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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公開展覽公聽會 

第 10場(豐原場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8年 9月 28日(星期六)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陽明大樓五樓大禮堂 

參、會議主持人：本府都市發展局朱副總工程司文彬  紀錄：林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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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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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散會：上午 12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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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第 10場(豐原場次)公聽會發言要點及回應意見 

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一、王議員朝坤 一、位於后里區舊社里金城段之

臺糖土地，現況編定為特定

農業區，但現況無地上物，多

為樹木及雜種作物且無水

源，造成地方無法發展。建議

解編特定農業區為一般農業

區，作為低污染工業精密園

區，以促進地方發展並減少

未登工廠林立問題。 

二、請民眾多參與公聽會並表示

意見。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

屬現行非都市土地檢討變

更之機制，其屬本府地政

局權責，該局考量未來將

轉軌至國土計畫，僅依「臺

中市區域計畫」指認 6 處

產業園區，辦理特定農業

區檢討變更。就本區設置

低污染工業精密園，將轉

知本府經濟發展局評估研

議。 

二、本計畫公開展覽已將資訊

揭露於各區公所、網路、報

紙、里辦公室公告欄、政府

公報等，並至各區辦理公

聽會。民眾除可參與公聽

會外，後續審議過程皆可

表達意見。 

二、台中城市發展

田調團林先生 

一、為何位於農業發展地區第二

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無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二、為何多數都市計畫農業區全

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三、有關古蹟保存等相關項目是

否有納入國土保育地區？ 

◎規劃單位 

一、「優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地區」係依內政部營建

署建議指標評估進行指認

(詳見本計畫草案)。其評

估核心範疇為區域計畫法

所劃鄉村區，故主要坐落

於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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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二、依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

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之

都市計畫區，皆劃設為城

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經評

估豐原都市計畫係屬都市

發展與產業發展儲備用地

類型，爰將農業區劃設為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三、依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

位處山脈保育軸帶(中央

山脈、雪山山脈、阿里山山

脈、玉山山脈、海岸山脈)、

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

口濕地等地區進行劃設。

古蹟保存區非屬國土保育

地區劃設原則，有關古蹟

保存後續仍依文資法辦

理。 

三、黎小姐 一、農委會已公告劃定大雪山休

閒農業區，希望能有相關配

套措施促進地方發展。 

二、本人從事農業，但種植作物都

被山豬和猴子吃光，無法採

收。 

三、過去曾有過國有林班地放領，

但我們沒有收到通知，惟現

況耕種土地仍有部分涉及國

有地，希望可以放領。 

因其非屬國土規畫範疇，就大

雪山休閒農業區發展、野生動

物影響作物採收等議題，將轉

知本府農業局(休閒農業科、林

務自然保育科)研議。另國有林

班地放領部分，將轉知林務局

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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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四、張小姐 公聽會宣傳不足，身邊有許多人

都不知道，應該延長公展時間及

增加公聽會場次，並增加宣傳讓

更多民眾知道。另公聽會人數竟

都不足百人，這樣公信力很難讓

人認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本案依國土計畫法第 12條

規定，辦理公開展覽及舉

行公聽會，另登載政府公

報、新聞紙及網際網路等

周知，以廣詢各方意見。此

外，公展至本案審議期間，

民眾仍可以持續發表相關

意見。 

二、未來不排斥適時增加公聽

會場次，倘若有額外需求，

建議以公會名義申請。 

三、希望今日參與民眾也可以

多加宣傳，將此訊息傳遞

出去，相關資料可至本計

畫專網或各區公所閱覽。 

五、郭先生 一、建議可將宣傳單放在郵局、銀

行、車站及醫院等民眾常去的

地方。 

二、本人從事汽車零件外銷工廠，

市區內之產業用地雖區位好，

但地價太高，政府應給予相關

補助措施，將經費投注在技術

研發上，才能提升產業競爭

力。請說明產業園區鄰選原

則。 

三、有關高污染產業排放之廢水

建議政府統一設置污水處理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目前全國各地方政府作法，

仍以各區公所作為資訊宣

達之機關。就宣傳單擴大

放置相關公眾場所部分，

未來可再思考結合戶政及

地政等單位協助。 

二、未來不排斥多增加公聽會

場次，也希望今天來參與

的民眾可以多方宣傳，將

此訊息傳遞出去。 

三、國土計畫為重整產業發展

空間次序，目前已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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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設施，否則管制無效，廠商依

