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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案：審議澎湖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等 4 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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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修

正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

計畫公告實施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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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4 月 30日由本部指定日期一併公告實施。先予敘

明。 

（二）為按國土計畫法前開規定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分別於 109

年 1 月至 2 月間將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草案）函送本部審議，本部並分別於 109 年 2 月

至 4 月間召開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討

論，迄今已完成第 1 階段審查作業，並請相關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據審查意見檢討修正。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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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情形一覽表 

縣(市)別 公展日期 報部日期 
本部召開專案小

組日期 

專案小組 

召集人 

新北市 108.05.27 109.01.16 109.02.10 陳繼鳴、曾憲嫻 

桃園市 108.06.05 109.02.24 109.03.10 陳繼鳴、張蓓琪 

臺中市 108.09.12 109.03.20 109.04.06 陳繼鳴、張容瑛 

臺南市 108.08.15 109.03.11 109.03.25 陳繼鳴、陳璋玲 

高雄市 108.07.30 109.03.02 109.03.24 陳繼鳴、陳紫娥 

宜蘭縣 108.12.18 109.03.31 109.04.09 陳繼鳴、林文印 

新竹縣 108.07.17 109.02.20 109.03.11 陳繼鳴、李心平 

苗栗縣 108.09.11 109.01.31 109.02.18 陳繼鳴、鄭安廷 

彰化縣 108.11.13 109.03.24 109.04.07 陳繼鳴、徐中強 

南投縣 108.10.01 109.03.11 109.03.30 陳繼鳴、董建宏 

雲林縣 108.09.19 109.03.23 109.03.30 陳繼鳴、劉俊秀 

嘉義縣 108.08.08 109.03.02 109.03.17 陳繼鳴、劉曜華 

屏東縣 108.09.17 109.03.13 109.03.26 陳繼鳴、郭城孟 

花蓮縣 108.08.12 109.02.15 109.03.03 陳繼鳴、曾憲嫻 

臺東縣 108.10.18 109.03.19 109.04.08 陳繼鳴、張蓓琪 

澎湖縣 108.10.01 109.03.11 109.03.27 陳繼鳴、張容瑛 

基隆市 108.10.28 109.02.18 109.03.09 陳繼鳴、呂曜志 

新竹市 108.12.12 109.03.06 109.03.19 陳繼鳴、賴宗裕 

 

（三）依據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召開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情形，有關計畫

人口、產業用地總量、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未來發展地區、宜維護農地總量、都市計畫農業區、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計畫等均屬各縣市共通性議題，

有必要建立通案性審查原則，俾審議具一致性，爰

本部分別於 109 年 4 月 21 日、4 月 30 日及 6 月 19

日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6 次、第 7 次及第 8 次會

議討論，並獲致具體共識；且為協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儘速依據通案性原則辦理計畫草案修正，本部

營建署並分別於 109 年 4 月 29 日、5 月 12 日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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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邀集直轄市、縣（市）政府召開會議說明有

案。 

（四）至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提大會審

議方式，109 年 4 月 21 日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6

次並決定按「區域別」或「鄰近縣市」予以分批提

大會討論決定；且如有涉及直轄市、縣（市）個別

議題者，屆時將併予提會。又批次安排如下： 

1.基隆市、新北市、桃園市 

2.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 

3.臺東縣、宜蘭縣、花蓮縣 

4.澎湖縣、高雄市、屏東縣 

5.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 

6.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五）考量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等 3 個直轄市、縣（市）

政府已分別於 109 年 5 月至 8 月間函送修正資料及

回應處理情形到本部（如附件 1-1～1-3），案經本

部營建署檢視相關內容均已配合修正或補充說明；

又涉及新增計畫人口及城鄉發展用地所需水電資源，

前於專案小組會議業初步獲致共識，並經本部營建

署於 109 年 4 月 29 日邀集經濟部工業局、水利署、

能源局及有關機關召開研商會議討論後續修正方式，

爰本次大會就尚未經審查決定議題，提會討論。 

（六）另澎湖縣國土計畫草案前提 109 年 8 月 5 日本部國

土計畫審議會第 12 次大會討論，經是次會議略以：

「本計畫參考現行澎湖縣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農

牧用地或養殖用地興建住宅計畫暨變更編定審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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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要點，就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所訂之因地制宜土

地使用管制原則，……惟考量本案涉及重要政策決

定，請作業單位再詳予整理相關爭點，該議題仍請

專案小組會議再予處理後，再提大會討論。」案經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再於 109年 8月 20日召開該計

畫草案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釐清相關疑義，併

予提本次會議討論。 

（七）考量本次大會係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

案重要議題政策方向，就計畫草案應配合辦理文字

修正或資料更新者，本部營建署將再另行邀集有關

部會協助確認。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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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修正概要（如附件修正資料） 

（一）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 
項目 原計畫 修正後計畫 修正說明 

計畫人口 300萬人 300萬人 ─ 

新增

城鄉

發展

用地

總量 

住商用地 ─ ─ 本計畫產業用地總量係依據實際發

展需求訂定，原將臺中市區域計畫

指認之「神岡都市計畫周邊產業園

區」、「大里夏田周邊產業園區」、「塗

城周邊產業園區」視為既有產業用

地，並未加計至新增產業用地總

量，惟經本部國土審議會專案小組

會議討論，考量上開產業園區仍在

規劃、開發中，爰將其加計至新增

產業用地總量。 

二級 

產業用地 
395.46公頃 682公頃 

觀光用地 ─ ─ 

其他 ─ ─ 

小計 
395.46公頃 

 

682公頃 

 

城鄉發展地區 

第 2類之 3 

10處 

1,808公頃 

11處 

1,911公頃 

1.「變更臺中港特定區(配合臺中國

際機場門戶及周邊產業專區整

體開發)」已進入都市計畫審議

程序，爰將 8.43 公頃非都市土

地劃設為城 2-3。 

2.另調整「太平坪林」、「新庄子、

蔗廍」面積，增加約 95公頃。 

未來發展地區 4878公頃 6,435公頃 

調整產業科技走廊(面積減少 54 公

頃)及產業加值創新走廊（面積增加

1,572 公頃），另新增朝陽一處(面

積約 39 公頃)，爰新增未來發展地

區共 1,557公頃。 

輔導未登記工廠 

群聚範圍 
4處 4處 ─ 

宜維護農地面積 3.92萬公頃 4.01萬公頃 

依通案性原則修正，納入國土保育

地區第一類及第二類之農牧用地及

養殖用地。 

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方式 

依全國國土計

畫指導及通案

性原則辦理。 

依全國國土計

畫指導及通案

性原則辦理。 

 

土地使用管制 

原則 

依全國國土計

畫指導及通案

性原則辦理。 

依全國國土計

畫指導及通案

性原則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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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復育促進 

地區 
0處 0處 ─ 

備註：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PDF 檔案下載：內政部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專區

/參、內政部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辦理情形/臺中

市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dept/rp2/rp1090602c.pdf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dept/rp2/rp1090602c.pdf


7 

（二）南投縣國土計畫（草案） 
項目 原計畫 修正後計畫 修正說明 

計畫人口 52萬人 52萬人 ─ 

新增

城鄉

發展

用地

總量 

住商用地 475公頃 475公頃 ─ 

二級 

產業用地 

351公頃 351公頃 

觀光用地 515公頃 515公頃 

其他 80公頃 80公頃 

小計 1,421公頃 1,421公頃 

城鄉發展地區 

第 2類之 3 

5處 

651公頃 

4處 

627.88公頃 

依據本部國土計畫審

議會專小組會議審查

意見，刪除莫拉克土

石堆置場 8 案（面積

23.12公頃） 

未來發展地區 1305.47公頃 1305.47公頃 ─ 

輔導未登記工廠 

群聚範圍 
0處 0處 ─ 

宜維護農地面積 5.49萬公頃 6.30萬公頃 

依通案性原則修正，

納入國土保育地區第

一類及第二類之農牧

用地及養殖用地。 

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方式 

臺大實驗林範圍劃設

為農業發展第區第三

類。 

就臺大實驗林範圍國

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與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重疊範圍，屬農牧用

地的部分，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專案小組會議建議劃

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二類，惟南投縣政府

基於農民權益保障，

仍維持將臺大實驗林

範圍內之農牧用地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三類。 

土地使用管制 

原則 

1.國保二、農二、農

三（國家風景區及

縣級風景區範圍

內），得為觀光遊

憩管理服務設施

等項目使用。 

2.農三（臺大實驗林

土地），得為農作

1.國保二、農二、農

三（國家風景區及

縣級風景區範圍

內），得為觀光遊

憩管理服務設施

等項目使用。 

2.農三（臺大實驗林

土地），得為農作

1.本部營建署業於

109 年 7 月 1 日召

開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相關事

宜第 21 次研商會

議，就國家風景區

研訂通案性土地

使用管制，惟南投



8 

產銷設施(不含農

產品批發市場)等

設施使用。 

產銷設施(不含農

產品批發市場)等

設施使用。 

3.農一、農二，依莫

拉克颱風災區土

石堆(暫)置場輔

導處理方案之土

地，得申請砂土石

堆置、儲運場使用

項目。 

縣政府經評估仍

有因地制宜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之

需要。 

2.配合專案小組建議

針對(莫拉克土石

堆置場 8 案)新增

砂土石堆置、儲運

場使用項目。 

國土復育促進 

地區 
0處 0處 ─ 

 

備註：南投縣國土計畫（草案）PDF 檔案下載：內政部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專區

/參、內政部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辦理情形/南投

縣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dept/rp2/rp1090611a.pdf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dept/rp2/rp1090611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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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彰化縣國土計畫（草案） 
項目 原計畫 修正後計畫 修正說明 

計畫人口 127萬人 127萬人 

─ 

新增

城鄉

發展

用地

總量 

住商用地 853公頃 1,019公頃 1.依計畫人口分派，目標年都市

計畫居住人口為全縣 7 成，配

合修正納入都市計畫人口數所

需住商用地。 

2.考量目前尚無新增其他用地實

際區位需求及總量推估，故予

以刪除。 

二級 

產業用地 
747公頃 747公頃 

觀光用地 ─ ─ 

其他 100公頃 ─ 

小計 1,700公頃 1,766公頃 

城鄉發展地區 

第 2類之 3 

5處 

1,723 

4處 

1,569公頃 
刪除打鐵厝南側 1案。 

未來發展地區 
27處 

6,312公頃 

18處 

4,763公頃 

就 9 處未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

發展成長區位原則之未來發展地

區予以刪除，並修正 3 處未來發

展地區範圍。 

輔導未登記工廠 

群聚範圍 
7處 3處 

刪除屬次優先產業用地之 4 處未

登工廠處理專區。 

宜維護農地面積 6.13萬公頃 6.18萬公頃 

彰化水五金田園生產特定區計畫

(城 2-3)面積依行政院核定重大

建設範圍修正，由 943 公頃修正

為 785 公頃，爰配合調整宜維護

農地總量。另依據通案性原則，

配合調整宜維護農地總量。 

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方式 

依全國國土計

畫指導及通案

性原則辦理。 

依全國國土計

畫指導及通案

性原則辦理。 

─ 

土地使用管制 

原則 

1.位於本計畫

指認特定地

區（參山國

家風景區－

八卦山風景

區）範圍內

之土地，除

依全國國土

計畫土地使

用指導事項

臺 17線以西土

地（部分為嚴

重地層下陷地

區或不利耕作

農地）作為再

生能源設施優

先區位。 

考量參山國家風景區為交通部觀

光局所屬 13處國家風景區之一，

涉及跨縣市、通案性土管原則將

配合中央主管機關及有關部會研

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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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之規

定外，得申

請觀光產業

發展及相關

設施使用。 

2.臺 17線以西

土地（部分

為嚴重地層

下陷地區或

不利耕作農

地）作為再

生能源設施

優先區位。 

國土復育促進 

地區 
1處 0處 

考量建議地區係屬單一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法定治理權責，且已有

既定相關計畫進行治理作業，爰

暫不劃設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

區位。 

備註：彰化縣國土計畫（草案）PDF 檔案下載：內政部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專區

/參、內政部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辦理情形/彰化

縣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dept/rp2/rp1090513-13.p

df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dept/rp2/rp1090513-13.pdf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dept/rp2/rp1090513-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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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事項 

議題一、澎湖縣國土計畫（草案）再提大會審議事項 

問題：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一）澎湖縣國土計畫草案前提 109 年 8 月 5 日本部國土

