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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公開展覽公聽會 

第 16場(大里場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8年 10月 3日(星期四)下午 2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大里區公所第三辦公廳舍三樓會議室 

參、會議主持人：本府都市發展局謝副局長美惠      紀錄：蔡盈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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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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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第 16場(大里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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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婦聯

盟 臺

中 分

會 許

心 欣

小姐 

一、簡報第 33 頁提到維護

農地之重要，農業發

展用地面積為 4.63

萬公頃，但農業發展

地區第 1 類至第 5 類

跟之前臺中市區域計

畫提供之數字落差很

大。第一類農地，區

計 1.71 萬公頃，國土

0.72萬公頃，整整減

少一萬公頃。第二類

原為 1.22萬公頃，國

土計畫剩 0.99 萬公

頃，其他類數字皆不

相同，嚴重懷疑農業

局湊數字將農業用地

湊至 4.63萬公頃。 

二、國土計畫提出之開發

面積高達 1,822 公

頃，為原區域計畫 4

倍之多，其中未登記

工廠在擴大都市計畫

需輔導 4,585 家，用

地面積需求 872 公

頃，但八千多家工廠

廠房佔地面積為 330

公頃，只輔導一半工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105 年 4月國土計畫法通過，

全國國土計畫於 107 年通

過，縣市政府依國土計畫法

與全國國土計畫內容擬定各

縣市政府國土計畫。22場公

聽會依程序辦理完畢後，皆

留有發言紀錄。後續將有二

層級之國土計畫審議會程

序，包含臺中市國土計畫審

議會與中央審議會。 

二、對於 2 部燃氣機組增設，本

府持續由環保局與中央協

調，立場與民意團體相同，

皆希望能改善臺中市空氣汙

染問題。 

三、目前本市國土計畫中只預先

評估中部科學園區可能將有

260 公頃需求，後續仍須視

中科管理局對於前述需求評

估之看法，若無需求不但不

會評估用地面積，亦不會協

助評選合適區位。 

四、今早(10/3)大雅未登記工廠

大火，市長重申將針對未登

記工廠擴大稽查。 

◎規劃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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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廠卻需要所有工廠面

積兩倍之多，剩餘四

千多家工廠還需要

950 公頃面積來容納

未登記工廠，為何需

要原占地面積六倍的

面積輔導為登記工

廠? 

三、簡報 44頁，推估產業

需求 870 公頃，中央

國土計畫指導中部面

積為 846 公頃，為何

台中可提出比中部

846 公頃更多的 870

公頃，彰化南投有無

需求?既然審議中產

業園區已提供 475 公

頃，不該再增加 395

公頃土地。 

四、全國科學園區需 1,000

公頃土地，台中則增

加 260公頃。2015年

中科擴廠時，須砍大

肚山 53 公頃森林土

地，現需增加 260 公

頃，為當時五倍之

多，市民是否真能夠

接受再作開發?因應

全球氣候變遷問題，

一、根據國土計畫指導，縣市國

土計畫需以年期至 125 年預

估需求總量，而經本案評

估，本市產業用地需求分為

三大部分：（1）產業用地發

展需求、（2）未登記工廠輔

導合法用地需求（3）科學園

區用地需求。 

其中，一般產業用地發展需

求至 125 年推估量為 870 公

頃(含 40%公設)。而本市先

前已通過區域計畫（年期：

115年）核定，產業用地 475

公頃，包含既有工業區、神

岡豐洲、潭子聚興、太平產

業園區、大里夏田等，故本

市國土計畫則將前述區域計

畫 475公頃（年期：115年）

認定為原先既定之規劃內

容，並接續預估布局未來 10

年（年期：125 年）之中長

期發展產業用地總量，預估

新增產業用地面積為 395 公

頃，包括台中機場周邊現正

推動之台中國際機場發展計

畫，係配合重大建設之航太

產業發展所勘選出中長期產

業用地。 

二、關於是否待區域計畫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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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維持農地、綠地以降