然不遵守。 

四、未登記工廠輔導遷移後，原土

地如何恢復農用？ 

兩處產業軸帶，以引導農、

工分離，土地適地適性使

用，產業活動主要連結重

要交通建設系統與交流道

一帶進行佈局。另有關產

業用地價格問題，屬全臺

通案性問題，目前相關部

門(經濟部、財政部、內政

部等)已著手進行研議控

制地價。如針對閒置工業

區，政府改以只租不售方

式讓廠商可低價使用，讓

資金可應用自身產業升級

並做好污水處理。高污染

產業應設置污水處理設施

將轉請本府經濟發展局研

議。 

四、依臺中市未登記工廠清理

及輔導程序規定，原有未

登記工廠遷移至適當產業

用地，原址即恢復農業使

用或造林；若無法恢復，則

作農業相關工廠使用。 

◎規劃單位 

一、有關新增產業用地選址，會

以緊鄰既有產業發展用地

或工業聚落為原則。 

二、產業園區因有較完善之公

共設施用地規劃，如聯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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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路、污水處理設施等，故相

對土地租金或取得成本費

用較高。 

六、呂先生 都計農業區之未登記工廠，劃為

城鄉地區第一類之後，是否表示

就地合法？ 

◎規劃單位 

有關現存未登記工廠，後續仍

需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相關規定

進行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合法化

作業。 

七、姜小姐 一、需要填寫書面意見才能錄案

審查，那公聽會口頭意見是

否算錄案？ 

二、請確認地質敏感地區活動斷

層範圍圖資？ 

三、為何外埔地區礦區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未來將

如何管制？ 

四、淺山地區皆劃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三類，為何不是國土保

育地區第四類？ 

五、公聽會影片會上網嗎？ 

六、請問簡報第 33頁，宜維護農

地中內第三類農業發展地區

面積 2.12公頃是如何計算？ 

七、沙鹿資訊科技經貿中心的位

置為何？是否位在臺中國際

機場開發範圍內？ 

八、有關優先劃設 3 處未登記工

廠輔導區位，台中港特定區

計畫農業區範圍為何？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依國土計畫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人民或團體得於

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

見，並由該管機關參考審

議。另有關公聽會之口頭

意見將作為公聽會會議紀

錄供審議會參考。 

◎規劃單位 

一、有關地質敏感地區活動斷

層範圍，係依地質法已公

告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展

繪圖面，後續若有更新公

告，本案將配合滾動式檢

討。 

二、經查本市並無現存礦區及

礦業用地範圍。另有關礦

業及土石採取業發展範圍

係以經濟部礦務局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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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圖資展繪。未來相關管制

內容可參考內政部刻正訂

定「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草案)內容。 

三、依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

位屬山坡地範圍內卻具有

糧食生產功能之農業生產

土地，如無影響國土保育、

水土保持等，應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位屬

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育相

關分區或用地，符合劃設

條件則劃為國土保育地區

第四類。 

四、 公聽會簡報影片會再整理

放置適當平台，供各界或

未參與公聽會民眾瀏覽。 

六、宜維護農地面積係以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至第三類

之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

養殖用地，以及農業發展

地區第五類進行計算，故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中，

屬於農牧用地及養殖用

地，計算後面積為 2.12公

頃。 

七、為強化本市招商及引資能

力，規劃沙鹿資訊科技經

貿中心等 3 處經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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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另臺中國際機場發展計畫

係以航空服務為核心，周

邊增加支援航空服務及產

業專區等機能。惟有關沙

鹿資訊科技經貿中心區位

目前尚在評估中。 

八、本府經發局優先指認 3 處

未登記工廠輔導區域，就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農業區

範圍，目前係規劃於關聯

工業區西側之農業區作為

輔導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