計畫審議會第 12次大會討論，經是次會議略以：「本

計畫參考現行澎湖縣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

地或養殖用地興建住宅計畫暨變更編定審查作業要

點，就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所訂之因地制宜土地使

用管制原則，……惟考量本案涉及重要政策決定，

請作業單位再詳予整理相關爭點，該議題仍請專案

小組會議再予處理後，再提大會討論。」案經本部

國土計畫審議會再於 109年 8月 20日召開該計畫草

案第 2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審查意見摘要如下： 

1.經澎湖縣政府確認本案所提之居住需求，係提供

當地常住人口未來所需。依據本計畫草案推估未

來預計新增 1.1萬人，按澎湖縣目標年戶量 2.35

人/戶計算，並優先利用既有發展地區閒置土地及

馬公都市計畫外圍農業區後，評估非都市土地所

需住宅用地面積為 34.5公頃，該推估結果尚屬合

理，另個別申請需求 6 公頃規模，係依據當地發

展趨勢訂定，符合地方發展需求，故就該 40.5公

頃居住用地，建議予以同意。 

2.考量全國國土計畫業已明定農業發展地區基本原

則，將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集中規劃提供居

住生活空間，本計畫草案並載明「經鄉村地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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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規劃指定採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之

地區，不得個別申請容許作自用住宅使用」，是以，

建議同意本計畫草案，即未來預定集中規劃之居

住用地（重點聚落之周邊地區），仍依據全國國土

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規定，劃設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2類，惟後續應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指定其範圍及開發方式後，始得申請作為居住等

使用。 

3.非都市土地第 1 次劃編定時係以現況編定，鄉村

區亦無充裕土地得以申請建築，故澎湖之非重點

聚落及 2、3 級離島確實有保留得申請住宅機制之

必要。本次澎湖縣政府就前開非重點聚落及 2、3

級離島等地區，規劃以「基地距離原有鄉村區或

小型村落或公有道路一定範圍內者，經完成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後，始得申請容許作自用住宅使用」，

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方式指明區位，將可減少

發展蛙躍情形，考量該方式有別於過去「農變建」

零星申請住宅用地機制，尚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以

「計畫引導使用」原則，故建議後續採方案二（辦

理鄉村區整體規劃指定「屬生活居住功能之土地」）

辦理。 

（二）請澎湖縣政府說明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 次專案

小組會議各項審查意見回應處理情形，及修正後之

因地制宜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請澎湖政府依據上開問題予以說明回應（以上時間為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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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應提報大會審議事項 

問題一：成長管理計畫（未來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一）就成長管理計畫，本案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摘要

如下： 

1.就二級產業用地：為因應未來發展需求，本計畫

草案新增二級產業用地面積約 395.46公頃，考量

該等新增用地所需水、電資源供應情形及廢棄物

處理能力尚能滿足該發展需求，建議予以同意。 

2.住商、三級產業用地：因臺中市政府評估本階段

尚無新增需求，本案專案小組會議審查建議於本

計畫草案敘明將於下次通盤檢討或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時再予指明。 

3.就未來發展地區（4,878.37 公頃）：請該府將本

次補充之執行機制(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

之 3 之原則)納入計畫草案，期限並應配合通案性

原則調整為「該計畫公告實施後 5 年內」，以利後

續執行。 

4.就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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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8.74公頃，建議予以同意。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檢討後，除將二級產業用地面積（由

395公頃調整為 682公頃），並增加未來發展地區（面

積 1,557 公頃）及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面積

103 公頃）。考量新增二級產業用地係配合通案性處



14 

理原則修正，將目前依據臺中市區域計畫指認，目

前審議中之「神岡都市計畫周邊產業園區」等三案

補充納入總量，尚無涉及實質計畫內容調整，無須

再提會討論外，就未來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調整內容，請臺中市政府就下列事項補充

說明： 

1.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1)本次調整「太平坪林」、「新庄子、蔗廍」之理

由、區位、範圍及面積。 

(2)新增「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臺中國際

機場門戶及周邊產專區整體開發）」之理由、

區位、範圍、面積，及是否符合全國國土計畫

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

之 3劃設條件情形及臺中市整體空間發展構想

情形。 

2.未來發展地區： 

本次修正後未來發展地區面積新增 1,557 公

頃，調整範圍包含產業加值創新走廊減少 54 公

頃（調整後面積 2,213公頃）、產業科技走廊擴

大 1,572 公頃（調整後面積 4,183 公頃），另新

增朝陽地區約 39公頃，請臺中市政府就下列事

項補充說明： 

(1)本次修正理由，及修正後未來發展地區之發展

機能、類別、分布區位、範圍及面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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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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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來發展地區未來執行機制，即後續調整為城

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之原則及期限。 

問題二：未登記工廠（清理及輔導）計畫 

（一）依據本案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略以：「1.請臺中市

政府將未登記工廠清查進度與結果（包含分布區位

及範圍）補充納入本計畫草案，且除本次所提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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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訂烏日溪南產業發展特

定區計畫等 3 案外，並提出後續將以『都市計畫農

業區：大里、太平、烏日、霧峰；豐原、潭子、大

雅、神岡』、『經濟部公告特定區』及『產業主管機

關建議劃設輔導未登記工廠優先輔導範圍（烏日溪

南周邊地區、臺中港農業區）』為輔導區位，建議予

以同意。2.惟就既有未登記工廠家數、輔導合法所

需使用面積等基礎資料，請臺中市政府再予釐清，

提大會說明確認後納入計畫草案。」 

（二）請臺中市政府依據前開意見，補充說明既有未登記

工廠家數、輔導合法所需使用面積等具體內容。 

請臺中市政府依據上開問題予以說明回應（以上時間為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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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南投縣國土計畫（草案）應提報大會審議事項 

問題一：成長管理計畫(新增城鄉發展用地總量、未來發展

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 

（一）就成長管理計畫，本案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摘要

如下： 

1.為因應發展需求，南投縣政府就後續所需「新增」

之住商用地為 475 公頃；惟考量既有都市計畫及

非都市土地之可提供居住用地，可容納人口數為

121 萬人，遠超過計畫人口發展需求，建議仍應

再予評估前開住商用地規模之必要性。 

2.就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僅提出新訂中興交流道特

定區計畫，面積計 582公頃(其中新增住商用地為

100 公頃、產業用地 46 公頃)，建議予以同意；

惟因該案計畫範圍除前開住商及產業用地外，其

餘範圍規劃構想及推動策略尚不明確，請南投縣

政府再予補充，並評估修正該案計畫範圍。 

（二）請南投縣政府依據前開意見，補充說明下列事項： 

1.就「新增」之住商用地為 475 公頃：既有住商用

地（包含非都市土地甲、乙、丙種建築用地、都

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面積及發展率，並說明

該 475 公頃推估方式、個別鄉鎮具體需求情形、

未來提供方式(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或其他適當

方式)、控管機制。 

2.就新訂中興交流道特定區計畫：住商、產業用地

之需求情形、該特定區計畫規劃構想及推動策略、

後續是否採分期分區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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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本次南投縣政府新增「車埕遊憩區」為未來發展

地區，請說明下列事項，並請交通部觀光局表示意

見： 

1.本次新增原因，及未來發展地區之發展機能、類

別、分布區位、範圍及面積。 

2.檢視其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

及南投縣整體空間發展構想情形。 

3.未來發展地區未來執行機制，即後續調整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 之原則及期限。 

問題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 

（一）就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臺大實驗林範圍(國土保育地

區第 2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重疊範圍： 

1.本案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略以：「就臺大實驗林

範圍(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重疊範圍，將水里鄉、信義鄉、鹿谷鄉內屬從

事農作之土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建議

仍應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指導，爰應劃設為國土保

育地區第2類；惟基於兼顧國土保育及農業發展，

建議南投縣政府再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教育部、

臺大實驗林管理處等有關機關單位研商，並於本

計畫草案納入該等地區後續得於第三階段國土功

能分區圖繪製階段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之

彈性機制。」 

2.另針對臺大實驗林土地範圍配套擬訂農業設施相

關使用部分，案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109 年 6

月 8 日函復意見略以（如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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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森林法第 6條第 2項規定，經編為林業用地

之土地，不得供其他用地之使用；臺大實驗林

管理處放租之林業用地亦受森林法規範，合法

契約林農應從事相關林業經營及使用。本案倘

經上述機關釐清並因地制宜劃入農業發展地

區第 3類，惟其範圍仍屬林地性質，爰臺大實

驗林現況作農業使用而未符合林業經營方式

者，應無法因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而得認

屬合法使用。 

(2)農產品批發市場係屬公用事業，擔負供應民生

果菜消費需求，針對臺大實驗林範圍不允許申

請農產品批發市場一節，宜請南投縣政府釐清

該實驗林範圍內是否有既存之農產品批發市

場。倘有，始需考量保障其繼續使用，或由地

方主管機關輔導其遷建，以維護農民及消費者

權益。 

3.經查本次修正後計畫草案仍將臺大實驗林範圍國

土保育地區第 2 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重疊範

圍，屬農牧用地部分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

爰請南投縣政府及有關機關就下列事項予以說

明： 

(1)就本次將臺大實驗林範圍內農牧用地調整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其符合重疊分區處理原

則情形？又本次劃設方式是否與臺大實驗林

範圍管理機關達成共識，請南投縣政府說明。 

(2)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教育部及國立臺灣大學

就該劃設方式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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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土地使用管制： 

本計畫草案就「縣級風景區」及「莫拉克風災

核准之土石堆置場」另訂土地使用管制原則，請南

投縣政府依據通案性審查原則，說明符合下列項目

情形： 

1.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2.符合部門政策方向及具體需求。 

3.明訂適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空間區位條件。 

4.明訂相關審查程序。 

5.明訂相關配套措施。 

問題三：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一）於本案專案小組會議討論後，收獲人民陳情案件計

1 案。 
 

編號 陳情事項 

1 本人埔里鎮鯉魚潭段 643-1等 5筆農牧用地級 3筆丙種建築用地南

邊 1/3土地被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而毗鄰土地較為陡峭卻

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為此提出異議，請調整為合理之

國土功能分區。 

（二）請南投縣政府說明回應處理情形。 

請南投縣政府依據上開問題予以說明回應（以上時間為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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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彰化縣國土計畫（草案）應提報大會審議事項 

問題一：計畫人口及人口分派 

（一）依本案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略以：「考量本計畫（草

案）所提計畫人口總量（127萬人），經水資源供需

及廢棄物處理容受力分析後，考量水資源需求尚有

待釐清，請併同其他用水（工業用水及農業用水等）

評估，俾確保當地用水無虞，故就該計畫人口應再

予評估，……」，又針對人口分派方式，經專案小組

會議審查建議：「……計畫人口以分派於都市計畫為

主（較現況新增 20 萬人），惟仍請再予考量既有都

市計畫之計畫人口達成率、人口社會遷移情形、評

估住宅區及商業區可容納人口數後，再酌予調整分

派比例，……」。 

（二）請彰化縣政府補充說明全縣現況人口、都市計畫人

口佔全縣人口比例？未來計畫人口是否調整？又其

分派於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情形、理由，及其合

理性及必要性，並說明相關配套措施。 

問題二：成長管理計畫（新增城鄉發展用地總量、未來發

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未登記工廠） 

（一）就新增城鄉發展用地總量： 

1.依本案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略以：「計畫草案新

增住商用地 853 公頃、二級產業用地面積約 747

公頃，考量水、電資源供應情形尚能滿足該發展

需求，建議予以同意；至新增其他用地 10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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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並未明確，亦未有環境容受力分析，故請彰

化縣政府再予補充。」 

2.經查本次草案彰化縣政府因調整計畫人口分派比

例新增「住商用地」面積 166公頃。另就新增「其

他用地」，彰化縣考量目前尚無實際區位需求及總

量推估，故予以刪除。請彰化縣政府補充說明城

鄉發展總量新增「住商用地」推估方式，又該面

積規模之必要性。 

（二）就中長期所需之未來發展地區： 

1.本計畫草案提報專案小組會議時劃設 27 處未來

發展地區，審查意見摘要如下： 

(1)是否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

則、彰化縣整體空間發展構想情形及未登記工

廠輔導合法政策方向，請彰化縣政府再逐一檢

視及補充說明。 

(2)另就二林中科特定區計畫，面積高達 1,600公

頃，且除產業用地外，並將新增住商用地，請

就該案發展定位、發展機能、範圍必要性等再

予評估；並請科技部協助確認是否符合全國國

土計畫科學園區新增總量上限 1,000 公頃，及

該部科技發展政策。 

(3)就新增住商用地者，因本計畫草案係以全縣整

體性觀點論述，且因既有都市計畫之人口發展

率未達 70%，並未就個別案件是否具有需求加

以說明，建議再予補充。 

2.本計畫草案由 27 處未來發展地區調整為 18 處，

請彰化縣政府就下列事項予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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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逐案補充說明該 18 處未來發展地區： 