溫，而非將素地開發

作廠房，建議應大幅

下降開發面積。 

五、今日(10/3)凌晨大雅

違章工廠發生大火，

兩民消防隊員殉職。

台中市為何縱容違法

工廠存在農地上那麼

久，需要民眾檢舉才

能去拆，為何不是運

用公權力去拆?我們

主張農地工廠應限期

拆除，不拆除即斷水

斷電。反對國土計畫

用圈地方式炒地皮。 

產業用地開發完成後，另有

產業發展需求再推動中長期

計畫之議題，原則仍將視各

區的發展情形及產業需要，

分階段開發，並由國土審議

會委員進行討論。目前草案

方向即分為短期 5 年內將推

動之計畫，而中長期發展計

畫僅初步指認區位，後續仍

需依循必要法定程序才能允

許開發。 

二、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於

100年、106年接續辦理未登

工廠清查作業，其中，100

年區域計畫調查本市已有未

登記工廠約 1.6 萬家，106

年針對其中 8,500 多家進行

調查，預估今年底將有更進

一步清查成果，包括未登記

工廠之分布、產業性質與意

願。而本次國土計畫與區域

計畫之差別在於增加 2 處群

聚、低汙染且有意願接受輔

導合法化之工業發展聚落，

分別位於清水海風里、台中

港特定區內，面積約 451.18

公頃，而目前已推動大里夏

田、神岡都市計畫擴大之產

業園區皆屬原先區域計畫指

二、主婦聯

盟 臺

中 分

會 林

政 翰

先生 

許心欣小姐提到，中科擴

廠砍掉 53公頃，現在面積

為 260 公頃，到底須砍掉

多少樹木?雖因應氣候變

遷，但似乎只保護國家公

園、河川地或山上樹林，

那些原就該保護之區域，

而大量開發我們週遭土

地，環境永續真的有被考

慮嗎?如此開發會加重臺

中市熱島效應，也會加劇

空氣污染狀況。之前中科

擴廠時，公民團體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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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陳情抗議仍無法阻止，當

時林佳龍市長承諾進行居

民空汙暴露風險報告，報

告結果指出科學園區、工

業區附近居民暴露於一級

致癌物濃度高之環境，只

要吸入就會有風險。 

認同意之面積。 

輔導工廠合法除考量既有廠

房面積外，須規劃汙水處理

廠、道路、停車場、綠帶等

公共設施，其初衷係希望群

聚地區透過公共設施進駐改

善整體環境，故目前預估之

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之產

業用地面積均有另外加計

40%之必要公共設施面積。 

三、農地面積計算係根據行政院

農委會手冊辦理，而區域計

畫盤查之農業分為一到四

類，但其內容與盤查對象與

此次國土計畫所劃設農業發

展區之分類完全不同，容易

造成誤解。另區域計畫之農

地分區中並非全部皆為農牧

用地，尚包含道路、溝渠、

建築用地等皆包括在農地總

量面積中。此次國土計畫因

已掌握此議題，認為將分區

面積全部計算為農地總量不

盡公平，故此次僅計算功能

分區中屬農牧用地、養殖用

地與都市計畫農業區等方符

合農地之定義，故經計算後

為 3.82 萬公頃。 

三、主婦聯

盟 臺

中 分

會 石

毓 菁

小姐 

一、工業用地包含產業用

地、農地工廠與科學

園區，從 102年到 125

年總共新增 3,000 公

頃，之前區域計畫核

定 475 公頃，這次不

到兩年時間又在圈地

給產業用地，總共新

增 870 公頃。但工業

局核定予中部的其實

總共只不過 840 多公

頃，為何臺中可囊括

整個中部的產業用

地?評估依據為何?臺

中空汙問題適合如此

大面積產業用地開

發?電力來源是否仍

使用燃煤?台中產業

用地最多只能以中部

核定的一半面積為

限，475 公頃不可再

多。反對以圈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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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發展經濟為國土計

畫。 

二、8,590家廠房只需 330

公頃，區域計畫加國

土 計 畫 總 共 規 劃

1,800 多公頃，不曉

得為何須多給如此多

面積。農地工廠有如

此多問題與危險，不

應該讓其他市民包括

農地、周邊居民忍受

空汙、水汙，甚至是

消防員喪命。 

三、科學園區空氣汙染嚴

重，健康風險評估下

科學園區不應該增加

260 公頃，新竹區域

計畫新增 30 多公

頃，國土計畫即無新

增科學園區，我們卻

利用國土計畫再新增

260 公頃，所有工業

用地為 3,000 公頃。

臺中用電成長為台灣

第一，工業用電占比

57%，每年以 7.8%成

長率增加，試問火力

發電廠十部燃煤機

組，前天新增兩部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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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氣機組希望「增氣減

