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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公開展覽公聽會 

第 5場(霧峰場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8年 9月 23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霧峰區公所二樓里長聯合活動中心 

參、會議主持人：本府都市發展局吳專門委員信儀    紀錄：倪淑真 

肆、出席人員：(詳後附簽到簿) 

伍、規劃單位簡報說明：(略) 

陸、與會人民或團體發言要點及回應意見(詳附表) 

柒、會議結論： 

一、 本場次公聽會與會人員所提意見，涉及本府主管權責者，本

府將納供本市國土計畫審議參考。 

二、 另涉及其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之建議意見，由本府都市

發展局彙整各機關回應情形後上網公開，供公民或團體參

考。 

捌、散會：下午 4 時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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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第 5場(霧峰場次)公聽會發言要點及

回應意見 

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一、台中

城市發展

田調團林

先生 

霧峰區錦州段社會住宅之基

地鄰近草湖溪、第三河川局管

有國有土地、中興大學實驗林

及農機工廠，基地亦位屬淹水

潛勢地區、並有車壟埔斷層經

過，位屬多重環境敏感地區。

考量未來氣候變遷、災害潛

勢，且目前功能分區模擬劃設

為農業發展地區，未來應作農

業使用，社會住宅基地設置於

此是否妥適；若不妥適，該社

會住宅案是否可撤回。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有關所提社會住宅區位選址

之意見，將轉請本府住宅發展

工程處評估。 

二、民眾

姜小姐 

一、市府刻正辦理山坡地解

編，解編後之山坡地之國

土功能分區將如何調整? 

二、「臺中市都市發展暨都市

計畫工業區檢討策略」何

時公開? 

三、有關水資源供給之計算方

式為何? 

四、有關備援水井，請問其位

置為何? 

五、土地利用現況中，請問礦

岩利用之位置分布為何? 

六、本市國土計畫實施後，其

他局處之應辦事項為何?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該案係清查不符山坡地保育

條例規定之平坦土地進行解

編，其中原屬山坡地保育區土

地分區之調整，將以毗鄰分

區、用地為調整依據，大多將

調整為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

業區；另未來功能分區及分類

將依照劃設條件進行劃設。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都市發展暨都市計

畫工業區檢討策略」業經內政

部 108年 9月 2日內授營都字

第 1080815046 號函同意備查



3 
 

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另未來國土計畫檢討

時，氣候變遷議題由哪一

單位權責處理，而中央由

哪一單位權責處理? 

七、本市國土計畫草案報告書

所提「106 年 4 月公告實

施「臺中市未登記工廠輔

導及清理程序」，請問公

告於何處，內容為何? 

八、本市國土計畫草案報告書

所提有關提供一定比例

產業用地吸納符合政策

目標之相關產業未登記

工廠進駐，請問進駐之產

業類型為中高污染還是

低污染產業? 

九、本市國土計畫草案報告書

所提「產業用地先租後

售、20%只租不售」，請

問 20%之數據如何訂定? 

在案，目前亦已公開，民眾可

於網際網路等公開管道取得

下載。 

◎規劃單位 

一、有關水資源供需： 

1.配合刻正辦理之天花

湖水庫興建計畫、大安

大甲溪水資源聯合運

用，本市 120年供水量

為 162.60 萬噸，而本

市至 125 年自來水需

求量為 156.42 萬噸/

日，顯示本市自來水供

給仍有餘裕。 

2.惟天花湖水庫尚未與

地方建立共識，完工前

仍有 3.94 萬噸/日之

用水缺口，若配合防災

及備援水井建置計

畫，於 109 年完成將可

提供緊急備援水量 8

萬噸/日。 

二、依經濟部水利署 107 年 6

月「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

計畫台中地區防災緊急備

援井網第一標工程基本設

計報告」，該計畫規劃 15

口既有井功能回復以及

18口新井(含 6 口備選)，



4 
 

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共計 33 口井，將分三標辦

理工程設計及發包，位置

如下圖。 

 