○1E

A發展機能、類別、分布區位、範圍及面積。 

A○2E

A逐一檢視其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

長區位原則及彰化縣整體空間發展構想情

形；屬住商用地者，並請說明當地都市計畫

住商用地發展率。 

A○3E

A未來發展地區未來執行機制，即後續調整為

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之原則及期限。 

(2)另就二林中科特定區，請補充說明中科二林園

區目前進駐率及二林精密機械產業園區開發

期程之具體規劃。 

（三）就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 

1.本計畫草案提報專案小組會議時劃設 5 處城鄉發

展地區第 2 類之 3，屬產業園區者 4 處，本案專

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摘要如下： 

(1)就彰化水五金田園生產聚落特定區，建議予以

同意。 

(2)就打鐵厝（北側）產業園區、打鐵厝（南側）

產業園區：考量其區位並非屬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之工業區之擴大，爰請彰化縣政府再予補

充其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

則情形。 

(3)就二林精密機械產業園區：考量該案區位尚符

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惟因

其新增產業用地面積為 212.26 公頃，建議再

予評估實際需求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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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彰化縣政府及有關意見就下列事項予以回應說

明： 

(1)本次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修正情形，及二

林精密機械產業園區是否有分期分區推動構

想，請彰化縣政府說明。 

(2)經濟部就打鐵厝（北側）產業園區，協助說明

產業政策，及本計畫草案是否符合該部政策方

向。 

（四）就未登記工廠（清理及輔導）計畫： 

1.本案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摘要如下： 

(1)就輔導未登記工廠面積家數、總量，再予釐

清。 

(2)本次所提 7處群聚未登記工廠輔導區位，原則

予以同意，惟考量輔導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合

法為當前重要政策，請評估優先推動該 7 案，

改劃設為城 2-3；後續並請彰化縣政府配合未

登記工廠清查結果，將未登記工廠群聚範圍劃

設為未來發展地區，以利後續進行整體規劃構

想及研擬輔導措施。 

2.請彰化縣政府依據前開意見，回應說明本次未來

發展地區修正情形，並請經濟部協助說明本計畫

草案是否符合該部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政策方

向。 

問題三：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一）本計畫草案原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屬參山國

家風景區─八卦山風景區範圍）及臺 17線以西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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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優先發展區位，研訂特定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案經本案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提出相關建議後，彰化

縣政府配合檢討修正，保留「臺 17 線以西為再生能

源優先發展區位」相關內容。 

（二）請彰化縣政府依下列各點回應說明： 

1.本案專案小組建議事項處理情形及因地制宜土地

使用管制原則內容。 

2.依據通案性審查原則，說明符合下列項目情形，

並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經濟部（能源局）協助

說明是否符合政策方向： 

(1)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2)符合部門政策方向及具體需求。 

(3)明訂適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空間區位條

件。 

(4)明訂相關審查程序。 

(5)明訂相關配套措施。 

問題四：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一）就打鐵厝南、北兩側工業區部分，經本案專案小組

會議討論後建議：「經彰化縣政府補充說明，南側工

業區不再推動；至於北側工業區，考量當地發展需

求，仍有繼續推動之必要性，後續並將朝低污染、

環境友善等方向規劃，請彰化縣政府仍應提出書面

回應處理情形，妥予回復陳情人，並提大會討論確

認」請補說說明處理情形。 

（二）於本案專案小組會議討論後，收獲人民陳情案件計

3 案，請彰化縣政府說明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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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事項 

1 (1)有關彰化縣政府刻正辦理「擬定擴大彰化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案」

業於98 年6 月15 日經鈞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248 次會議同意以

擴大都市計畫辦理，其同意之計畫範圍為 1026.5 公頃，並分 2 期

開發（一期為 596 公頃；二期為 430.5 公頃），合先陳明。 

(2)惟依彰化縣政府 109 年 3 月 24 日函報鈞部審議「彰化縣國土計

畫」之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示意圖，將「擬定擴大彰化市都

市計畫主要計畫案」之第一期開發區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

三，第二期開發區部分劃為農業發展區第二類、部分劃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一類。考量本市既有彰化市都市計畫之都市發展用地及計畫

人口已逾 8成，且該擴大都市計畫後續亦有行政院核定之前瞻基礎

建設計劃(軌道建設-台中捷運綠線延伸彰化)、彰化市鐵路高架計

畫，與經貿會展產業發展等重大建設投資，故建議第二期開發區（含

東側及西側）之國土功能分區應與第一期開發區一致，劃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以符鈞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決議及本市未來發展

需要 （后附上開相關計畫示意圖資供參）。 

2 (1)依據 95 年 5 月變更芬園鄉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本鄉都

市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使用現況面積住宅區使用率為 80.70%、商

業區使用率為 92.10%，符合成長區位情形既有都市計畫之住宅或

商業區發展率達 80%，都市計畫農業區建請納為國土計畫「城鄉發

展地區」。 

(2)國道 3 號草屯交流道（位置草屯及芬園交界）、省道縣芬路台 14

丁，大眾運輸場站周邊一定距離範圍納為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

區」。 

(3)芬園鄉總面積為 3,802 公頃，地質災害區佔總面積 58.53%，請併

予考量未來遷居用地及產業發展需求，非都市計畫地區請納入國土

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考量。 

(4)自來水接管率未普及、天然氣管線佈線未接管至芬園鄉，公共事業

基礎建設落後區，請輔導台灣自來水公司天然氣業者建置設施工

程。 

3 建議將不適合農業發展之鹿港鹽埕段、東石段等配合彰濱鹿港工業區

之快速發展，編訂為城鄉發展區。 

請彰化縣政府分別依據上開問題予以說明回應（以上

時間為 10分鐘）。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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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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小組會議紀錄會議決議及作業單位查核意見對照表 

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一、議題一：計畫人口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一）考量本計畫（草案）所提

計畫人口 300 萬人，水資

源供應及廢棄物處理能力

尚能滿足該發展需求，故

建議予以同意；惟後續請

併同其他用水（工業用水

及農業用水等）評估，俾

確保當地用水無虞。 

1.本案依自來水供水量評估水資

源供給尚能滿足目標年人口之

生活用水需求。另工業用水經

推估本市供水無虞，詳計畫書

P2-31，惟配合 109 年 4 月 29

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

劃作業第 46次研商會議，後續

將依據水利署提供用水參數配

合更新檢討。 

2.臺中市農業用水來源包含河

川、水庫與地下水。臺中農田

水利會以河川用水為灌溉用

水，其來源為大安溪、大甲溪

與烏溪，提供用水量每年約

13.63 億噸；鯉魚潭水庫與石岡

壩供農業用水每年約 2.72 億

噸；另非位於灌溉區者則依水

利法規定取得水權供農業用水

之水井共計 508 口，每年可供

0.84億噸。 

3.因本市農業用水水源為河川引

水，農業用水主要易受下述二

項因素影響： 

(1)氣候變遷致降雨型態改變、

河川水量不穩。 

(2)生活、工業用水短缺期間調

度農業用水。 

4.為確保農業用水無虞，臺灣中

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

(核定本)(105年 3月)制訂各項

農業節水措施如下，另行政院

農委會補助本府農業主管機關

建 議 同 意

確認。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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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辦理「配合國土計畫推動農地

資源空間規劃計畫」，案內也

提出農產業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與行動計畫(如農作調整、強化

蓄水設施等)： 

(1)加強農田水利建設及農業節

水技術。 

(2)提升農業灌溉管理自動化及

資訊化。 

(3)灌區多元化水源聯合運用。 

(4)建立合理水資源調用補償機

制。 

（二）惟考量既有都市計畫之計

畫人口計為 308.96萬人、

人口達成率未達 80％，本

次臺中市政府表示刻辦理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專案通

盤檢討，下修後計畫人口

將調整為 286.84萬人，後

續並將持續依據本計畫分

派量（242 萬人）進行檢討

調整，該方式建議予以同

意，並請配合納入計畫草

案敘明。 

本府刻正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規劃案」業

已針對各都市計畫區計畫人口進

行檢討及調整，下修後計畫人口

加總為 286.84萬人。後續各都計

區之計畫人口應參酌本計畫之總

量分派結果及各計畫區實際發展

需求酌予核實檢討。已補充納

入，詳草案 P2-25頁。 

建 議 同 意

確認。 

（三）此外，考量本計畫草案指

明水岸花都策略區（后

里、豐原、潭子、大雅、

神岡）後續住商用地有不

足情形，本次補充後續將

透過都市計畫農業區檢討

變更提供住宅用地、公共

設施專案通盤檢討釋出住

商用地，及辦理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等方式因應處

理，並配合將潭子列為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優先規

1.因未來引入重大建設包括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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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計畫將衍伸居住人口，故

「水岸花都策略區(后里、豐

原、潭子、大雅、神岡)」尚有

新增居住用地之需求，未來可

透過農業區檢討提供住宅用

地，以及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

討解編公設用地，釋出住、商

用地，並透過未來鄉村地區整

建 議 同 意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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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劃地區，前開策略建議予

以同意，請臺中市政府配

合納入計畫草案敘明。 

體規劃，以逐步補足住商使用

需求，詳草案 P2-26 頁、規劃

技術報告 P3-1-8頁。 

2.考量潭子區區公所所在地位於

非都市土地，為引導區公所周

邊土地能有秩序發展及有效利

用並帶動人口發展，本計畫將

區公所位於非都市土地納入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在地性指標之

一，相關內容業已補充納入，

詳草案 P3-22至 3-25頁。 

（四）惟考量水岸花都策略區（后

里、豐原、潭子、大雅、

神岡）現況人口多於都市

計畫人口，本次再提高分

派人口應有相關論述，補

充人口吸引策略（例如產

業發展政策等）；後續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並請配合人

口佈局及當地農業發展定

位進行規劃；另針對雙港

門戶策略區（大肚、清水、

沙鹿、梧棲、龍井）之可

容納人口有供過於求情

形，請臺中市政府再予補

充相關因應策略。 

1.為均衡區域發展、縮減城鄉差

距，本計畫以 3 大核心 6 大策

略區建立都市階層、重塑空間

發展秩序，配合前述 3 大都市

發展核心(各區應達 50 萬人口

規模)，並參考住宅及人口發展

現況等，進行總體人口分派，

使建設與資源作最有效利用，

並引導各區人口合理分佈。 

2.水岸花都策略區（后里、豐原、

潭子、大雅、神岡）屬本計畫

空間整體發展構想指認之山城

核心，因未來引入重大建設包

括擴大后里主要計畫(后里車

站東側地區)、擴大后里主要計

畫(森林園區)、潭子聚興產業

園區、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

區、擴大神岡都市計畫及新訂

臺中國際機場發展計畫，將衍

伸居住人口，故「水岸花都策

略區」尚有新增居住用地之需

求，未來可透過農業區檢討提

供住宅用地、公設專檢解編公

設用地、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以及透過都市更新、推動

建 議 同 意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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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及興辦

社會住宅等方式，釋出住、商

用地。業已補充納入，詳草案

P2-25~2-26頁。 

3.雙港門戶策略區，將因應本市

重大建設(包括:捷運藍線、綠

線、山海環線、以及臺中國際

機場門戶計畫、高美濕地景觀

觀光工程、海洋生態館等建設

計畫)持續引進居住人口。另

「新庄子、蔗廍」既有鄉村區

建地人口密集，現況人口約有

30,977 人，後續採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方式開發，將額外引

入相當人口量，業已補充納

入，詳草案 P2-25~2-26頁。 

4.依據 107年 7月 12日召開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

第 5 次研商會議，將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分為三個階段，有關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地區之人口

佈局、當地農業發展定位等相

關內容，係為下階段之待辦事

項，爰此本計畫僅指認優先辦

理整體規劃地區，相關內容已

納入草案與規劃技術報告補

充。 

二、議題二：空間發展、成長管理與未登記工廠管理計畫 

（一）本計畫草案提出臺中市以

「生活、生產、生態、生

機」四生一體之城市目

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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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內容業已配合修正於草案與

規劃技術報告內文。 

建 議 同 意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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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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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該空間發

