建設及交通管理策略之探

討，在偏重私人運具及汽機車無管制的環境下，難以支撐新優

活、綠台中的目標構想。新優活、綠台中(P5-1-3)，為什麼成為

發展願景及定位，是由哪幾項分析歸納形成？空間發展構想

(P5-2-7)的串聯箭頭之間，是規劃交通新動線還是單純土     

地相鄰。 

2.以環境為觀點的計畫體系，應重視天然災害對環境可能造成的

衝擊及因應方式策略，例如八七水災、韋恩颱風、納莉風災、九

二一大地震、墩仔腳大地震等中部地區造成重大災害及傷亡的

天災，如何納入氣候變遷調適環境計畫，是採迴避、還是與災害

共處，都市防災及環境因應策略等分析，目前並無相關資料收

集內容。 

3.各部門施政成果等資料明顯不足，附錄機關訪談應提高訪談的

正式性，應鼓勵市府各單位積極參與，可透過各局處平台會議

多納入一些部門成果資料，並結合政府預算及管理策略，以落

實計畫之可行性。 

（四） 規劃分析及策略發展之建議： 

1.環境資料例如水文、水質、水資源運用、河川整治計畫、農田水

利灌排計畫、地下水量、溫泉、地下水井及供應量、汙水處理及

管理、易淹水、滯洪防災管理、農田土壤及農業經營等資料及其

整體分析，應該為國土計畫的環境規劃重點。 

2.由臺中市各行政區生產總額 P2-3-46，可發現中央及地方政府

產業園區的設置，對地區生產總額有高度正相關及影響，例如

第 1 名西屯區中科台中園區、台中工業區，第 2 名潭子區潭子

加工出口區、第 3名南屯區精密科技產業園區、第 4名大雅-中

科、第 7名梧棲-中港加工出口區，其中，梧棲與沙鹿、清水甚

至豐原的生產總值皆高，可以大致判斷因為重點產業園     

區的設置，以致地區性生產總額有高度之影響，這些重點產業

園區的設置應納入發展策略。尤其是梧棲與沙鹿、清水等海線

地區的產業發展可配合海空雙港計畫之空間發展策略進行儲備

用地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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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值得深思的是未登記工廠之地點竟也多分佈在生產總額高之行

政區，可見未來產業用地之規劃與設置，可改以需求導向思考，

掌握廠商實際用地需求，客製化規劃產業園區，以避免閒置及

違規。 

4.產業特色及工業技術、智慧財產、人文特質等面向分析，應該更

具有宏觀性，包括就業人口、常住人口、證照數量、餐廳數量、

法人數量及類型、土地利用成本等，如何由計畫之資料收集及

分析，去凸顯臺中市的環境特色，再將特色納入策略構想。 

5.鑒於國家產業用地應有效利用並朝高值化發展，惟農業土地卻

普遍違章及濫用，建議在這次國土計畫的管理機制探討上，可

以考慮功能分區之後，應將各項功能分區之使用制度、管理、建

設投資及其收益方式、建築設施等，皆由其主管單位例如農業

局、海洋局、環保局、都發局、經發局等直接管理統籌，避免農

地管理卻由都發局負責等情況，以達事權統一及地管合一之目

的。 

6.P4-5-3產業發展儲備用地之劃設原則，建議以供給及需求之觀

點加以訂定及規劃，建議可增加「廠商需求意願達 5 成以上之

用地」作為劃設原則。 

（五） 其他修正意見： 

1.P2-2-5 圖表文字過於模糊圖 2-2-2。 

2.P2-2-15資料明顯錯誤，6月份最低海溫 0.2度 C、最高 49.9度

C。 

3. P2-4-16 等頁，圖 2-4-7、-8、-9等頁圖示過於模糊。 

4.P2-3-49 圖 2-3-12兩圖違章工廠內容看不出改善或加劇。 

5.P2-3-60 圖 2-3-17 淡藍色範圍意思為何。 

6.P5-2-5 圖例錯誤圖 5-2-1。 

五、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代表(含書面意見) 

（一） 非都市土地鄉村區普遍存在公共設施缺乏、生活環境品質不佳情

形，未來透過將鄉村區周邊地區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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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以規劃污水處理設施、公園、道路等必要性設施，改善公共設