媒」，劃設 3,000 公

頃工業用地承諾絕對

跳票。在無抑制工業

成長的狀況下，臺中

市燃煤難以減少，臺

中將擁有世界最大的

火力發電廠。 

四、大地心

環 境

關 懷

協 會

徐 宛

鈴 小

姐 

臺中市已發生過非常多次

違章工廠火災事件，民

眾、民意代表可能都支持

違章工廠合法化，政府即

順應民意與經濟價值推動

違章工廠就地合法。為保

護台灣、臺中的糧食安

全，區域計畫喊出 4 萬 6

千多公頃應維護農地，國

土計畫卻無法維持此基本

量。隨農地一年年減少，

目前僅剩 3 萬 7 千多公

頃，不應消極認為剩餘農

地可劃作為工廠，而應積

極找回失去的 9 千公頃農

地。針對違章工廠，臺中

市政府到底願意拆除多少

家位登記工廠以保護糧食

安全、維護空氣品質?上次

說明會已提出建議卻未被

採納，非得鬧到消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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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喪命、鬧到內政部才願意

修改嗎?這樣的狀況將讓

參與民眾感到非常洩氣。

國土計畫不應繼續擴大圈

地，使屯區變市區，農業

發展區變城鄉發展區。臺

中市政府應盤查可耕作的

農地區位，除去汙染狀況

恢復為可耕作狀況，避免

持續擴張與開發而不符合

國土計畫期待。 

五、主婦聯

盟 臺

中 分

會 石

毓 菁

小姐 

經濟部函示內政部國土規

劃組：102 年至 125 年中

部產業用地面積總共推估

為 846 公頃。為何區域計

畫核訂通過 475 公頃，可

利用國土計畫名目再新增

375 公頃，以至於超過中

部總額?推估內容中，經濟

成長率由台大風險中心趙

家緯老師評斷已高估成長

率值，利用國土計畫增設

已牴觸分配原則。國土計

畫即是圈地、大富翁。農

地工廠雖多推估 40%用地

作為公共設施，但面積數

值顯示為六倍之多，極不

合理。堅決反對未登記工

廠就地合法，而將農地用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通過後，現

正辦理之各縣市國土計畫皆須回

應。地方政府將會向經濟部要求

釐清工廠類型、家數與需求面積。 

◎規劃單位 

一、農地總量計算從區域計畫演

變到國土計畫發現到：雖然

文字相同，但內容與調查對

象不同之問題，導致民眾和

與會團體持續斟酌數量之差

異。區域計畫農地資源盤查

包含農一到農四，農一為最

優良農地、農二為次優良農

地、農三為被破壞之農地、

農四為山坡地區農地，但與

國土計畫所規範之農業發展

地區不同，農發三為山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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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地減少挪為工業用。 區農地、被破壞農地則回歸

為城鄉發展區、國土保育地

區討論。 

二、國保二與農發三皆為山坡地

範圍內可能劃設之功能分

區，而在訂定劃設條件過程

中，內政部營建署主張山坡

地上土石流潛勢溪流、山崩

地滑地區應以國土保育為

主，應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

優先於農業發展地區，但行

政院農委會表示山坡地上農

地有許多農業經營專區，劃

設為國土保育地區則未來無

法投注農業資源，將造成民

眾權利受損，故現況為農業

經營專區者回歸農業系統。 

三、有關未登記工廠輔導合法化

政策，原農地上之工廠遷移

後應恢復為農地使用，此部

分農地面積之計算，後續將

由本府經濟發展局清查結

果，計算未來輔導對象所需

土地面積，並檢視能釋出多

少農地面積。 

四、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持續

辦理未登記工廠清查作業，

簡報上所提為本府經發局於

106 年清查 8,590 家之廠房

六、臺中城

市 發

展 田

調 團

林 育

霖 先

生 

一、宜維護農地總量，比

較執行國土計畫前後

圖面，農發 3 大多屬

山坡地保育用地卻挪

作為農業發展用地，

新社、東勢原屬土石

流潛勢地區卻充當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農業發展用地扣

除此類用地，則宜維

護農地將比想像中的

更少。相較之下，規

劃工業用地、科學園

區必須多劃設 40%公

共設施以維護品質，

討論宜維護農業面積

卻必須扣除道路，這

之間應訂定一致的規

則，釐清到底公共設

施應統一算入或一律

不算入。若不計入面

積計算則可討論實質

上計劃輔導多少家未

登記工廠。且實質輔

導需求需請工業局提

出空間計畫與成長管

理計畫，這是國土計

畫法第十條要求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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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單位提出用地需求之