展策略係地方空間政策方

向，故建議予以同意；惟

涉及交通運輸部門空間發

展計畫內容，及與鄰近縣

市之區域性運輸規劃構

想，建議參考交通部意見

修正。 

（二）就新增城鄉發展總量： 

1.為因應未來發展需求，本計

畫草案新增二級產業用地面

積約 395.46公頃，考量該等

新增用地所需水、電資源供

應情形及廢棄物處理能力尚

能滿足該發展需求，建議予

以同意。 

敬悉。 建 議 同 意

確認。 

2.至於住商、三級產業用地新

增用地面積，臺中市政府評

估本階段尚無新增需求，建

議於本計畫草案敘明將於下

次通盤檢討或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時再予指明，屆時並應

評估水資源及廢棄物處理能

力等，俾確保其發展總量符

合當地環境容受力。 

於本計畫草案業配合敘明於下次

通盤檢討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時

再予指明住商、三級產業用地新

增用地面積，且屆時一併評估水

資源及廢棄物處理能力等，俾確

保其發展總量符合當地環境容受

力，詳草案 8-5頁。 

建 議 同 意

確認。 

（三）就本次劃設之未來發展地

區： 

1.就未來發展地區（4878.37

公頃）之分布區位，本次會

議修正為「臺中國際機場周

邊地區（位於科技產業走

廊）」及「烏日、霧峰、大里、

太平周邊地區（位於產業加

本計畫業指認臺中國際機場周邊

地區（位於科技產業走廊）、烏

日、霧峰、大里、太平周邊地區

（位於產業加值創新走廊）為未

來發展地區，依據「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45次研

商會議」會議結論，若在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5 年

就 未 來 發

展地區，考

量 與 本 案

專 案 小 組

會 議 審 查

意 見 不

同，擬提大

會討論，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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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值創新走廊）」，尚符合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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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予以同意，請該

府將本次補充之執行機制

(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之原則)納入計畫草

案，期限並應配合通案性原

則調整為「該計畫公告實施

後 5 年內」，以利後續執行。 

內，符合以下條件者，則得檢討

變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

三： 

1.同類型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之三，均經提出申請新訂或擴

大都市計畫或使用許可。 

2.應符合整體空間發展計畫及部

門空間發展計畫，並應經中央

或直轄市、縣(市)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符合政策方向。 

爰將上述條件納入計畫書補充，

以利後續執行，詳草案 P3-27 頁。 

如 議 題 二

問題一。 

2.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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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屬於重大建設計畫者：計 4

案（共 507.43 公頃），考

量擴大后里主要計畫(后

里車站東側地區)、擴大后

里主要計畫(森林園區)、

新訂臺中國際機場發展計

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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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處之區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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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予以同意，惟應於本部核

定前，取得核定為重大建

設計畫之相關證明文件，

否則應改劃設為未來發展

地區。 

本計畫指認四處重大建設型城鄉

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其中三處

業取得重大建設認定函： 

1.擴大后里主要計畫(后里車站

東側地區)：本案於 107年 1月

19 日公告實施之臺中市區域計

畫中，指認為重大建設型新訂

或擴大都市計畫區。 

2.擴大后里主要計畫 (森林園

區)：行政院業列入國家重大建

設計畫，103.11.27院臺農字第

1030070625號函。 

3.擬定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

畫(原擴大大里)主要計畫：行

政院業列入國家重大建設計

畫 ， 107.8.17 院 臺 建 字 第

1070091012號函)。 

本府將儘速取得新訂臺中國際機

場發展計畫之重大建設認定函，

並納入計畫書中補充說明。 

就城 2-3，

考 量 與 本

案 專 案 小

組 會 議 審

查 意 見 不

同，擬提大

會討論，詳

如 議 題 二

問題一。 

(2)屬於住商使用者：計有 2案

（共 449.80 公頃），太平

坪林（位屬太平區）及新

敬悉。 建 議 同 意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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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庄子、蔗廍地區（位屬大

肚區及龍井區）等 2 案非

屬新增住商用地，而係針

對既有發展密集聚落，提

升當地居住與環境品質

者，建議予以同意。 
(3)屬於產業發展使用者：計有

4案（面積 860.98公頃） 

A.擴大神岡都市計畫：該案係

屬 107年 1月 19日公告實

施「臺中市區域計畫」指

認之產業型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範圍，又再經檢視

其區位，尚符合全國國土

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

則及臺中市整體空間發展

構想，屬群聚未登記工廠

輔導區位，未涉及前開新

增產業用地發展總量規

範，故建議予以同意。 

B.經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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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計畫及新訂烏日溪南產

業發展特定區計畫等 3

案，前 2 案係屬 107 年 1

月 19日公告實施「臺中市

區域計畫」指認之輔導未

登記工廠區位，後 1 案則

係經本部 96 年 6 月 29 日

台內營字第 0960804052號

函同意新訂都市計畫案

件，考量該 3 案座落區位

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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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敬悉。 建 議 同 意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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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均屬群聚未登記工廠，未

涉及前開新增產業用地發

展總量規範，故建議予以

同意。 
(4)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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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範圍內涉

及環境敏感地區部分，臺

中市政府補充該等範圍係

因區位不可避免而有納入

必要，本次並補充納入該

等地區涉及國土保育地區

第 1類或現行區域計畫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者，「後續

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時，應劃設為保護、保育

類型或維持原來之使用相

關分區或用地」等土地使

用規劃指導原則，前開原

則建議予以同意；此外，

就位屬計畫邊界者，請評

估剔除計畫範圍外，前開

方式請配合納入計畫草案

敘明。 

1.擴大神岡都市計畫北側，原涉

及保安林、森林區部分，本計

畫已部分剔除，惟尚有一處考

量範圍完整性仍有零星第 1 級

環境敏感地區(保安林)無法避

免，爰予以保留。 

2.承上，後續辦理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應劃設為保護、保育

類型或維持原來之使用等相關

分區及用地；另新訂臺中國際

機場發展計畫涉及山坡地範

圍，應依山坡地相關管制規定

辦理。業納入計畫書補充說

明，詳草案 P3-29頁。 

就城 2-3，

考 量 與 本

案 專 案 小

組 會 議 審

查 意 見 不

同，擬提大

會討論，詳

如 議 題 二

問題一。 

（四）有關未登記工廠（清理及

輔導）計畫 1節： 

1.請臺中市政府將未登記工廠

清查進度與結果（包含分布

區位及範圍）補充納入本計

畫草案，且除本次所提擴大

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

(大里夏田產業園區)、新訂

大里塗城都市計畫及新訂烏

日溪南產業發展特定區計畫

敬悉。 

1.臺中市轄區內未登記工廠約計

18,000 家，主要群聚於豐原

區、神岡區、潭子區、大雅區、

大里區、太平區、烏日區等，

合計面積約 4,449公頃。 

2.依據本府經濟發展局辦理之

「臺中市合法工廠及未登記工

廠專案輔導計畫」，截至民國

108 年 10 月底已完成 8,640 家

建 議 同 意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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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等 3 案外，並提出後續將以

「都市計畫農業區：大里、

太平、烏日、霧峰；豐原、

潭子、大雅、神岡」、「經濟

部公告特定區」及「產業主

管機關建議劃設輔導未登記

工廠優先輔導範圍（烏日溪

南周邊地區、台中港農業

區）」為輔導區位，建議予以

同意。 

之未登記工廠清查。爰此，本

計畫區配合中央及本府輔導未

登記工廠政策外，並依循產業

用地短、中長期空間發展計

畫，以吸納相關低汙染與策略

性產業進駐集中管理，以達

農、工分離。業於計畫書說明，

詳草案 P3-32頁。 

2.惟就既有未登記工廠家數、

輔導合法所需使用面積等基

礎資料，請臺中市政府再予

釐清，提大會說明確認後納

入計畫草案。 

臺中市未登記工廠共計約 18,000

家，為有效輔導未登記工廠，除

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輔導零星

工廠合法化之外，針對群聚範圍

規劃產業園區，建議優先處理全

市約 55%之未登工廠能輔導遷移

至產業園區及既有工業用地，並

參考臺中市區域計畫至 115 年輔

導未登記工廠每家佔地約 0.19公

頃計算，爰本計畫推估輔導未登

記工廠所需產業用地面積約

1,881公頃，扣除既有閒置或低度

利用都市計畫工業區及開發中產

業園區可供輔導未登記工廠部分

約 610.09公頃，臺中市仍需新增

約 1,270.91公頃之輔導未登記工

廠產業用地面積，本計畫後續將

以「都市計畫農業區：大里、太

平、烏日、霧峰；豐原、潭子、

大雅、神岡」、「經濟部公告特定

區」及「產業主管機關建議劃設

輔導未登記工廠優先輔導範圍

（烏日溪南周邊地區、台中港農

業區）」為輔導區位，供給面積

1211.91公頃。 

考 量 該 問

題 經 本 案

專 案 小 組

會 議 審 查

建 議 再 提

大 會 說

明，爰配合

再 予 提

會，詳如議

題 二 問 題

二。 

3.另請臺中市政府研擬土地使 1.臺中市輔導未登記工廠策略包 建 議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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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用管制精進措施，俾強化土

地使用管制，減少土地違規

使用情形。 

含新建未登記工廠即時拆除、

高污染產業未登記工廠優先遷

移、低污染未登記工廠輔導、

未登記工廠申購政府開發之產

業用地搬遷後管制等，並配合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除屬該

法第 28-5條認定不得申請納管

區位者，其餘應於修法施行後 2

年內申請納管，10 年內取得特

定工廠登記，20 年內完成用地

合法化程序。未取得特定工廠

登記者，應依國土計畫法、都

市計畫法、建築法土地及建管

等相關規定裁罰。 

2.臺中市國土計畫後續將針對未

登記工廠群聚地區或個別合法

化地區滾動式納入檢討，分別

透過第三階段「臺中市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用地劃設作業」

或臺中市國土計畫每 5 年一次

之通盤檢討辦理。 

確認。 

三、議題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一）本計畫（草案）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成果，考量尚符

合全國國土計畫規定之劃

設條件及順序，建議予以

同意。惟就同時符合國保 2

及農 3 劃設條件之土地，

請再予檢視是否符合 108

年 7月 10日本部營建署召

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

第 4 次研商會議決議；另

就都市計畫農業區，請再

評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 5 類，並參照通案性處

理原則，於本計畫草案補

1.依據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次研商會議決議(略以)：「...

國保 2、農 3競合情形尚未違反

地質法、自來水法及水土保持

法規定，並尊重直轄市、縣(市)

政府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方

式，...故國保 2與農 3重疊範

圍，且屬聚集達依定規模以上

者，得劃設為農 3...。」經查

本計畫劃設方式符合上開決

議。 

2.本計畫草案業補充納入城鄉發

展地區第 1 類範圍內之都市計

畫農業區後續得於第三階段調

建 議 同 意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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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充納入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範圍內之都市計畫農業

區後續得於第三階段調整

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之

彈性機制。 

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之彈

性機制，詳草案 6-16頁。 

（二）就本計畫草案所訂「大安

溪、大甲溪及烏溪河川流

域」及「海岸地區」相關

規定，經臺中市政府釐清

係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

則，本次並未有訂定因地

制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

需求，考量此為該府政

策，建議予以同意，請臺

中市政府配合修正相關計

畫草案；惟針對交通部觀

光局建議國保 2、農 2、農

3 容許觀光發展相關設

施，且毋需經臺中市政府

審查同意，請交通部觀光

局再洽臺中市政府，俾該

府評估訂定因地制宜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 

將函詢交通部觀光局釐清國 2、農

2、農 3容許觀光發展相關設施，

就本市國土計畫或中央訂定「國

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

案)需協處事項後，再予納入檢

討。 

建 議 同 意

確認。 

四、其他 

（一）請臺中市政府依上述審查

意見與本次會議與會委

員、民間團體及機關單位

所提意見（詳如附件）修

正本計畫草案，並於文到

14 日內檢送審查意見處理

情形對照表及修正後計畫

草案內容到本部營建署，

並請作業單位查核確認

後，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

會大會審議。 

遵照辦理。 建 議 同 意

確認。 

（二）另本部國土計畫審議目前 遵照辦理。 建 議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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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陸續審議 18個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草案，逐漸

形成通案性處理原則及作

法，於本部核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前，除請

作業單位配合整理，並適

時提供直轄市、縣(市)政

府參考外，請臺中市政府

務必配合滾動修正本計畫

草案相關內容，俾計畫內

容更臻完備。 

確認。 

（三）惟考量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新增產業用地之

水、電資源，涉及國家整

體資源調配，仍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經濟部)提供

意見，俾供臺中市政府納

入規劃考量。又因產業用

地總量涉及全國國土計畫

新增產業用地總量分派，

應與其他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劃設情形併同

檢視是否超過前開總量規

範，故後續俟其他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提本

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

組會議討論後，請作業單

位評估本計畫草案尚符合

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再提

大會討論確認。 

敬悉。 建 議 同 意

確認。 

（四）就社會住宅部分，請臺中

市政府配合中央住宅主管

機關政策及計畫，補充納

入相關計畫內容。 

本市社會住宅推動係 3C 共好聚

落，包含社會住宅 109年完工 891

戶、包租代管每年 1600戶、租金

補貼每年 10000 戶，預計 109 年

起，每年約可照顧 1.2 萬戶家庭，

相關住宅政策及計畫，詳草案

建 議 同 意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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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5-2~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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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南投縣國土計畫草案」第 1 次

