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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公開展覽公聽會 

第 21場(大肚場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8年 10月 08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大肚區公所五樓禮堂 

參、會議主持人：本府都市發展局吳專門委員信儀    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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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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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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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第 21場(大肚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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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肚區

公所農

業課蔡

安致 

一、請問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與農業發展

第區第二類的限制

與差別為何？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與農業發

展地區第二類均為優良農

田，其中若面積超過 25 公頃

且農業使用比例達 80%以上，

則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一

類，未達該標準者則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二、兩者在土地使用管制上，以農

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之限制較

為嚴格，而詳細的管制內容內

政部仍在研議階段，預定於

110年發布實施。 

三、本市國土計畫草案目前階段主

要是將現行土地使用分區與

使用地別在影響地主既有權

益最小的前提下，轉載至國土

計畫體制，而不變更原本都市

計畫的土地使用分區或非都

市土地之使用地編訂內容，例

如都市計畫地區內土地於國

土計畫（上位層級）中，原則

將歸類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

類」土地，而都市計畫區內之

工業區仍為原本分區，未有變

更；非都市土地內之甲~丙種

建築用地，於未來國土計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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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用地中類別中，則整併調整為

「建築用地」類別、丁種建築

用地則調整為「產業用地」類

別，名稱不同，惟可容許使用

性質與原本使用地相近，因此

在國土計畫體制下建地仍維

持現有發展權益。 

四、未來國土計畫轉軌後，農舍興

建仍依照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辦法進行申請。 

二、臺中城

市 發 展

田 調 團

林 育 霖

先生 

一、臺中市 108 年 10

月 8 日市政會議新

聞稿中，都發局部

門計畫提到關連工

業區二、臺中生活

圈四號線大肚段與

三級道路延伸及麗

水漁港景觀改善工

程等。其中關連工

業區適合引入屬於

高污染產業的未登

記工廠，以利集中

管理，而在國土計

畫的部門計畫並未

看到近五年部門計

畫之內容。而麗水

漁港提到觀光產業

相關發展願景，但

在其上游又有工業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關連工業區屬於都市計畫區內

之工業區，一期目前已經完成

開發，二期、三期範圍內劃設

部分甲種工業區，未來將輔導

中高污染產業進駐，但仍需辦

理整體開發，而因都市計畫有

整體開發之規範，故目前現況

開發率較低，又經本府地政局

調查地主意願之後，評估二

期、三期尚不具整體開發可行

性。 

二、未來產業用地開闢優先順序首

先為既有都市計畫工業區，其

次為都市計畫不適宜發展農

業之農業區，最後則為非都市

土地不適宜發展農業之農業

區，因關連工業區為既有都市

計畫工業區，故為未來優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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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存在，產業發展之

間有明顯的衝突與

矛盾，想請問關連

工業區二發展範圍

大約多大？能輔導

進去的高污染違章

工廠的量又有多

少？ 

二、臺灣的空氣污染通

常都由中央山脈阻

隔往東部擴散，而

以臺中市的尺度而

言，龍井、大肚地

區的大肚山脈或許

可能具有相同功

能，於國土功能分

區決定城鄉發展地

區區位的劃分，應

該納入因應空氣污

染或霧霾的考量，

像是大肚、龍井地

區可能就是空氣污

染或霧霾滯留的地

區，並且是否請環

保局提出因應空氣

污染改善的部門計

畫，如針對關連工

業區與臺中火力發

電廠產生的污染改

闢之產業用地。 

三、本市擁有豐富的海岸線觀光景

點資源：北側有大甲匠師的故

鄉休閒農業區、大安媽祖文化

園區、海邊遊憩區、高美濕地

等；中段屬於臺中港特定區之

港埠專用區，土地由臺灣港務

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進行管

理，目前也有部分觀光遊憩計

畫的開發，包含三井 outlet，

未來可能再進行第二期的開

發；再往南則銜接到烏溪麗水

漁港。本府觀光旅遊局與建設

局已投入經費進行麗水漁港

環境改善，然現況屬於單點式

規劃，本局預計將於明年進行

海岸線整體規劃，期望藉由自

行車道或公路系統串連周邊

景點。 

四、大臺中三環三連之內環為台

74線連到國道3號的環狀快速

道路路段，中環則為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國道 4號及台

74線，並新建一段由豐原至北

屯區的國道 4號延伸線，外環

則由國道4號往西連接至台61

線，再由台 61 線往南連接至

台 74 線及國道 3 號，其中需

要新增的路段即為臺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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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善。 