施品質低落的情形。 

（二）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之劃設，應排除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與水源、國土保安相關)之地區。 

（三） 海洋資源地區之分類，於全國國土計畫(提國土審議會版)後有再

更新其類別及劃設條件(新增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海洋資源

地區第二類之一、第二類之二整併為第二類)，後續將提供予規劃

單位參考。 

（四） 臺中市係臺灣少數仍有成長需求之都市，惟未來外圍中型城鎮(如

東勢區、沙鹿區等)可能面臨人口外移、都市衰退之現象，應研擬

都市轉型策略，以維持該地區基本之公共服務水準與生活機能。 

（五） 簡報 P23頁提及大安、大甲區部分農地資源與國土保育地區重疊，

依全國國土計畫(提國土審議會版)之功能分區劃設原則，該地區

應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請規劃單位配合修正。 

（六） 會後補送書面意見詳附件三。 

六、 經濟發展局代表(含書面意見) 

（一） 本局將配合提供產業用地推估量，另全國國土計畫推估至民國

125 年產業用地需求為 3,311 公頃(不含未登記工廠面積)，惟尚

未將產業用地面積分派至北、中、南、東部地區，若後續有公布

分派結果，將再配合修正用地需求。 

（二） P2-3-40~2-3-47、P3-2-1~3-2-2，因普查時間為 100年，距現今

已有 6年，請參考本府主計處統計月報更新檔案。 

（三） 有關離岸風電對於海域生態影響問題目前均由環保署環評大會

進行審查。 

（四） 報告書中表 2-3-51，「潭子聚興產業園區」請修正為開發中，該

園區已於 106 年 7 月 11 日公告設置。另民間開發請新增「磯鑫

工業區」，開發面積為 9.2381公頃，該工業區於 107年 2月 2日

公告設置。 

（五） 報告書中表 2-3-52，「太平產業園區」，因本局辦理預登記作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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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設廠用地)已全數預售完竣，尚有台糖土地 1.83公頃可出租(其

出租規定由台糖公司訂定之)。 

（六） 報告書中第 4-5-4 頁次之對策 1.持續積極輔導臨時工廠登記及

特定地區：截至 107 年 3 月 18 日止，臺中市政府受理臨時工廠

登記並已通過第二階段核准為 1,778 家，使用廠地面積總計約

459.85公頃，…。 

七、 農業局代表 

（一） 全國國土計畫(提國土審議會版)雖已刪除全國農地資源控管面積

表，惟已公告實施之臺中市區域計畫，明訂臺中市應維護農地總

量為 4.8 萬公頃，故未來臺中市國土計畫應在此原則下進行農地

規劃及管制。 

（二） 臺中市休閒農業區已新增至 8 區、休閒農場亦有新增處數，再請

規劃單位依本局提供之資料更新(詳附件二)；另農委會針對特定

農業區內，休閒農業設施之申請將不再受理。 

八、 地政局代表 

（一） 鑒於全國農地之分區經劃設逾 30年來，與現況有落差，依「修正

全國區域計畫」之規定，應檢討變更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本

局考量人力時間成本、國土計畫轉軌下，僅先就臺中市區域計畫

所指定六大產業園區及臺糖土地進行檢討及變更，其餘地區則請

規劃單位於本計畫擬訂過程參考農地現況及相關計畫內容(如本

府農業局所完成 106 年度配合國土計畫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

畫成果報告)，作為農業發展地區劃設參考。 

（二） 依據「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107.3.21修訂)」規定，針

對申請變更編定所應檢附之書件，其中應查詢之環境敏感地區項

目，已由 54項調整至 62項，請規劃單位參考並配合調整。 

（三） 臺中市原住民保留地刻正辦理分區調整，部分山坡地保育區變更

為鄉村區，後續請配合更新。 

九、 交通局代表(含書面意見) 

（一） 軌道建設、交通路線等公共建設之資訊皆有更新或調整，會後將

提供規劃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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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劃單位應強化臺中港、清泉崗機場周邊之聯外交通、土地規劃

策略等。 

（三） 為建構中部區域完整之軌道系統，在交通規劃上，應將討論範疇

擴大至周邊彰化、南投、苗栗等中部地區。 

（四） 因應智慧城市之空間規劃，未來在交通部門，建議引入智慧交通、

無人載具及低碳運具等論述。 

（五） P2-1-13，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應為 8大建設，包括因應少子化友善