專案小組會議紀錄會議決議及作業單位查核意見對照表 

決議事項 南投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

單位 

查核

意見 

一、議題一：計畫人口及因應發展策略 

(一)本計畫草案提及南投

縣近年人口雖呈現略

為衰退之趨勢，惟因

縣內重大建設發展動

能及觀光旅遊衍生服

務人口，研訂計畫人

口為 52萬人，經評估

水資源供應及廢棄物

處理能力尚能符合該

等發展需求，故建議

予以同意。 
 

─ 建 議

同 意

確

認。 

(二)就人口分派方式，未

來都市計畫將分派約

36萬人、非都市土地

則約 16萬人，惟因當

地既有都市計畫人口

僅約 28萬人，達成率

僅約 39%，且近年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專案

通盤檢討大多將計畫

人口下修，故建議再

予調整都市計畫及非

都市土地人口分派比

例，並就都市計畫及

非都土地分別補充因

應策略。 
 

1.就目前南投縣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地區現況

人口占比約 28 萬人(56%)及 22 萬人

(44%)。配合本計畫空間發展軸帶定位，對

於未來發展需求地區之新增住商用地規

劃，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地區人口比例將朝

向 60%及 40%作為本計畫人口分派發展目

標。後續於各都市計畫通盤檢，以及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時，將參酌本計畫訂定之總

量，以及個別發展需求再行檢核調整計畫

人口。  

2.本計畫未來發展需求地區，為主要人口增

量分布地區，將提供安適的居住環境為目

標。而既有鄉村地區人口將不進行人口增

量分派。並配合未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針對既有鄉村地區人口密集區、缺少公共

設施或位於災害潛勢地區，適度擴大鄉村

區範圍，規劃適當的公共設施以提升鄉村

地區生活品質。  

建 議

同 意

確

認。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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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南投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

單位 

查核

意見 

二、議題二：有關空間發展、成長管理與未登記工廠管理計畫 

(一)依本計畫草案定位，

考量與周邊縣市生活

圈共同發展，以達「連

結區域」、「提昇在

地」，進而擘劃 3大空

間軸帶，且用 3 大區

域明確將該縣土地依

資源及環境特性予以

劃分，亦尚符合後續

整體發展需求，建議

予以同意。 
 

─ 建 議

同 意

確

認。 

(二)為因應發展需求，南投

縣政府就後續所需「新

增」之住商用地為 475

公頃、二級產業用地為

351公頃、觀光用地 515

公頃及其他公共設施用

地 80公頃，經考量水電

資源供需情形及廢棄物

處理能力，尚能滿足前

開發展需求，建議予以

同意；惟考量既有都市

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之可

提供居住用地，可容納

人口數為 121 萬人，遠

超過計畫人口發展需

求，建議仍應再予評估

前開住商用地規模之必

要性。 

1.有關現有居住用地容納人口數，乃以法

定容積樓地板面積進行推估，依主計處

106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南投縣平均

每人居住面積調整為 65平方公尺，可容

納人口數由 121 萬人調整為 105 萬人。

雖超過計畫人口量，但亦須配合地區建

築使用特性及住商空間開闢率及供水容

受力整體來看，考量本縣住宅屋齡偏

高，又本縣未來亦有多項新增工業區、

觀光產業開發建設將引入就業與居住人

口，故後續得依各部門需求適度新增住

宅用地。 

2.而本計畫之新增住商用地，在維持 52萬

計畫人口良好生活品質的前提下，維持

第一軸帶花園城市優質生活及支援產業

發展的居住，以及第二軸帶樂活城市觀

光發展需求。中興交流道特定區計畫已

規劃 100 公頃住商用地面積，未來發展

地區預留 40%約 280 公頃的住商用地，

加上產業(含觀光)用地預留 10%約 95公

頃的住商用地，以 475 公頃的住宅用地

總量進行管控，朝花園城市中低密度的

發展方向。  
 

依 據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提

大 會

討

論，詳

議 題

三 問

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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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南投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

單位 

查核

意見 

(三)反映於空間區位上，就

本計畫草案所提「未來

發展地區」，建議如下： 

1.就中長期發展所需之

未來發展地區（包含草

屯新增工業區、竹山新

增工業區、名間新增工

業區、福興農場擴建、

北港溪溫泉區、擴大埔

里、新訂信義及擴大魚

池都市計畫、大型醫院

及綠能永續中心等 10

處），尚符合南投縣整

體空間發展構想，經檢

視本計畫草案所列未

來發展地區劃設條件

與全國國土計畫之城

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

略有不同，請南投縣政

府再詳予檢視其符合

情形及修正各該範

圍；並參考本部營建署

109 年 3 月 18 日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第

45 次研商會議提供通

案性處理原則，修正本

次會議所提後續調整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

之 3 之原則(包含總量

管制機制等)及時程，

補充納入計畫草案敘

明。 

2.就 5年內具體需求地區

（劃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 2 類之 3）共計 12

1.就未來發展地區： 

(1)擬配合審查意見進行草案內容補充修正。 

(2)有關本計畫草案內容未來發展地區劃

設，應符合本計畫之空間發展計畫及部門

空間發展計畫，全國國土計畫之城鄉發展

成長區位原則略有不同之處，將配合檢視

其符合情形及修正各該範圍，針對區位條

件、及交通條件進行調整修正，部分因應

地方特殊情形未符合之原則，乃配合空間

發展計畫之第一軸帶主要生活及產業空

間布局，以及地方觀光發展需求進行研

擬。 

(3)另就 109年 3月 18日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第 45次研商會議提供通案性處理

原則，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之原則(包

含總量管制機制等)及時程，本計畫屬劃

設面積小於發展總量，將補充剩餘之發展

總量，後續相關用地提供方式(納入後續

通盤檢討再行檢討劃設，或於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時，再依當地發展情形予以指明

等，時程限制將以南投縣國土計畫公告後

5年內完成)，納入計畫草案敘明。 

2.就 5 年內具體需求地區（劃為城鄉發展地

區第 2類之 3，將調降面積為 628公頃。 

(1)新訂中興交流道特定區計畫，緊鄰草

屯、中興新村及南投(含南崗)都市計畫

區，涵蓋貓羅溪流域才能達到都市計畫

縫合的目標，因此面積將維持 582 公

頃，其中涵蓋大面積的貓羅溪河川區範

圍(約 174公頃)非屬都市發展用地，不

計入住商及產業發展用地範圍，並於本

計畫補充規劃構想及推動策略相關內

容。 

(2)就產業園區：尚無應配合修正事項。 

(3)8 處莫拉克風災核准之土石堆置場部

依 據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提

大 會

討

論，詳

議 題

三 問

題 一

及 問

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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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南投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

單位 

查核

意見 

案，面積 651公頃： 

(1)就新訂或擴大都市計

畫僅提出新訂中興交

流道特定區計畫，面

積計 582 公頃(其中

新增住商用地為 100

公頃、產業用地 46

公頃)，主要係因該案

鄰近中興新村、南崗

都市計畫、南投都市

計畫、中興交流道及

南投交流道，為避免

土地發展失序及提供

公共設施，有進行整

體空間規劃需求，考

量該案區位尚符合全

國國土計畫之城鄉發

展成長區位原則及南

投縣整體空間發展計

畫，故建議予以同

意；惟因該案計畫範

圍除前開住商及產業

用地外，其餘範圍規

劃構想及推動策略尚

不明確，請南投縣政

府再予補充，並評估

修正該案計畫範圍。 

(2)就產業園區：計 3 案

（面積 46 公頃），

考量該等用地之規

劃，主要係以府內各

部門刻正規劃或已有

初步構想者，其區位

尚符合全國國土計畫

之城鄉發展成長區位

分，現已受理審查民間業者申辦土石堆

(暫)置場合法化作業，部分位於特定農

業區範圍之土石堆(暫)置場已配合資源

型用地調整作業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後

續將配合申請通過合法化用地作業辦理

程序，調整本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並就

未及申請合法化之莫拉克風災核准之土

石堆置場部分，於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中

訂定相對應之實質管制內容，並補充其

特殊性、相容性、公益性、合理性原則

及適用區位。若於計畫核定前完成合法

化程序，將配合調整國土功能分區，便

不再訂定相對應之實質土地使用管制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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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南投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

單位 

查核

意見 

原則，且位屬主要產

業空間發展軸帶，又

符合部門空間發展計

畫及前開新增產業用

地發展總量規範，建

議予以同意。又其中

大中鋼鐵南投工業區

擴建計畫屬既有工業

區擴大，爰同意其面

積不受於 5 公頃之限

制。 

(3)就 8 處莫拉克風災核

准之土石堆置場部分

（面積 23公頃），依

據通案性規劃原則，

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最小面積規模

為 5 公頃，經查該 8

案面積均未達前開門

檻，惟考量該等案件

係延續既有之使用，

故建議南投縣政府評

估於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中訂定相對應之實

質管制內容，並補充

其特殊性、相容性、

公益性、合理性原則

及適用區位。 

（四）有關未登記工廠（清

理及輔導）計畫 1 節，

請南投縣政府配合產業

主管機關未登記工廠調

查作業結果，適度納入

計畫修正，又因未登記

工廠轉型、遷廠等輔導

1.本計畫整合未登工廠調查、臨時登記工

廠、縣府列管工廠之調查結果，根據工廠

管理輔導法，將未登記工廠分成以下四大

類，後續將以此分類為基礎，並依據「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49次研

討會議」會議記錄結論擬定修正計畫。 

建 議

同 意

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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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南投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

單位 

查核

意見 

措施隨產業類別而有處

理差異，建議南投縣政

府應進一步研擬輔導措

施。 

 
2.依特定工廠登記辦法及環境要素進行分級

分類，並提供產業用地進駐等措施進行輔

導；同時執行拆除及聯合稽查，管制與輔

導雙管齊下，後續將配合優先輔導區位(產

業園區周邊地區、高潛力發展地區、群聚

地區)，一方面提供產業用地進駐等措施進

行輔導；同時執行拆除及聯合稽查。 

（五）考量清境係重要觀光

據點，南投縣政府將依

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專

案輔導合法原則所訂之

安全性、公平性及合理

性，擬定專案輔導方

案，進行分類分級輔導

措施，並研擬中高潛勢

地區因應對策、配套措

施、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及績效管制標準，爰於

本計畫草案明訂將優先

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於辦理前開整體規

清境係重要觀光據點，將依據全國國土計畫

規定專案輔導合法原則所訂之安全性、公平

性及合理性，擬定專案輔導方案，輔導範圍

以原新訂清境風景特定區計畫（草案）範圍

為主，進行分類分級輔導措施，並研擬相關

因應對策、配套措施、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及

績效管制標準。並優先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於辦理前開整體規劃前，將依據通案性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將該範圍土地劃設

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前開作法將納入

本計畫敘明。 

建 議

同 意

確

認。 



45 

 

決議事項 南投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

單位 

查核

意見 

劃前，並將依據通案性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

則，將該範圍土地劃設

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就該處理方式建議

予以同意，並請南投縣

政府將前開作法納入計

畫敘明。 

三、議題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土地使用管制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一）就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劃設方式除下列各項