三、另外針對都市防災

的部份，上星期大

雅區的違章工廠火

災也可以看到未登

記工廠議題，所以

可以理解政府政策

將高污染、高風險

的產業放到關連工

業區內，因為工業

區存在較完善的防

災或消防的機制；

在進口煤原料除了

到臺中火力發電廠

或中龍鋼鐵之外，

有 10%的煤市消失

的，臺中市與彰化

縣為未登記工廠數

量相當多的地區，

我嚴重懷疑這些煤

是被許多未登記工

廠使用，因此在未

登記工廠輔導或拆

除，建議優先輔導

使用燃煤鍋爐的未

登記工廠移入關連

工業區，否則應該

列為優先拆除的未

登記工廠。 

圈四號線，目前本府建設局辦

理程序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路線定案後將舉辦都

市計畫相關變更與更細部之

規劃設計。 

五、因空氣污染防治之影響尺度與

範圍並非是以行政轄區為界

限，涉及部門計畫部分，將轉

請本府環保局研議。 

六、針對未登記工廠防災的部分，

前幾天主婦聯盟、地球公民基

金會與一些公民團體在市府

針對大雅未登記工廠火災事

件也召開記者會，而消防單位

也提出救災時面臨沒有道路

出入的問題。而今年工廠管理

輔導法修正通過，主要修正的

內容是輔導低污染未登記工

廠合法化，經濟部與營建署對

低污染未登記工廠輔導條件

目前仍在研議階段，目前建議

出入道路應該符合 8 公尺以

上，未來在防災或環境保護等

方面亦都應該有相當的限制

與條件。而高污染工廠則輔導

移入合法工業區(如本市關連

工業區第二期與關連工業區

第三期)，否則需限期拆除。 

七、本府經發局目前針對未登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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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廠進行稽查約有九千多家，稽

查作業也仍在進行中，而區域

計畫推估本市未登記工廠約

計一萬八千家，主婦聯盟推估

本市約兩萬家未登記工廠，也

說明本市未登記工廠家數繁

多，本府期望將群聚的未登記

工廠劃為產業園區，提供環境

保護或公共安全的相關設

施，以預防相關災害發生，並

強化防救災環境，而群聚未登

記工廠之地區未來則較不適

宜供農業使用，涉及產業園區

與農業發展地區之競合問

題，後續將於本市國土計畫審

議時會同本府農業局持續討

論。 

八、燃煤為逸散污染源主要來源，

而燃煤的存放較屬露天型

態，當冬季的東北季風吹拂煤

就會逸散，因此前面提到消失

的 10%亦有可能是被風吹拂成

為逸散污染源，本局也鼓勵臺

中火力發電廠或中龍鋼鐵不

要露天存放煤，以減少逸散污

染源的產生。 

三、臺中市

大 肚 區

區 長 白

大肚區有三個里、龍井

區有四個里屬於非都市

土地，因鄰近原市區西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大肚區蔗廍里、瑞井里、自強里目

前係指定為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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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峨嵋 屯區及南屯區，因此發

展相當迅速，此處於民

國 80 幾年原欲新訂都

市計畫，但因地方反對

的聲音而中斷，想詢問

在本次國土計畫當中，

提到的蔗廍是單純指蔗

廍里或者蔗廍地區(包

含蔗廍里、瑞井里、自

強里)？是否有規劃新

訂都市計畫？ 

域，原則上以既有鄉村區範圍為

主，再納入周邊零星夾雜的地區，

而非以里界作為規劃範圍。未來將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指導進行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後續將透過訪問區

