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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議程 

壹、說明 

一、辦理依據 

國土計畫法第 10條及第 11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二、背景說明 

（一）依據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45條第 2項規定：「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

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因「全國國土計畫」經本部於 107

年 4月 30日公告實施，故「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

於 109年 4月 30日前由本部指定日期一併公告實施。先予敘

明。 

（二）臺中市政府自 106年至 108年間辦理臺中市國土計畫（以下

簡稱本計畫）規劃作業，並依本法規定辦理相關作業，說明

如下： 

1.為公開徵求各界意見，臺中市政府於 108年 3月 20日召

開 1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2.本計畫 108年 9月 12日起公開展覽 30天，並於 108年 9

月 20日至 10月 8日舉辦 22場公聽會，於公展期間總計

收到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45件。 

3.本計畫於 108 年 11 月 15 日提該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會議報告，並召開 5 次專案小組會議，經 109 年 3 月

16 日該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 次會議審議完竣後，臺中

市政府於 109年 3月 20日陳報本部審議。 

（三）經查本計畫草案內容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應表明事

項，且經作業單位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表明事

項檢核表」初步檢視後（如附件 1-1），涉及中央國土計畫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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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權責項目者，本計畫草案除「現況發展與預測」、

「空間發展計畫」、「成長管理計畫」等 3 項目外，其餘尚

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至於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權責項目，本部營建署並已另案徵詢書面意見中，併予敘

明。 

貳、計畫摘要 

項目 計畫內容 備註 

1 人

口 

現況人口 280.39萬人 民國 107年底 

計畫人口 300.00萬人  

2 

城

鄉

發

展

總

量 

既有發展地區 59,132.83公頃  

新增

未來

發展

總量 

住商用地 -公頃 1.城 2-3：1,808.74公頃 

(1)擴大后里主要計畫(后里車

站東側地區) 

(2)擴大后里主要計畫(森林園

區) 

(3)新訂臺中國際機場發展計畫 

(4)太平坪林 

(5)新庄子、蔗廍 

(6)擬定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

計畫(原擴大大里)主要計

畫案 

(7)擴大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

計畫(大里夏田產業園區) 

(8)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 

(9)新訂烏日溪南都市計畫 

(10)擴大神岡都市計畫 

2.其餘未來發展地區：395.46公

頃 

(1)支援關聯產業發展腹地 

(2)臺中國際機發展計畫 

工業用地 395.46公頃 

觀光用地 -公頃 

其他 -公頃 

小計 

395.46公頃 

3 輔導未登記工廠區位 1,311公頃 共清查8,640 家未登記工廠，劃

設輔導未登記工廠用地面積

1052.41公頃。 

4 宜維護農地面積 3.92萬公頃  

5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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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處數 

參、簡報 

請臺中市政府簡報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重點，並按下列

「肆、討論事項」予以回應（以上時間為 20分鐘）。 

肆、討論事項 

案經作業單位依據前開檢核表查核結果，研擬議題如下： 

議題一：計畫人口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說明： 

（一）本計畫(草案)計畫人口數為 300 萬人，相較於現況(107 年)

人口數 280萬 3,894人，約增加 20萬人，請臺中市政府說明

計畫人口設定方式，與水資源供應情形及廢棄物處理能力得

否滿足該計畫人口發展需求。 

（二）按本計畫草案第 2-23 頁，該 300 萬之計畫人口將分派於都

市計畫區242萬人，其餘58萬人則分派至非都市土地。因目

前臺中市既有都市計畫之計畫人口（107年）為 308萬 4,300

人(註：另依計畫草案第 2-24 頁，依據都市計畫住宅區及商

業區劃設面積計算可容納人口為 312 萬人)，都市計畫之現

況人口(107年)為 226萬 8,856人，達成率約 74%，請臺中市

政府說明計畫人口分派於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方式及相關

因應策略，並說明依據前開分派方式，後續都市計畫農業區

發展定位、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方向及優先辦理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地區（包含大肚等 9區）規劃策略。 

審查意見： 

 

議題二：空間發展、成長管理與未登記工廠管理計畫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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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書草案臺中市未來朝向「生活、生產、生態、生機」四

生一體之城市目標，且未來空間朝向三大核心（中部都會核

心、山城核心、雙港核心）和六大策略區（都會時尚策略區、

轉運產創策略區、水岸花都策略區、保育樂活策略區、雙港

門戶策略區及樂農休憩策略區）空間結構布局，而原市中心

轄區與烏日、大里、霧峰與太平等產創基地，則為重要的住

宅、產業發展空間核心發展軸帶（詳第 3-2～3-15 頁）。惟

經查現行臺中市區域計畫係以「一條山手線、兩大海空港、

三個副都心」為方針，於空間發展及土地使用規劃上，運輸

部門扮演重要角色，故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本次國土計畫

空間發展構想與前開區域計畫之差異情形，並說明交通運輸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及與鄰近縣市(包含彰化縣、南投縣等)之