來源，以確認哪些區

域之未登記工廠納入

優先輔導範圍。而輔

導之未登記工廠應明

確羅列出來，離開農

地後工廠應負責回復

為原有農地面貌。不

是工業局劃一塊地供

工廠遷入即可，應清

楚知道農地範圍內之

土地還原多少。 

二、此外，經濟部能源局

也應該針對新增之工

業區訂定能源政策，

並提出多少空間、產

業家數須新增多少能

源。相關能源策略都

須依照國土計畫法第

十條提出成長管理計

畫。 

面積，非全臺中市未登記工

廠之廠房面積，且尚未公告

其性質與研析結果 (低汙

染、高汙染、建議輔導合法、

建議遷廠等)。另國土計畫草

案中所規劃供輔導未登記工

廠之產業用地面積之計算基

準是目前遴選三處輔導未登

記工廠之 950 公頃範圍，加

計區域計畫核定 872 公頃

（原本核准），共 1,822 公

頃（含括輔導合法化所需之

公共設施面積）。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針對中央新設產業用地分派量，

經濟部工業局每年均召開跨縣市

討論作業，每個縣市均派代表向

工業局提出產業用地不足之議

題。目前中南部提出之產業用地

需求早已超出原分派面積，經濟

部工業局現正研擬將區域調派量

進行調整。而目前未登記工廠清

查作業根據臺中市轄區較為群聚

的地區進行調查，已清查六千家

之內容包含產業類型、類別，預

計今年(108 年)11 月提出成果報

告。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一、行政院農委會持續進行農地

七、大地心

環 境

關 懷

協 會

徐 宛

鈴 小

姐 

一、經濟發展局違章工廠

清理計畫尚未完成就

預提臺中市國土計畫

並確認產業面積，將

難以合理給予輔導未

登記工廠所需之土地

面積，經發局能否先

提出臺中市輔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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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畫，核定通過後再接

續辦理臺中市國土計

畫審查?兩者該如何

配合? 

二、應透過政府力量，甚

至在國土計畫中應留

設一個章節盤查、說

明臺中市哪些區塊之

土地可回復為農地、

找回 9,000 公頃消失

之農地，以確保糧食

安全。 

空間規劃已近十年，104 年

提出農地分類分級公告。農

業及農地資源盤查結果查詢

圖臺可查詢何處屬可耕作土

地、何處屬附屬設施、何處

為非農用，而農地分類分級

與國土計畫功能分區-農業

發展地區在本質與定義上有

所不同，當時分類分級以四

項等級進行盤點，為因應區

域計畫推動將農一與特定農

業區進行接軌，而現今國土

計畫另行發布其檢核模式與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標準，將

使原區域計畫中農一可能被

劃設為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區

第二類。而在 106 年與 107

年計算臺中市農地資源總量

時，因中央尚未公告國土保

育區檢核方式，部分當時位

於山坡地範圍之農業用地，

依本次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劃

設原則，將會劃設為國土保

育地區。 

二、對於臺中市之農地總量，因

今年尚在進行農地空間規劃

滾動式的檢討，將會製作清

楚的對照表，且相關意見將

納入今年度資源盤查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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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進行檢討。另外，本局持續

進行農業發展區土地管理計

畫之擬定，希望中央法規亦

能檢討並落實，以避免農業

用地持續受到侵蝕。 

八、姜盈如

小姐 

一、之後會訂定農業發展

區的管理計畫，將會

以法規訂定或是政策

白皮書呈現?農發條

例與農業發展區管理

計畫之階層關係為

何?有無訂定公告時

程? 

二、經發局關於產業用地

需求量、輔導未登記

工廠面積需求之研究

報告是否能公開? 

三、臺中市產業發展需新

增產業用地之評估報

告亦希望於國土審查

會議召開前公開。國

土計畫計算農地是計

算農牧用地、養殖用

地，林業用地是否算

在農業用地中?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目前相關法規與計畫由中央策劃

中，本局後續依中央指導配合進

行，公告時程尚待確定。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產業用地供需評估報告經內部行

政程序授權後將公開相關資料。 

◎規劃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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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地區第五類之農業區加總計

算，約 3.82 萬公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