外，其餘尚符合全國國

土計畫規定之劃設條件

及順序，建議予以同

意： 

1.就本次所劃設之城 1及

農 5，基於當地都市發

展需求考量，建議予以

同意；惟經查當地尚有

完整農業生產環境，請

南投縣政府再予評估

劃設為農 5，並請農業

主管機關協助說明農

業資源投入政策方

向。如本計畫草案仍有

劃設為城 1之必要時，

建議納入該等農業區

後續得於第三階段國

土功能分區圖繪製階

段調整為農5之彈性機

制。 

2.就台大實驗林範圍(國

土保育地區第 2 類)與

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重

疊範圍，將水里鄉、信

1.本計畫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已將國

道 3號沿線鄉鎮(市)(草屯鎮、南投市、名

間鄉及竹山鎮)屬於第一軸帶幸福田園生

活城，列入創新研發產業支援基地及健康

花園城市之都市空間縫合集約發展轉型成

長空間；有關國道三號沿線所經南投市、

名間鄉之都市計畫農業區經本府農業處研

商確認農業使用現況未達 80%，建議仍保

留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另鹿谷鄉

都市計畫農業區範圍，檢討鹿谷都市計畫

農業區農業使用現況未達 80%，考量鄰近

鳳凰谷及小半天遊憩區景點的發展，仍保

留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另原溪頭

森林遊樂區農業區範圍劃設為城 1 部分，

則因應當地農業發展需求，建議依據農委

會模擬劃設差異區域比對，並符合農業發

展地區第五類劃設條件建議劃設農 5(農 5

約增加 189公頃)，其位置位於溪頭森林遊

樂區範圍北側農業區。上述都市計畫農業

區劃入城 1 範圍，將納入該等農業區後續

得於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階段調

整為農 5之彈性機制。 

2.依據行政院農委會 109 年 6 月 8 日農企國

字第 1090012796 號函覆內政部之說明二

(二)內容，依森林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

經編為林業用地之土地，不得供其他用地

依 據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提

大 會

討

論，詳

議 題

三 問

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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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南投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

單位 

查核

意見 

義鄉、鹿谷鄉內屬從事

農作之土地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 3類，建

議仍應符合全國國土

計畫指導，爰應劃設為

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

惟基於兼顧國土保育

及農業發展，建議南投

縣政府再與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教育部、臺

大實驗林管理處等有

關機關單位研商，並於

本計畫草案納入該等

地區後續得於第三階

段國土功能分區圖繪

製階段調整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 3 類之彈性

機制。另就國土保育地

區範圍內既有農業使

用之土地使用管制在

不影響國土保育及符

合管理機關之經營管

理原則 (如台大實驗

林)，請作業單位配合

研擬建議處理原則，並

請農業主管機關配合

研擬農政資源投入方

式，提後續專案小組會

議討論。 

之使用；臺大實驗林管理處放租之林業用

地亦受森林法規範，合法契約林農應從事

相關林業經營及使用。本案倘經上述機關

釐清並因地制宜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惟其範圍仍屬林地性質，爰臺大實驗

林現況作農業使用而未符合林業經營方式

者，應無法因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而

得認屬合法使用。 

3.因此，本計畫草案配合將臺大實驗林範圍

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重疊範圍，屬林業用地的部分劃設為國

土保育地區第二類，惟將保留 109 年 2 月

24日「南投縣國土計畫(草案)」人民陳情

案及台大實驗林地涉及國保 2 與農 3 重疊

處理研商會議，臺大實驗林管理所提於劃

設為國土保育第二類將加註保障契約林農

既有之權利。並於本計畫草案內容納入該

等地區後續得於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圖

繪製階段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之彈

性機制。 

4.而就臺大實驗林範圍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

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重疊範圍，屬農牧

用地的部分，並符合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

7 月 10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

次會議結論「屬農業主管機關提供不影響

國土保安、水源保護必要之農業經營專

區、農糧產業專區、集團產區或坡地農業，

面積 2公頃以上者，得優先劃設為農 3。」，

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 

(二)就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1.關於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項下，針對位於國家

風景區及縣級風景區

1.本計畫若有配合發展需求訂定特殊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者，考量內政部預定於 113 年

6 月底前完成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法制程序，需於 112 年底前研擬相關說明

函送內政部，據以提請內政部國土計畫審

議會討論後，配合納入前開管制規則。由

考 量

本 計

畫 草

案 仍

將 訂

定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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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南投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

單位 

查核

意見 

範圍內屬觀光發展性

質之土地，訂定「觀光

遊憩管理服務設施」、

「戶外遊憩設施」、「停

車場」等使用，考量本

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前

召開嘉義縣及雲林縣

國土計畫草案專案小

組會議就該議題討論

有案，建議比照前開會

議決議，請南投縣政府

參考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草案之使

用項目，明訂得容許之

使用項目及細目等，且

為避免觀光遊憩相關

設施之設置影響當地

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

發展地區整體環境維

護，建議南投縣政府於

成長管理計畫及觀光

發展部門計畫提出明

確發展總量及空間適

用範圍，並明訂績效管

制標準及土地使用管

制配套機制，且一定規

模以上觀光發展用地

並應評估劃設為城鄉

發展地區，前開相關內

容請作業單位一併檢

視研議，再提後續專案

小組會議討論，以提供

前開相關縣政府納入

後續修正參考。 

2.本計畫草案所定土地

於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第 21

次機關研商座談會議尚未確認通案性國土

功能分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方案內容，為

保留後續訂定特殊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彈

性，前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係屬

暫列性質，但若經主管機關確認觀光零售

服務站、停車場屬風景區管理服務設施可

設置範圍，及其他觀光遊憩服務及管理設

施可容許使用細目可明確化時，則不另訂

土管，具體內容研擬如下: 

(1)土地使用管制條文:位於縣級風景區範

圍，除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規定

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不影響國土

保安、水源保護，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同意得作觀光零售服務站、停車場、及其

他觀光遊憩服務及管理設施等使用，並由

觀光主管機關列管輔導。申請範圍之建蔽

率、容積率比照遊憩用地。 

(2)適用功能分區:國土保育第二類、農業發

展地區第二、三類。 

(3)政策與總量:符合南投縣國土計畫觀光部

門計畫發展對策「配合全國國土計畫指

導，維護縣級風景區居民既有土地使用權

益，並可配合當地觀光提供相關機能使

用。」 

(4)區位條件:位於縣級風景區圍。 

(5)辦理程序: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

事項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

規定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不影響

國土保安、水源保護，應經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同意得作觀光零售服務站、停車場及

其他觀光遊憩服務及管理設施等使用。 

(6)配套措施:申請案件須符合建築技術規則

及相關法令規定以確認建物安全性。 

方 自

有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原

則，詳

擬 提

大 會

討

論，議

題 三

問 題

一 及

問 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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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南投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

單位 

查核

意見 

使用管制原則，後續應

由南投縣政府依國土

計畫法另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函報本部核

定，請南投縣政府將該

項作業納入第八章應

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內

敘明。 

      本縣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另依據國

土計畫法第23條第4項規定訂定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函報內政部核定，屬本縣指定之

重要觀光發展地區特殊性土管內容之制

定，將納入本計畫第八章應辦事項及實施

機關，於下階段國土功能分區計畫或通盤

檢討時辦理。 

      有關本計畫之觀光部門計畫空間發展

軸線，後續亦將配合本縣之觀光整體發展

計畫之具體規劃內容進行調整，作為本縣

指定重要觀光發展地區引導發展之依據。 

      有關一定規模以上觀光發展用地並應

評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目前參山處無

此需求，日管處提出車埕遊憩區之具體需

求及區位將納入本計畫未來發展地區。 

2.遵照辦理。將審查意見納入第八章應辦事

項及實施機關內敘明。 

四、其他 

(一)請南投縣政府依上述審

查意見與本次會議與會

委員、民間團體及機關

單位所提意見（詳如附

件）修正本計畫草案，

並於文到 14 日內檢送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對照

表及修正後計畫草案內

容到本部營建署，並請

作業單位查核確認後，

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大會審議。 

─ ─ 

(二)另本部國土計畫審議目

前陸續審議 18 個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

草案，逐漸形成通案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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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南投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

單位 

查核

意見 

處理原則及作法，於本

部核定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前，除請作業

單位配合整理，並適時

提供直轄市、縣（市）

政府參考外，請臺東縣

政府務必配合滾動修正

本計畫草案相關內容，

俾計畫內容更臻完備。 

(三)惟考量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新增產業用地

之國家整體資源調配，

仍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提供意見，俾

供南投縣政府納入規劃

考量。又因產業用地總

量涉及全國國土計畫新

增產業用地總量分派，

應與其他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劃設情

形併同檢視是否超過前

開總量規範，故後續俟

其他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提本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討

論後，請作業單位評估

本計畫草案尚符合全國

國土計畫規定，再提大

會討論確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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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彰化縣國土計畫草案」第 1 次

專案小組會議紀錄會議決議及作業單位查核意見對照表 

決議事項 彰化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議題一：計畫人口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一)考量本計畫（草案）所提計畫

人口總量（127萬人），經水

資源供需及廢棄物處理容受

力分析後，考量水資源需求

尚有待釐清，請併同其他用

水（工業用水及農業用地等）

評估，俾確保當地用水無

虞，故就該計畫人口應再予

評估，並就未來空間發展政

策方向、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等研擬因應措施。 

1.敬悉，目標年 125年本縣自來水

供水量約 48萬噸/日，民生用水

需求約 31.75萬噸/日，工業用

水需求約 7.95萬噸/日，顯示供

水系統足供彰化地區生活及工

業用水需求。各項用水推估詳修

正計畫書第 2-20頁說明。 

2.近五年本縣平均農業用水量約

為 327萬噸/日，考量本縣農業

用水以地下水及地面水源為

主，且配合鳥嘴潭人工湖計畫等

自來水資源設施建置，以合適水

源替代下游地區使用地下水情

形，促進減抽地下水，得穩定農

業灌溉、養殖及畜牧用水水源，

確保本縣用水無虞，並考量民生

供水容受力得涵養人口數 131

萬人口情形下，爰建議目標年計

畫人口維持為 127萬人。 

考量該議

題尚未經

專案小組

獲致具體

審 查 意

見，擬再提

大 會 討

論，詳議題

四 問 題

一。 

(二)經彰化縣政府說明後續將以

「集約發展」為原則，計畫

人口以分派於都市計畫為主

（較現況新增 20 萬人），惟

仍請再予考量既有都市計畫

之計畫人口達成率、人口社

會遷移情形、評估住宅區及

商業區可容納人口數後，再

酌予調整分派比例，並補充

後續新增或擴大都市計畫得

吸引人口之相關論述，及提

出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因

應措施（例如都市計畫之計

1.本縣都市計畫現況人口約 58.7

萬，都市化程度僅 50.4%，為百

萬以上人口縣市都市化程度最

低者，且現有都市計畫計畫人口

達成率逾 70%之都市計畫共計

16 處，並以彰化、和美、鹿港

福興、秀水、彰交等彰北地區分

布為主，顯示新增或擴大都市計

畫之需求，故為促進城鄉集約發

展，本計畫以「都會核心區及都

市計畫群集中」及「重大建設」

作為人口分派兩大調控策略，並

以目標年提升本縣都市化程度

考量該議

題尚未經

專案小組

獲致具體

審 查 意

見，擬再提

大 會 討

論，詳議題

四 問 題

一。 

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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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彰化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畫人口應配合本計畫進行檢

討調整、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通盤檢討方向、非都市土地

應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等）。 

達成率至 70%(約 88.9 萬人)為

人口總量分派目標。 

2.依全縣都市化程度 70%之目

標，都市計畫人口分派配合整體

空間發展策略、都市發展趨勢辦

理，溪湖生活圈及二林生活圈應

配合二林精機及二林中科發展

需要，劃設未來發展地區；彰

化、和美、鹿港生活圈考量其位

於彰北都市軸帶，都市發展需求

大，未來發展地區配合彰北都市

軸帶布局整體規劃。 

3.依全縣人口分派結果，目標年

125 年非都市土地居住人口約

38.1 萬，將透過辦理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建立發展策略，提升既

有聚落環境品質。 

4.目標年各生活圈人口分派詳修

正計畫書第 2-16 至 2-19 頁說

明。 

議題二：空間發展、成長管理與未登記工廠管理計畫 
(一)就新增城鄉發展總量： 

1.為因應未來發展需求，本計

畫草案新增住商用地 853 公

頃、二級產業用地面積約747

公頃，考量水、電資源供應

情形尚能滿足該發展需求，

建議予以同意；至新增其他

用地 100 公頃內涵並未明

確，亦未有環境容受力分

析，故請彰化縣政府再予補

充。 

1.敬悉，新增其他用地包含鹿港打

鐵厝周邊地區、彰農高爾夫球

場、榮成紙業二林廠區，面積合

計約 122.50公頃。 

2.考量鹿港打鐵厝台糖土地目前

屬特定專用區使用性質，周邊尚

有鹿基健康園區及秀傳申請變

更開發許可等計畫辦理中，形成

結合住宅、產業、醫療、教育服

務之新興地區，爰於修正計畫書

將打鐵厝周邊地區併同規劃為

未來發展地區，納入整體都市發

展需求及容受力考量，俾利後續

整體規劃利用。 

3.另依行政院 106年 3月 30日院

就未來發

展地區之

「新增其

他用地」，

考量本次

修正後內

容與提專

案小組會

議討論內

容不同，擬

提大會討

論，詳如議

題四問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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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彰化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臺教字第 1060003363號函核復