區域性運輸規劃構想。 

（二）為因應未來發展需求，參考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

成長管理計畫，大多研訂住商、二級及三級產業用地之新增

城鄉發展用地面積。然本計畫草案僅就新增二級產業用地，

提出需求面積約 395.46 公頃(第 2-26 頁)，請臺中市政府說

明除二級產業用地外，是否尚有新增其他類型城鄉發展用地

需求，並說明前開新增產業用地總量訂定方式，與其水、電

資源供應情形及廢棄物處理能力是否能滿足該發展需求。 

（三）反映於空間區位上，臺中市盤點境內「既有城鄉發展地區」

與「未來發展地區」，其中「未來發展地區」羅列 5 年內具

體需求與 20 年內發展需求區位，請臺中市政府說明下列事

項： 

1.未來發展地區（包括配合重大建設型面積約 121.05 公

頃、生活型面積約 826.71 頃、產業型(5 年內)面積約

860.98公頃、產業型(中長期)395.46公頃，計為 2204.2

公頃，詳第 3-28 頁及附錄第 5-1 頁）之分布區位、範圍

及面積，並釐清與前開新增總量需求之關聯性。 

2.就前開未來發展地區逐一檢視其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

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及臺中市整體空間發展構想情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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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臺中市空間發展構想圖(第 3-15頁)明確標示區位。 

3.屬中長期未來發展地區之執行機制，即後續調整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之原則及時程。 

（四）承上，本計畫草案盤點臺中市 5年內具體需求地區（劃為城

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共計 10案，面積 1808.74公頃（詳

附錄 5-1），請臺中市政府說明下列事項，並請經濟部、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等有關機關表示意見： 

1.性質（屬重大建設計畫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區位、機

能、面積規模、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 

2.屬於重大建設案件者，本次劃設擴大后里主要計畫(后里

車站東側地區)、擴大后里主要計畫(森林園區)及新訂臺

中國際機場發展計畫等 3 處，請補充經有關機關核定為

重大建設之相關證明文件。 

3.屬於住商使用者，本次指認太平坪林（位屬太平區）、新

庄子、蔗廍地區（位屬大肚區及龍井區）及擬定臺中市大

平霧地區都市計畫（原擴大大里）主要計畫等 3案(第 3-25

頁)，惟因本計畫並未訂定新增住商發展總量，且於居住

容受力分析指出有新增居住用地需求者，為后里、豐

原、潭子、大雅及神岡等 5行政區（詳第 2-24頁)，然本

次劃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均非位屬前開地區，爰請說

明該 3案劃設理由及區位適宜性。 

4.屬於產業發展使用者，本次劃設擴大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

市計畫(大里夏田產業園區)、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新

訂烏日溪南都市計畫及擴大神岡都市計畫等 4 處（面積

860.98 公頃），請補充其預定引進產業類型、推動方式

（註：區分為依產業創新條例辦理、依加工出口區設置

管理條例辦理、或都市計畫法等其他方式辦理）、實施年

期、主辦機關（單位）及配套措施（例如，退場機制等）。 

5.另依據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檢核表所示，新訂臺中

國際機場發展計畫、擬定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原

擴大大里)主要計畫及擴大神岡都市計畫等 3 案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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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有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或環境敏感地區之土

地，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納入理由及相關土地使用規

劃指導原則。 

（三）有關轄內未登記工廠概況（第 3-30 頁），經查現行臺中市

區域計畫業已研擬「未登記工廠輔導與清理」相關內容，明

定相關輔導原則及區位，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未登記工廠

清查進度與結果（包含分布區位及範圍），並說明本計畫草

案未登記工廠管理（清理及輔導）計畫與前開內容之差異性、

既有 8,640 家未登記工廠之具體輔導作法、是否有將未登記

工廠群聚範圍進行整體規劃構想、及後續土地使用違規查處

之精進措施，並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協助表示意見。 

審查意見： 

 

議題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國土劃設國土功能分區，本部營建

署前於 108年 7月 15日函送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模擬成果

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經查本計畫草案劃設之國土保

育地區第 2 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第 5 類及城鄉發展地

區第 2 類之 1 與模擬面積或區位上略有差異，請臺中市政府

補充說明差異（包含區位、範圍）、理由及符合全國國土計

畫規定情形。 

（二）經查本計畫草案明定臺中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就

國土保育地區、原住民族土地、大安溪、大甲溪及烏溪河川

流域、海岸地區、都市計畫地區、國家公園地區及各類型環

境敏感地區訂定相關規定，請臺中市政府說明前開規定相關

內容，並說明各該規定是否有別於全國國土計畫規定之通案

性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又其適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區位、

範圍、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免經申請同意

使用項目、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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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等，並補充訂定各該規定之必要性、特殊性、合理性等相

關說明。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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