三、有關礦鹽利用土地零星分

布於大安區、清水區、梧

棲區、神岡區、大肚區、

烏日區等行政區。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有關其他局處後續應辦事

項，詳見本草案第八章。

另有關氣候變遷之議題，

本市由環保局權責推動

「臺中市氣候變遷行動綱

領」。中央由國發會權責

推動「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行動計畫」。 

二、「臺中市未登記工廠清理

及輔導程序」已於民國 

106 年 04 月 11 日府授

經工字第 1060069872 號

函發布實施，民眾可於網

際網路(本府主管法規查

詢系統)等公開管道取得



5 
 

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下載。其內容包含臺中市

未登記工廠之查處及輔導

權責分工、查處執行方

式、清理輔導及恢復合法

使用措施等相關規定。 

三、新增產業用地之未登記工

廠進駐，將提供低污染及

策略性產業之未登記工廠

進駐，不包含中高污染事

業。 

◎函轉臺中市經濟發展局補

充回應(產業用地只租不售

比例訂定) 

三、台中

城市發展

田調團林

先生 

臺中市目前 200 多處考古遺

址等文化資產用地，應提出文

化保存之策略計畫。 

◎函轉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補

充回應 

四、民眾

姜小姐 

一、未登工廠合法化後，未來

之使用地將如何轉換? 

二、因應氣候變遷，海平面上

升之威脅程度為何，沿海

農業區、台中沿海工業區

擴建及火力發電廠將如

何因應? 

三、未來國土計畫檢討時，中

央由哪一單位權責處理

氣候變遷議題? 

四、新增住宅用地之區位，請

補充空屋率。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依內政部研議「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及使用地編定圖繪製作

業辦法草案」，現行丁種建築

用地將轉載為「產業用地」，

惟目前使用地及轉換原則尚

未定案，後續將配合內政部公

告之相關規定辦理。 

◎請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台中港務公司及台灣電

力公司協助回覆(氣候變遷

海平面上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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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五、125年後之水資源之供給

是否有評估? 

六、「臺中國際機場發展計畫」

除產業用地之外，有何種

其他使用? 

◎內政部營建署 

中央由國發會權責推動「國家

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後續將於計畫內再予補充本

市空屋率說明內容。 

◎規劃單位 

一、「臺灣中部區域水資源經

理基本計畫」105 年核定

本計畫年為 120 年，該計

畫每 4 年檢討一次，本案

將滾動式持續納入。 

二、臺中國際機場發展計畫面

積約 550 公頃，未來規劃

包括有航空用地、產業發

展腹地以及相關公共服務

設施，後續仍需配合民航

局「臺中機場 2035年整體

規劃」，及本局臺中機場

園區整體規劃成果予以調

整。 

五、台中

城市發展

田調團林

先生 

若農牧用地上違章工廠發生

大火後，將如何處置，是否將

回復農牧使用或進行土地污

染整治，或繼續再蓋違章工廠

使用?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未登記工廠之處理，屬群聚者

將考量劃設產業園區以輔導

合法化；產業園區以外非屬群

聚者，則依工輔法規定之處理

程序處理，其中屬低污染事業

者，可依工輔法申請納管、取

得特定工廠登記、合法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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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案將持續滾動式檢討納入。另

農牧用地上，違反土地使用規

定之違章工廠，將依相關規定

裁罰；位屬非都市土地者交由

地政局處理；位屬都市土地者

則由本局處理。 

六、民眾

姜小姐 

一、本草案所提有關提供一定

比例產業用地吸納符合

政策目標之相關產業未

登記工廠進駐，請問進駐

之產業類型為中高污染

嗎? 

二、擴大神岡都市計畫新增產

業、住商面積為何? 

三、國土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會定期檢討嗎? 

四、因應海平面上升，火力發

電廠之調適對策為何?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新增產業用地之未登記工廠

進駐，將提供低污染及策略性

產業之未登記工廠進駐，不包

含中高污染事業。 

◎規劃單位 

擴大神岡都市計畫，面積約

184 公頃，屬區域計畫指認產

業型擴大都市計畫，其刻正辦

理相關規劃作業，未來實際產

業、住商等面積配置尚未定

案。除上開計畫外，國土規劃

另有指定西側作為產業園區

開發區位(清水海風里)，面積

約 151公頃，屬輔導未登工廠

之產業用地。 

◎內政部營建署 

縣市國土計畫依法 5年通盤檢

討一次，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專

章亦會隨之檢討。另全國國土

計畫中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專

章，營建署將持續與國發會討

論並檢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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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函轉台中港務公司及台灣

電力公司補充回應(因應海

平面上升調適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