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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公開展覽公聽會 

第 13場(和平場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8年 10月 01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和平區公所三樓禮堂 

參、會議主持人：本府都市發展局吳專門委員信儀    紀錄：張聰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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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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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擬訂參考。 

捌、散會：上午 11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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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第 13場(和平場次) 公開展覽公聽會

發言要點及回應意見 

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一、臺中市

議員蔡

成圭服

務處特

助張先

生 

一、公聽會開會通知須更

為廣泛周知。 

二、建議和平區再召開一

次公聽會或地方說

明會，簡報內容大多

針對大台中說明，應

多著墨地方相關的

內容，讓大家知道每

個土地未來會劃設

哪個分區。 

三、現有耕種地區應盡量

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三類，以免影響

民眾生計。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本局預計再召開一場說明會

或座談會。 

二、本市國土計畫係以整體性發

展為考量，並以全市陸、海

域範圍進行規劃，屬上位空

間計畫，因尺度較大且著重

規劃性質，故本階段國土功

能分區僅屬模擬示意圖，下

階段將由本府地政局主導辦

理國土功能分區圖製作與使

用地編定作業，並將套疊地

籍圖且有細部劃設圖資供各

界閱覽，且亦會舉辦相關公

聽會及說明會之法定程序，

並預計將於 111年 4月 30日

公告實施。 

三、第一版國土計畫功能分區轉

換主要以原地轉載為原則，

以保障民眾既有的權益。烏

石坑地區情況較為特殊，大

多是承租林務局土地耕作，

建議民眾可透過陳情意見表

加以陳述並註明相關位置、

地號及建議事項，以供作為

本案後續審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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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二、黎劉永

春小姐 

一、建議在功能分區圖標

註地號及地形圖，否

則不知道自己的土

地在哪。 

二、臺中市中坑里未被通

知，希望下一場說明

會可以提供村里辦

公室。 

三、我的土地過去有被放

領的機會，但未被通

知到，所以一直受到

林務局要收回的要

求。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實際套疊地籍圖資之功能分

區圖預計將於 111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 

二、因和平區係屬自治區，通知

方式可能有別於其他行政

區，本局預計再召開一場說

明會或座談會，並通知公

所、代表會、議員與各里里

長等。 

三、另有關所陳事項，請提供相

關地號，以作為本案後續審

議參考。 

三、臺中市

議 員 冉

齡 軒 服

務 處 特

助 艾 小

姐 

和平區土地有嚴重地權

問題，漢人和原住民承租

土地使用卻面臨原民會

要收回土地，欲承租使用

土地亦可能被林務局否

決，請問國土計畫對民眾

有何幫助？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本局今(108)年 5月針對原住

民族議題辦理國土計畫座談

會，會議當日與會民眾多為

白毛台社區居民、平權會及

原住民族頭目，因白毛台地

區部分土地被劃設為原住民

保留地，可能面臨被原民會

收回之情形，產生原住民族

與漢族衝突及地權相關議

題，而當日已將相關陳情案

轉請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進

行處理。 

二、國土計畫不涉及處理地權議

題，故有關林務局與相關權

利人土地承租問題建議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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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務局或上級經濟部進行處

理。另倘民眾認為現況哪些

土地適合進行農業使用，可

提供相關位置與範圍，本局

將納入供國土計畫審議之參

考，未來進而向林務局爭取

繼續作農業使用的機會。 

三、倘民眾使用之林班地屬坡度

較平緩之地區，建議可提供

相關位置與地號，作為後續

本府與農委會林務局討論及

評估之參考。 

四、臺中城

市 發 展

田 調 團

林 育 霖

先生 

請問國土保育地區第二

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之間劃設的競合如何

決定？劃設判斷標準為

何？ 

◎規劃單位 

一、依目前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劃

設，若為國有林事業區內或

屬於地質敏感區如山崩地滑

等地區，會劃設為國土保育

地區第二類，坡地農業則主

要被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三類；而本計畫農業發展地

區主要依照農委會提供的相

關圖資進行套疊，未來建議

農委會相關單位進行現況農

業使用相關盤查，進一步作

為農業發展地區劃設依據。

現況若實際上有農業使用，

原則上會優先劃設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三類。 

二、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與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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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發展地區第三類劃設的分界

線，若可以地籍線區分原則

上會優先將同一地號劃設為

單一功能分區，然如水庫集

水區、河川流域等可能就會

依據現況、地形及地勢等作

為劃設範圍之依據，惟後續

仍應依 111年 4月 30日功能

分區圖公告實施為準。 

三、目前烏石坑地區功能分區劃

設成果目前主要被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三類與國土保

育地區第二類，但若現況為

合法農業使用的土地，即使

被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

類，仍然保有原合法農業使

用之權益。 

五、立法委

員 候 選

人 翁 美

春 

一、請參與本公聽會的鄉

親可以提供土地地

號以保障個人權益。 

二、可能有很多鄉親不知

道今天舉行的公聽

會，或者過於繁忙不

克出席，建議通知方

式應更為周詳，以提

供作為後續地政局

劃設功能分區的重

要依據，並建議加開

一場說明會。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後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為地

政局主辦，本局將積極配

合，以保障民眾權益。 

二、現階段劃設國土功能分區之

判斷圖資主要係由中央單位

提供，倘國土保育地區第二

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有

重疊部分，依據目前中央劃

設原則是以國土保育地區第

二類為優先，在無危害國土

保安、水源危害等前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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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三、有很多鄉親耕作原保

地一代傳一代，但被

原民會強行奪回，建

議原民會取回土地

之前應編列相關預

算。 

下，有機會劃設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三類，倘若民眾認為

其所有之土地應由國土保育

地區第二類更改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三類，建議提供相關

地號以進行後續評估。 

六、和平區

代 表 會

代 表 吳

天祐 

建議海拔 1500 公尺以下

山坡地應依現有農民耕

作使用劃設功能分區，無

論是林班地、原住民保留

地或其他山坡地，都應劃

為農牧用地，若為林業使

用則應劃為社會經濟林

地，而非國有事業林區。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第一版國土計畫功能分區轉

換主要以原地轉載為原則，

以保障民眾既有的權益，惟

部分土地較特殊，無法以一

般性原則進行轉載處理，故

必需透過個案方式進行評

估。 

二、烏石坑地區多為農牧用地，

未來擬優先規劃為農業發展

地區，惟部分林業用地可能

在轉換上會面臨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三類之問題，故建議民眾提

供地段地號之相關資料，以

進行後續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