育兒空間建設、食品安全建設、人才培育促進就業之建設等。 

（六） P2-1-20、P2-1-21： 

1.大里區草湖地區聯外道路（含 AI-005延伸）新闢工程，預計於

110年完工。 

2.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預計時程與說明修正為，第

一階段 105 年 10 月 16 日通車啟用；第二階段預計 108 年 1 月

完工啟用。 

3.山海線鐵路雙軌高架化，概述修正為，推動成功追分雙軌化、串

連北臺中的彩虹線、海線雙軌高架化及大慶到烏日的鐵路高架

化等軌道工程，期以環狀鐵路，消除鐵路山、海線造成長期空間

阻隔，強化山海間聯繫。 

4.捷運藍線，概述修正為，路線西起沙鹿火車站，行經臺灣大道至

臺中大車站，與捷運綠線、台鐵山線及海線共站轉乘，全長 21.3

公里，將成為臺中都會區東西向的捷運骨幹。 

5.雙港輕軌請修正為雙港捷運，概述修正為，刻正推動辦理可行

性評估中，預計銜接沙鹿、臺中國際機場、水湳智慧城、臺中大

車站等重要旅次點，未來可與捷運綠線、藍線、臺鐵山線及海線

銜接轉乘。 

6. 大平霧線，概述修正為，刻正推動辦理可行性評估中，規劃由

南區起，經大里、太平、霧峰至北屯等人口密集地區，並評估與

捷運綠線、台鐵及其他規劃中捷運路線銜接。 

7.刪除雙港後續路線、豐科軸線、崇德豐原線及科工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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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P2-1-23，圖 2-1-6臺中市相關軌道建設計畫示意圖請修正為本局

軌道路網圖（詳附件四）。 

（八） 報告書中引用數據或資料，請註明來源或出處。 

十、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代表(含書面意見) 

（一） 基於尊重及保存原住民傳統文化，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諮

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建議協請本市和平區公所邀

集部落主席召開部落會議，以了解原住民族需求。 

（二） 規劃單位於 106 年 12 月 21 日與本會之訪談內容，有部分資訊需

更新，會後提供規劃單位參考。 

（三） 有關規劃單位前於 106 年 12 月 21 日至本會訪談內容，部分內容

調整及文字修正建議如下： 

1. 訪談紀錄一：查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範圍及部落範圍土地，經原住民

族委員會以 106 年 12 月 29 日原民土字第 1060082560A 號函核定

和平區公所辦理「106年度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範圍確認作業計

畫細部執行計畫書-和平區全區」，依計畫期程預計辦理至 107 年

4月 30日止。 

2. 訪談記錄三：依部落耆老口述，白毛台屬南勢部落原居地，因瘟疫

而遷移至對岸的南勢，該地屬原有山地保留地。 

十一、 觀光旅遊局代表 

（一） 部分數據資料及活動名稱，請規劃單位配合更新，詳附件五。 

十二、 水利局代表(含書面意見) 

（一） 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之一「區域排水設施範圍」，現

有市管區域排水尚有非常多區域排水仍未送經濟部核定及公告

「用地範圍線」，亦尚無公告「區域排水設施範圍」，未來於臺中

市國土計畫要如何因應？ 

（二） 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之一「淹水潛勢」，因絕大部分

區域性淹水問題後續仍可能藉由排水設施改善獲得有效解決，若

把現階段「淹水潛勢」地區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若淹水問

題解決之後是否可變更為其他國土功能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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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2-1-26，有關福田再生水示範案，目前福田供應彰濱工業區政策