長、議員、里長、地方民眾等了解

地區發展現況，並研討實際發展城

鄉發展地區第二之三類之範圍。 

四、大肚山

改 善 空

污協會 

空氣污染議題在臺中市

相當嚴重，在國土計畫

中發展預定位第三點亦

提到生態與環境永續，

空氣為相當重要的一

環，但在國土計畫中並

無任何相關的內容，想

請問國土計畫是否能列

入空氣污染議題並提出

相關解決對策。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國土計畫劃設功能分區優先順

序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

地區、農業發展地區，最後才

是城鄉發展地區，國土計畫確

實是以國土保育為主。 

二、在全國國土計畫中亦指導縣

(市)國土計畫需針對氣候變

遷列專章說明，今天礙於簡報

篇幅造成無法針對相關內容

進行說明，然而空氣污染屬於

本市最優先的發展目標與政

策，本府環保局亦有相關空氣

污染改善策略，後續將納入相

關內容於國土計畫中。 

三、在簡報第 17 頁內容有針對氣

候變遷相關的行動綱領，冬季

亦為空氣污染較嚴重的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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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節，且多是受境外污染物的影

響，城市內部可能需有城市風

廊，使區內外的空氣能夠流

通，本局目前亦委由成功大學

教授針對都市風廊進行相關

研究，後續將相關研究結果納

入本計畫參考。 

四、臺中市空氣污染源包含固定污

染源(臺中火力發電廠、工

廠)、移動污染源(汽車、機車

等交通運具)及逸散污染源。

本府亦針對不同污染源提出

相關改善措施，如：固定污染

源的臺中火力發電廠主要污

染為燃煤產生的廢氣，以逐年

降低燃煤量、將機組汰換為燃

氣機組為目標努力，本府環保

局也對臺中火力發電廠深入

稽查，將請臺中火力發電廠提

出相關改善策略；針對工廠部

分則補助燃油鍋爐更換為燃

氣鍋爐。移動污染源則補助二

行程機車的淘汰、大眾捷運系

統建設，交通局亦預計於明年

實施公車雙十政策(十公里免

費、超過十公里最多收十元)。 

五、江小姐 一、想詢問剛剛提到請

成功大學教授進行

研究的計畫名稱。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請成功大學教授幫忙的研究案

非屬委託案，但在 10/18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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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二、剛剛提到關連二、

三期預計容納中高

污染的工廠，但在

三期內有一個既存

一百多年以上的聚

落”蚵寮”，這個

聚落至少有一百多

戶，想詢問是否應

該檢討工業區的劃

設範圍？另外想詢

問地政局，最近好

像有蚵寮民眾收到

提告，要求居民拆

屋還地，在政府空

間資訊網登記日期

寫的時間是民國 52

年，而這些聚落已

經存在一百多年，

甚至當初是海會進

來沒有人的，想詢

問是怎麼進行這個

登記作業的？ 

三、在市政府 158 空間

資訊網中，很明顯

關連工業區三期範

圍很大，一直劃到

了臨港路，即包含

了蚵寮聚落的部

分，周邊也有一些

9:30-12:30於市府將舉辦「台

中市降溫對策論壇」，討論議

題包含熱島效應與都市降溫

等，各位鄉親有興趣的話都歡

迎來參加。 

二、產業園區規劃原則均會考量現

況土地使用及建物聚落情

形，有關蚵寮聚落與產業園區

未來規劃之議題，將轉請本府

經濟發展局研議。 

三、因關連工業區屬既有都市計畫

所劃定的工業區，在國土功能

分區上將轉換為城鄉發展地

區第一類，仍依原都市計畫進

行管制，故不在本次國土計畫

檢討範圍之內，蚵寮現況若位

於關連工業區內，後續會將本

議題納入臺中港特定區通盤

檢討中供作規劃參考，未來在

進行中高污染產業園區開發

規劃時，亦將納入污染物處理

等相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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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零星住宅聚落，但

在關連工業區二、

三期定位要容納中

高污染產業，明顯

有損既有居民的居

住權益，是否後續

針對中高污染產業

有更強烈的管制、

處理與監測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