之「高爾夫球場設置之政策環境

影響評估－第三次五年通盤檢

討」，考量環境容受能力，持續

檢討各區域高爾夫球場規劃數

量合理性，其中中部上限 15

座，尚容許開放 2座球場(現行

共 13座），且經查基地除位屬山

坡地範圍外，無其他開發條件限

制，未來將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

定辦理，俾符合當地環境容受

力。 

2.至於觀光等新增用地面積，

彰化縣政府評估本階段尚無

新增需求，建議於本計畫草

案敘明將於通盤檢討再行檢

討訂定，或於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時再予指明，屆時並應

評估水資源及廢棄物處理能

力等，俾確保其發展總量符

合當地環境容受力。 

敬悉，本計畫尚未劃設觀光用地區

位及實際範圍，惟後續如有新增需

求，應於本計畫辦理通盤檢討階段

再行納入檢討，或於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作業時再予指明，詳修正計畫

書第 3-21頁。 

建議同意

確認。 

(二)就本次劃設之中長期未來發

展地區： 

1.就劃設區位及範圍： 

本計畫草案中長期所需之未

來發展地區（計有 27案，面

積計為 6,312公頃），是否符

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

長區位原則、彰化縣整體空間

發展構想情形及未登記工廠

輔導合法政策方向，請彰化縣

政府再逐一檢視及補充說

明；且劃設範圍應避免使用農

業發展地區第 1類土地。 

1.遵照辦理，經檢視本縣未來發展

地區，已就 9處未符合全國國土

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之

未來發展地區予以刪除，並修正

3處未來發展地區範圍，爰修正

後計畫計有 18處，修正後面積

共計 4,763 公頃（減少 9 處共

1,549.75公頃），詳修正計畫書

3-16至 3-24頁。 

2.配合本縣國土空間發展布局及

都市發展軸帶需要，夾雜於都市

計畫間之零星農業發展地區第

一類土地建議仍納入未來發展

地區，以促進都市軸帶順利縫合

及避免零星蛙躍發展。 

考量該議

題尚未經

專案小組

獲致具體

審 查 意

見，擬再提

大 會 討

論，詳議題

四 問 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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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彰化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3.就二林中科特定區計畫，考量二

林中科及二林精密機械產業園

區周邊土地皆以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為主，經檢核未來衍生之

居住需求，酌予檢討剔除部分農

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土地（減少

289.65公頃），俾確保未來農業

發展與城鄉發展之彈性。 

就個案建議如下： 

○1E A臺 74 線周邊產業園區 1、

臺 74 線周邊產業園區 2、

大城農產加工園區等案，並

未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

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建議予

以剔除。 

A○2E A大城農產加工園區、北斗交

流道特定區、溪州花卉特定

區係屬農產業性質，得於農

業發展地區使用，毋需劃設

為未來發展地區。 

A○3E A 另就二林中科特定區計

畫，面積高達 1,600公頃，

且除產業用地外並將新增

住商用地，請就該案發展定

位、發展機能、範圍必要性

等再予評估；並請科技部協

助確認是否符合全國國土

計畫科學園區新增總量上

限 1,000公頃，及該部科技

發展政策。 

1.遵照辦理，本計畫已刪除臺 74

線周邊產業園區 1、臺 74 線周

邊產業園區 2、大城農產加工園

區、溪州花卉特定區等未來發展

地區。另考量北斗交流道特定區

以農產業升級與大學城為發展

方向，爰保留北斗交流道特定區

劃為未來發展地區，並納入新增

住商用地總量。 

2.配合未登記工廠輔導總量檢

討，新增產業用地(未登記工廠

輔導)屬次優先發展地區者予以

刪除，包含線西產業園區、秀厝

未登工廠輔導專區、西福興產業

園區、埤頭彰水路未登工廠輔導

專區等 4 處，詳修正計畫書第

3-17至 3-18頁說明。 

3.二林中科及二林精密機械產業

園區地區為本縣未來產業發展

重心之一，惟考量未來衍生之工

作人口、家戶居住需求及產業園

區衍生相關機能，目標年溪湖生

活圈與二林生活圈之都市計畫

人口增額為 52,000人，周邊聚

落將面臨龐大發展壓力，故配合

未來衍生居住需求及避免使用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土地，就二

林中科特定區區位面積酌予縮

考量該議

題尚未經

專案小組

獲致具體

審 查 意

見，擬再提

大 會 討

論，詳議題

四 問 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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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彰化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小，檢討後面積僅新增 310.86

公頃，以符未來發展需求，詳修

正計畫書第 3-20頁說明。 

2.就必要性： 

就新增住商用地者，因本計

畫草案係以全縣整體性觀點

論述，且因既有都市計畫之

人口發展率未達 70%，並未

就個別案件是否具有需求加

以說明，建議再予補充。 

1.敬悉，依 107年都市及區域統計

發展彙編，本縣現有都市計畫共

31 處，計畫人口達成率逾 70%

之都市計畫共計 16處，尤以彰

化、和美、鹿港福興、秀水、彰

交等彰北地區分布為主，且平均

都市計畫人口達成率約 68%，已

相當於各縣市都市計畫人口達

成率，合先敘明。 

2.本計畫以提升全縣都市化程度

達成率至 70%(約 88.9 萬人)為

人口總量分派目標，並分派各生

活圈都市計畫人口及非都市土

地人口需求，經與現行都市計畫

人口總量檢視住宅供需情形

後，非都人口遷往都市計畫區增

加近 20.3萬人，且以彰化、和

美、鹿港、員林、溪湖生活圈都

市發展需求較高，應依本縣國土

空間定位與都市軸帶發展布

局，配合本計畫新增住商用地區

位劃設，以引導人口進駐，促進

城鄉集約使用。 

3.本計畫規劃 6 處新增住商用

地，其中新訂福興都市計畫、北

斗交流道特定區、擴大彰化市都

市計畫二期發展區、新訂員林埔

心都市計畫等 4 處之發展率皆

已逾 7 成，將面臨都市飽和壓

力，有待提供充足發展腹地，各

處新增住商用地劃設緣由說明

如下： 

未來 劃設主要緣由 

考量該議

題尚未經

專案小組

獲致具體

審 查 意

見，擬再提

大 會 討

論，詳議題

四 問 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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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彰化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發展 

地區

區位 

新 訂

福 興

都 市

計畫 

依都市計畫法第 11

條，鄉公所所在地應擬

定都市計畫，考量福興

鄉公所尚未納入都市

計畫區，為因應福興地

區發展，提供適當住商

腹地 

二 林

中 科

特 定

區 

因應二林精機及中科

重大建設衍生居住及

活動需求，預為提供腹

地 

北 斗

交 流

道 特

定區 

配合縣政重要發展策

略，即交流道周邊地區

活化政策 

擴 大

彰 化

市 都

市 計

畫 二

期 發

展區 

因 應 彰 化 市 鐵 路 高

架、捷運綠線延伸等交

通重大建設，提供充足

發展腹地 

新 訂

員 林

埔 心

都 市

計畫 

促進員林都市計畫與

埔心都市計畫區之間

非都市地區縫合，於本

計畫指認適宜區位 

擴 大

田 中

都 市

計畫 

為促進彰化高鐵特定

區、田中都市計畫區縫

合，爰於本計畫指認適

宜區位 
 

3.執行機制： 

請依據本部營建署 109 年 3

月 18日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第 45 次研商會議提供

通案性處理原則，補充後續

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

之 3 之原則及時程等相關事

遵照辦理，已補充未來發展地區調

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相

關原則等事項，詳計畫書第 3-22

頁。 

建議同意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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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彰化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項。 

(三)就 5年內具體需求地區（劃為

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共計 5 案，新增面積 1,724

公頃： 

1.屬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者：

計 1案（面積 596.13 公頃）

考量擴大彰化市都市計畫之

區位尚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

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及彰化

縣整體空間發展構想情形，

該案規劃之二級產業用地、

住商用地等未超過前開新增

城鄉發展用地面積總量，建

議予以同意。 

敬悉。 建議同意

確認。 

2.屬產業園區者： 

  計 4案（面積 1250.03公頃）

彰化水五金田園生產聚落特

定區，考量該案區位尚符合

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

區位原則及彰化縣整體空間

發展構想情形，又該案係為

輔導群聚未登記工廠，未涉

及前開新增產業用地發展總

量規範，故建議予以同意。 

敬悉，彰化水五金田園生產聚落特

定區屬行政院認定之國家重大建

設，後續將以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

理，故非屬經濟部認定之新增產業

用地 3,311 公頃總量之計算範疇

（即依產業創新條例報編之產業

園區，或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

設置之加工出口區）。 

建議同意

確認。 

  就打鐵厝（北側）產業園區、

打鐵厝（南側）產業園區：

考量該 2 案區位相近，位於

一住宅社區（特定農業區甲

種建築用地）南、北兩側，

考量其區位並非屬原依區域

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之擴

大，爰請彰化縣政府再予補

充其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

發展成長區位原則情形。 

1.敬悉，打鐵厝（北側）產業園區

係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開發

許可地區周邊，考量打鐵厝周邊

陸續住宅、醫療及教育服務等機

能，為整合周邊地區發展者，且

屬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4 月 12

日工地字第 10700358580 號函

「107年度第 2階段經濟部工業

局補助地方政府強化地方工業

區公共設施補助方案及設置平

價產業園區補助方案」之同意補

考量該議

題尚未經

專案小組

獲致具體

審 查 意

見，擬再提

大 會 討

論，詳議題

四 問 題

二。 



57 

 

決議事項 彰化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助對象，具有可行財務計畫，爰

依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條件，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三，並依經濟部工業局

編定管控平台會議所列名稱，修

正為打鐵厝產業園區。 

2.另考量打鐵厝產業園區尚未符

合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之成長區

位，後續將與產業園區主管機關

研商，爭取認列重大建設計畫。 

3.打鐵厝（南側）產業園區業於

108年由主管機關申請撤案，爰

檢討刪除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三。 

  就二林精密機械產業園區，

考量該案區位尚符合全國國

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

則，惟因其新增產業用地面

積為 212.26公頃，建議再予

評估實際需求後調整。 

敬悉，二林精密機械產業園區業經

103 年 3 月 3 日府建產字第

1030063425 號函報內政部審議

中，報編面積為 352.82公頃，產

業用地面積為 212.26公頃，建議

其區位面積應依內政部審議結果

併同調整。 

考量該議

題尚未經

專案小組

獲致具體

審 查 意

見，擬再提

大 會 討

論，詳議題

四 問 題

二。 

3.另查「擴大彰化市都市計

畫」、「彰化水五金田園生產

聚落特定區計畫」位屬環境

敏感地區(包含山崩與地滑

地質敏感區、淹水潛勢)，建

議請彰化縣政府補充土地使

用規劃指導原則，以指導後

續土地使用方式。 

遵照辦理，已補充納入環境敏感地

區及其他土地使用管制事項，詳修

正計畫書第 6-21頁。 

建議同意

確認。 

(四)有關未登記工廠（清理及輔

導）計畫 1節： 

1.請彰化縣政府就輔導未登記

工廠面積家數、總量，再予

1.敬悉，依 106年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成

果」，本縣位於農地之工業使用

土地約 2,276公頃，含括未登記

考量該議

題尚未經

專案小組

獲致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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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彰化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釐清。 工廠、倉儲等相關產業使用。 

2.查本縣臨時登記工廠家數計有

1,568間；另依 107年彰化縣工

廠管理地理資訊系統（GIS）資

料庫建置及系統更新計畫初步

成果，未登記工廠列管家數約

5,736間、108年本縣配合經濟

部工業局補助辦理清查未登記

工廠坵塊計畫約 1,723間，爰本

縣未登記工廠總數共約 7,459

間，詳修正計畫書第 3-27頁。 

審 查 意

見，擬再提

大 會 討

論，詳議題

四 問 題

二。 

2.本次所提 7 處群聚未登記工

廠輔導區位，原則予以同

意，惟考量輔導未登記工廠

土地使用合法為當前重要政

策，請評估優先推動該 7

案，改劃設為城 2-3；後續

並請彰化縣政府配合未登記

工廠清查結果，將未登記工

廠群聚範圍劃設為未來發展

地區，以利後續進行整體規

劃構想及研擬輔導措施。 

敬悉，本計畫以農地之工業使用土

地總量規劃 3處新增產業用地（未

登記工廠輔導），區位面積共

2,405.59 公頃，範圍內可輔導未

登記工廠總量約 1,250.91公頃，

後續將依工業主管機關未登記工

廠輔導政策，就群聚地區朝新訂都

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辦理，並檢

討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

三，詳修正計畫書第 3-29至 3-30

頁。 

考量該議

題尚未經

專案小組

獲致具體

審 查 意

見，擬再提

大 會 討

論，詳議題

四 問 題

二。 

3.請補充研擬土地使用管制精

進措施，強化土地使用管

制，減少土地違規使用情形。 

遵照辦理，土地使用管制精進措施

已補充修正於計畫書第 3-27 至

3-30頁。 

建議同意

確認。 

議題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其他事項 
(一)本計畫（草案）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成果，考量尚符合全國