未明，建議刪除。 

（四） P.2-1-28，「臺中市藍帶水岸環境景觀營造計畫」建議刪除，改為「新

盛綠川水岸廊道計畫」。 

（五） P.2-2-10，有關臺中市管區域排水「湖洋溪排水」應為「潮洋溪排

水」；另外，市管區域排水目前應該有 131 條。 

（六） P.2-2-23，有關臺中市積極推動「大臺中綠水園道亮點計畫」，建議

刪除，改為推動「臺中清溪計畫」較為適宜。 

（七） P.2-2-23，有關綠川生態景觀區內文中「水源淨化」建議修正為「水

質淨化」；另外，柳川整治建議不要寫分為三期，容易讓人混淆，

目前已施做完成河段為中正柳橋至民權柳橋(臺灣大道至民權路)，

水利局目前爭取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柳川第二期水環境改善

計畫」，係往柳川上游及下游辦理全流域整治。 

（八） P.2-5-2，有關表 2-5-3 污水下水道統計資料，建請更新至 106 年底；

另外，有關水質淨化設施部分，建請增加綠川水質現地處理工程。 

（九） P2-5-14，(四)再生水源後段—“文山水資中心 5 千噸/日供應台中工

業區及精機園區”部分已簽奉核准暫緩辦理，建議刪除，整體自來

水系統可移出”14.5 萬噸/日”建議調整為”14 萬噸/日”。 

（十） P.2-7-17，臺中市歷年來的颱洪災害，應該不限於納莉颱風及敏督

利颱風。 

 (十一)P.3-3-1，報告中所述臺中地區 120 年後每日「供水量」為 157.2 萬

噸/日，然依據「臺灣中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其數據並非

是「供水量」，而是「120 年中成長用水需求預估值」；另外，該水

資源經理基本計畫並無 125 年用水需求預估值，本報告中 125 年

用水需求 154.89 萬噸/日之數據資料來源為何？；有關本報告「壹、

水資源供需」章節相關數據，請再參考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逐一確

認。 

 (十二)P.6-1-9，表 6-1-1 有關豐原、福田再生水廠用地面積資料有誤，建

議刪除。 

 (十三)P.6-4-2，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中「二、國土防災指導原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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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防災策略」，有關土地防災指導原則之相關策略，建議應具體

化，例如實施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另外，依據經濟部「排水管理

辦法」規定於區域排水集水區域內辦理土地開發利用或變更使用

計畫面積達二公頃以上，致增加其集水區域內之逕流量者，應提送

排水規劃書或排水計畫書送區域排水之管理機關審查核定後使得

辦理。 

十三、 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代表(含書面意見) 

（一） 本市現況有第 1 類漁港(梧棲漁港)1 處及第 2 類漁港 4 處(松柏、

五甲、鹽寮、麗水)；另漁會及臺中區漁會轄區 100噸以下漁船約

230艘、漁筏約 630艘。依漁業法公告漁業權區一處及人工魚礁及

保復礁區。(可參考漁業署網站)；另有二處動物保護區(高美及大

肚溪口)。 

（二） 風力規劃請排除上述區域，由於風場範圍會嚴重影響漁民作業，

該部分請與漁民充分溝通，並請於規劃利用石將本所意見納入考

量。 

（三） 未來召開海洋資源座談會時，務必請本所列席出具意見。 

十四、 風景區管理所代表 

考量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後續係以地籍為基礎，故建議在劃設功能分

區前，應進行地籍重測以求精確；另針對國土復育地區、環境敏感地區

之區位也應明確化，以避免影響民眾權益。 

十五、 住宅發展工程處代表(書面意見) 

（一） P2-1-27、P2-3-19：有關臺中市社會住宅分布示意圖及臺中市社會

住宅推估表內部分案件戶數及預定日期有誤，將提供最新社會住

宅案件戶數及預定日期予規劃單位更新，詳附件六。 

（二） 其餘社會住宅課題及成長管理計畫初步構想等實質內容，暫無意

見，俟本案期末階段所提報告書內容再行研議。 

十六、 業務單位 

（一） 請規劃單位於報告書中補充整體空間發展構想之內容。 

（二） 本計畫推估 125 年計畫人口為 310 萬人，相較臺中市區域計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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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115 年計畫人口為 290 萬人，高出 20 萬人，惟依據國家發展委

員會之預估，全臺人口成長趨勢約在 110~115 年時會開始進入負

成長，臺中市人口是否能持續維持成長，請規劃單位加強人口推

估之論述。 

（三） 臺中市未來產業之發展，水力、電力、廢棄物處理等部門是否能支

持並配合，請規劃單位補充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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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 

請規劃單位依與會委員、機關代表意見及內政部報行政院審議全國

國土計畫之版本內容修改期中報告，於本會議紀錄發文日起 1 個月內檢

送修改後期中報告，並請業務單位召開工作會議審查後，簽請同意本案

期中報告。 

柒、 散會:下午 5時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