國土計畫規定之劃設條件及

順序，建議予以同意；惟下

列各點請彰化縣政府再予評

估： 

1.就既有非都土地鄉村區究應

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

之 1 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請考量未來人口分派方

1.敬悉，有關本縣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一及農業發展地區第四

類劃設方式，係依全國國土計畫

規定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劃設。 

2.為權衡地方實際需求、土地發展

條件及當地生產環境，將配合本

縣國土計畫人口分派結果，於縣

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鄉村地

區調查及整體規劃作業，就所需

建議同意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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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彰化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式、當地農產業發展需求等

再予評估。 

資源補助妥適評估最適宜之土

地利用，再行辦理各該國土功能

分區之變更。 

2.就都市計畫農業區，請再評

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並參照通案性處理原

則，於本計畫草案補充納入

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範圍內

之都市計畫農業區後續得於

第三階段調整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 5類之彈性機制。 

遵照辦理，已補充納入城鄉發展地

區第一類範圍內之都市計畫農業

區得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階段

調整機制，詳修正計畫書第 6-10

頁。 

建議同意

確認。 

(二)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土

地使用指導事項，就參山國

家風景區-八卦山風景區範

圍土地提出特定土地使用管

制原則部分： 

1.本次彰化縣政府補充得容許

之使用項目，包含觀光遊憩

管理服務設施、戶外遊憩設

施、戶外公共遊憩設施、停

車場等，考量本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前召開嘉義縣國土計

畫草案專案小組會議就該議

題討論有案，建議比照前開

會議審查意見，請彰化縣政

府於成長管理計畫及觀光發

展部門計畫提出明確發展總

量及空間適用範圍，並明訂

績效管制標準及土地使用管

制配套機制，且一定規模以

上觀光發展用地並應評估劃

設為城鄉發展地區，前開相

關內容請作業單位一併檢視

研議，再提後續專案小組會

議討論，以提供前開相關縣

政府納入後續修正參考。 

敬悉，考量參山國家風景區為交通部

觀光局所屬13處國家風景區之一，涉

及跨縣市、通案性土管原則，後續將

配合中央主管機關及有關部會研商

結果，納入本縣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考量該議

題尚未經

專案小組

獲致具體

審 查 意

見，擬再提

大 會 討

論，詳議題

四 問 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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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彰化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2.請配合納入第八章應辦事項

及實施機關敘明，後續並應

循國土計畫法第 23條第 4項

規定另訂管制規則，報本部

核定。 

敬悉。 建議同意

確認。 

(三)就臺 17線以西為再生能源優

先發展區位，考量此應屬部

門政策方向，請評估改納入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又如有

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

需求，請再予補充其適用區

位、應經申請同意條件等相

關原則，且適用區位應避免

納入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 

遵照辦理，考量臺 17線以西土地

作為再生能源設施優先區位屬農

業主管機關既定政策，已補充納入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詳修正計畫書

第 5-19頁。 

考量該議

題尚未經

專案小組

獲致具體

審 查 意

見，擬再提

大 會 討

論，詳議題

四 問 題

三。 

(四)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農業

發展地區第1 類係供農業產

銷設施使用，並未包含「製」

及「儲」等使用，請彰化縣

政府修正，惟本次彰化縣國

土計畫草案係規定得提供

「農業產製儲銷設施」，如有

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

原則必要者，並請補充其必

要性、特殊性、合理性等相

關說明。 

遵照辦理，已依全國國土計畫農業

發展地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修

正，詳修正計畫書第 6-16頁。 

建議同意

確認。 

(五)有關本計畫（草案）建議 1

處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以嚴

重地層下陷地區為範圍，包

含芳苑鄉、大城鄉等部分地

區 ， 建 議 劃 設 面 積 約

13,898.75公頃），請彰化縣

政府再予釐清致災狀況、復

育對象及目的，又經濟部表

示該部業已整合各部會提報

整合型計畫，該案是否仍有

敬悉，經本計畫初步分析具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需求之地區，原則仍以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為主要復育類

型，惟依經濟部意見，經濟部業已

就地層下陷議題整合各部會相關

工作擬訂行動計畫第二期計畫

(110-115年)，經核定後將為各部

會減緩雲彰地區地層下陷上位計

畫，為避免產生計畫疊床架屋、互

相扞格之情形，爰建議於既有相關

建議同意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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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彰化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列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必

要性，請彰化縣政府併予納

入檢討評估。 

規範下採取減緩地層下陷措施，於

本計畫中原則不進行復育地區之

指認，詳修正計畫書第七章。 

五、其他 
(一)就本次與會團體、民眾發言及

書面意見，請彰化縣政府逐

案補充回應，本次會議並建

議如下： 

1.就榮成紙業二林廠區：請彰

化縣政府再予評估該案是否

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

成長區位原則，於評估符合

情況下，再予劃設為未來發

展地區。 

敬悉，經查榮成紙業二林廠區目前

尚未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之城

鄉發展成長區位，惟考量本案刻正

依行政院 107年 5月 25日核定之

「興辦工業人申請利用特定農業

區之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及

用地處理計畫」提出申請辦理變更

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且業於本縣

國土計畫審議會決議劃設為未來

發展地區，爰建議維持原計畫。 

建議同意

確認。 

2.就大葉大學周邊土地劃設大

學城：請彰化縣政府再予評

估該案是否符合彰化縣整體

空間發展構想，並請再洽教

育部等有關機關確認是否符

合教育政策方向，俟評估具

可行性後再行納入本計畫草

案；如本次作業時程不及納

入，考量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有每 5 年通盤檢討

機制，得於後續再行納入。 

敬悉，將請大村鄉公所補充主管機

關意見，俟有明確大學城發展方向

並取得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配合

每 5 年通盤檢討機制滾動納入本

計畫檢討。 

建議同意

確認。 

3.就員林新萬年段納工業區、

開放陸上砂土石開採權、大

村鄉公所建議事項，原則同

意彰化縣政府回應處理意

見。 

敬悉。 建議同意

確認。 

4.另涉及打鐵厝南、北兩側工

業區部分，經彰化縣政府補

充說明，南側工業區不再推

動；至於北側工業區，考量

當地發展需求，仍有繼續推

動之必要性，後續並將朝低

遵照辦理，打鐵厝產業園區（即原

打鐵厝（北側）產業園區）屬經濟

部工業局設置平價產業園區補助

方案同意補助對象，依 109 年 4

月 7日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專案小組產業主管機關現場補

考量該議

題尚未經

專案小組

獲致具體

審 查 意

見，擬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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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彰化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污染、環境友善等方向規

劃，請彰化縣政府仍應提出

書面回應處理情形，妥予回

復陳情人，並提大會討論確

認。 

充意見，未來將以低汙染產業為

主，並考量周邊環境酌予檢討配

置。考量周邊尚有推動中之開發計

畫，包含麻剪溝滯洪池、秀傳教育

園區及彰基醫療園區等生活與產

業機能，未來得形塑一新興發展地

區；另考量打鐵厝（南側）產業園

區業經本府主管機關申請撤案，本

計畫已配合剔除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三，以符實際發展情

形。 

大 會 討

論，詳議題

四 問 題

四。 

(二)請彰化縣政府依上述審查意

見與本次會議與會委員及機

關單位所提意見（詳如附件）

修正本計畫草案，並於文到

14日內檢送審查意見處理情

形對照表及修正後計畫草案

內容到本部營建署，並請作

業單位查核確認後，提本部

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審議；

必要時，並再安排專案小組

會議討論。 

敬悉。 建議同意

確認。 

(三)另本部國土計畫審議目前陸

續審議 18個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草案，逐漸形成通

案性處理原則及作法，於本

部核定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前，除請作業單位配合

整理，並適時提供直轄市、

縣(市)政府參考外，請彰化

縣政府務必配合滾動修正本

計畫草案相關內容，俾計畫

內容更臻完備。 

敬悉。 建議同意

確認。 

(四)惟考量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新增產業用地之水、電資

源，涉及國家整體資源調

敬悉。 建議同意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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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彰化縣政府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配，仍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提供意見，俾供彰

化縣政府納入規劃考量。又

因產業用地總量涉及全國國

土計畫新增產業用地總量分

派，應與其他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劃設情形併同檢

視是否超過前開總量規範，

故後續俟其他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提本部國土計

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討論

後，請作業單位評估本計畫

草案尚符合全國國土計畫規

定，再提大會討論確認。 

(五)就計畫人口分派於都市計畫

與非都市土地之政策意義，

與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規劃

配套方式，請作業單位再予

研議，以利對外說明。 

敬悉。 建議同意

確認。 

 



｜
｜
｜
｜
｜
｜
｜
裝
｜
｜
｜
｜
｜
｜
｜
訂
｜
｜
｜
｜
｜
｜
｜
線
｜
｜
｜
｜
｜
｜
｜

檔 號：

保存年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

受文者：內政部

發文字號：農企國字第109001279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有關貴部國土計畫審議會109年3月30日召開審議「南投縣
國土計畫草案」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之討論事項議題
三，就涉及本會部分復如說明，請查照。

復貴部109年4月28日內授營綜字第1090807893號函。
旨揭會議記錄討論事項議題三之審查意見(一)「2．．．另
就國土保育地區範圍內既有農業使用之土地使用管制在不

影響國土保育及符合管理機關之經營管理原則(如臺大實驗
林 )．．．請農業主管機關配合研擬農政資源投入方
式．．．」部分，涉及臺大實驗林劃設之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土地使用管制說明如下：

依貴部107年4月30日公告之全國國土計畫，「國公有林
地，依永續使用及不妨礙國土保安原則，發展經濟營

林、試驗實驗、森林遊樂等功能之地區」為國土保育地

區第2類之劃設條件之一。爰此，南投縣政府將臺大實
驗林契約林地，倘基於其農業使用現況而劃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3類，恐有鼓勵林農以超出現有契約約定方式使
用林業用地，除未符合林業經營方式，亦似與上述劃設

條件將實驗林地劃入國土保育地區並作為國土保安之目

的有違，建議請臺大實驗林管理處及南投縣政府再予釐

地址：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
承辦人：唐晨欣
電話：(02)2312-5891
傳真：(02)2314-6407
電子信箱：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9年6月8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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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復依森林法第6條第2項規定，經編為林業用地之土地，
不得供其他用地之使用；臺大實驗林管理處放租之林業

用地亦受森林法規範，合法契約林農應從事相關林業經

營及使用。本案倘經上述機關釐清並因地制宜劃入農業

發展地區第3類，惟其範圍仍屬林地性質，爰臺大實驗
林現況作農業使用而未符合林業經營方式者，應無法因

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而得認屬合法使用。
另查南投縣國土計畫(草案)配套擬訂因地制宜之土地管
理原則涉及農產品批發市場規範一節，農產品批發市場

係屬公用事業，擔負供應民生果菜消費需求，針對臺大

實驗林範圍不允許申請設置農產品批發市場一節，宜請

南投縣政府釐清該實驗林範圍內是否有既存之農產品批

發市場。倘有，始需考量保障其繼續使用，或由地方主

管機關輔導其遷建，以維護農民及消費者權益。

又本會前於109年3月10日以農企國字地1090012136號函(諒
達)說明本會擬具之「因應國土計畫法施行之農業施政資源
投入說明」在案，為加強照顧農漁民生活，維護農民基本

福祉，於國土保育地區、城鄉發展地區之既有合法農業用

地，且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之農民，相關農民福利措施，包

括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全民健康保險(第3
類)、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農業天然災害救助(現金救助、
補助或低利貸款)，均予以維持，原則不因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而有所改變。至林業用地之使用涉及森林法規範，倘主

管機關認定相關用地係作合法使用者，在發生天然災害

後，即給予符合土地使用規定之農民請領農業天然災害現

金救助。

正本：內政部

副本：本會林務局、本會農糧署、本會輔導處、本會企劃處農地利用科、本會企劃處
計畫考核科

(二)

(三)

三、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0/06/08
1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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