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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 2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農業發展地區與鄉村區之議題) 

一、議程 

(一)舉辦時間：108 年 4 月 19 日(全天) 

(二)舉辦地點：逢甲大學 第八國際會議廳 

第 2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議程 
時間 議程主題 議程內容 主持人/專家學者 

08:30-09:00 報到 - 

09:00-09:10 主席致詞 主席致詞及來賓
介紹 主席：吳信儀(臺中市政府都發局專門委員)

09:10-0930 專題報告 內政部營建署 
09:30-09:50 

【專題討論】 
國土功能分區
下 農 業 發 展
地 區 執 行 策
略 

引言簡報 簡報: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9:50-10:50 

專題討論： 
 子題１：農地

資源總量與功
能分區研議 
 子題２：都市

計畫農業區發
展定位 

主持人：賴美蓉(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
訊學系教授) 

中央單位: 
 內政部營建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內政部國審會委員: 
 林國慶(亞太糧肥技術中心主任) 

地方代表: 
 張梅英(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副教授) 
 王大立(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

系副教授) 
10:50-11:05 茶敘時間 15min 
11:05-11:20 

【專題討論】 
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 

引言簡報 簡報: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20-12:20 

專題討論： 
 子題１：鄉村

區國土功能分
區初步劃設成
果 
 子題２：農村、

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 

主持人：賴美蓉(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
訊學系教授) 

中央單位: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國審會委員: 
 林國慶(亞太糧肥技術中心主任) 

地方代表: 
 歐聖榮(朝陽科技大學設計學院院長)-景觀

評估、遊憩資源、社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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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主題 議程內容 主持人/專家學者 

 張梅英(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副教授) 
 王大立(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

系副教授) 
12:20-13:30 休息時間 70min 
13:30-13:50 

【專題討論】 
未登記工廠用
地處理策略 

引言簡報 簡報: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3:50-14:50 
專題討論： 
未登記工廠用地
處理策略 

主持人：賴美蓉(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
訊學系教授) 

中央單位: 
 內政部營建署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地方代表: 
 張梅英(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副教授) 
 王大立(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

系副教授) 
 沈明展(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

助理教授兼執行長) 
14:50-15:00 休息時間 10min 
15:00-16:00 綜合討論 臺中市政府都發局及專家學者 

16:00 賦歸 - 
註：各議程辦理時程及與會名單依實際會議辦理情形為準。 

二、邀請與會名單 

(一)專家學者：邀請具國土規劃、都市及空間規劃、產業發展之專家學
者及機關代表。 

(二)與會者：邀請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代表如下： 

性質 列席與會單位
中央 

政府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農委會、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經濟發展局、農業局、地政局、水利局、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工商團體 

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理事長、中華民國都市計畫學會、中華民國地區發展
協會、臺中市工業會、台中市產業總工會、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農會、台中地區農會、大里區
農會、霧峰區農會、太平區農會、烏日區農會、豐原區農會、后里區農會、神
岡區農會、大雅區農會、潭子區農會、石岡區農會、新社區農會、東勢區農會、
臺中農田水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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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場地資訊 

(一)會議室區位-第八國際會議廳(商學大樓八樓) 

(二)與談人停車資訊-水湳校地停車場 

(三)列席與會單位停車資訊-商學大樓周邊停車場(八方一停車場、福興
停車場、逢福停車場等，惟本次活動停車需自費，建議搭乘大眾運
輸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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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議題說明 

【專題討論】國土功能分區下農業土地維護策略 

子題１：農地資源總量與功能分區研議 

依據農委會「107 年度國土計畫法下農業發展地區模擬分類劃設成果-臺中

市」臺中市農業發展地區劃設範圍土地總面積約有 5.43 萬公頃，另依據國土計畫

法農業發展地區劃設原則，經檢討後第一類農業發展區面積 0.68 萬公頃、第二類

農業發展區面積 0.83 萬公頃、第三類農業發展區面積 2.50 萬公頃、第四類農業

發展區面積 0.03 萬公頃、第五類農業發展區面積 0.17 萬公頃。其中若國土保育

地區屬農業使用之土地仍可劃入農業發展地區，則第三類農業發展區面積可再增

加 0.74 萬公頃；農業發展地區總面積可維持在 4.94 萬公頃左右，其主要影響區

位為「新社區、和平區、東勢區及外埔區」。 

關於「供糧食生產之農地」面積數量估算，依據內政部營建署「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26 次研商會議」說明，直轄市、縣(市)宜維護農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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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地五類之農業區計算，爰臺中市宜維護農地面積僅約為 2.80 萬公頃。 

表 1  臺中市農業發展地區初步檢討彙整表                          單位:萬公頃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合計
本計畫檢討農業發展地區小計面積(A) 0.68 0.83 2.50 0.03 0.17 4.21
與國保重疊範圍現況屬農用面積(B)   0.74    
農業發展地區小計面積(C=A+B) 0.68 0.83 3.23 0.03 0.17 4.94
農業發展地區內作農林漁牧使用面積 0.57 0.62 1.44 - 0.17 2.80

 

圖 1  農業發展地區位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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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２：都市計畫農業區發展定位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原則，有關都市計畫農業區具優良農業生產

環境，能維持糧食安全且維護良好且未有都市發展需求者，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

一類劃設條件或土地面積完整達 10 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達 80%，應劃入第五類

農業發展地區並非第一類城鄉發展地區，爰基於農地總量管制及考量用地發展需

求，未來應訂定都市計畫農業區發展定位，作為未來各該計畫範圍內都市辦理個

案變更、通盤檢討之指導。建議檢討方向如下: 

 

1.宜維護農地資源 

基於維護糧食安全目標，臺中港特定區計畫、大甲溪以北之大安都市計畫、

大甲都市計畫、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及王田交流道特定區計畫及，符合農業發展

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地區且現況已作農業使用，應儘量保留作為農業生產使

用，除因應重大建設、配合都市計畫整之擬定，或生產環境遭受未登記工廠嚴重

干擾之農業用地範圍外，不宜任意變更轉用。 

 

2.產業發展儲備用地、宜維護農地資源 

考量現況工業區、未登記工廠情形及未來周邊發展用地需求等，豐原交流

道特定區計畫、太平都市計畫、烏日都市計畫、豐原都市計畫西側農業區，未來

都市計畫檢討時，應視實際發展情況優先轉用農地非農用之區塊及生產環境遭

受嚴重干擾之農業用地，其餘屬應維護農地部分則應以盡量維持農業生產為原

則。 

 

3.都市發展儲備用地 

考量臺中市未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產業用地新增需求，及報編工業區、

科學園區及重大建設未來周邊發展用地需求等，將臺中市、豐原、太平、大里(草

湖)、東勢、大甲、大甲(日南)、后里、神岡、潭子、大雅、新社、外埔、大安、

烏日、大肚、霧峰、王田交流道、臺中港、石岡水壩、谷關、大坑及中科都市計

畫農業區，定位為都市發展儲備用地，應整合地方需求、產業發展及環境生態之

土地多元使用型態等整體規劃，並挹注都市公共設施之不足及提供都市緩衝、生

態與防災功能，循都市計畫檢討變更程序辦理分區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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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2  都市計畫農業區發展定位指導示意圖 

【專題討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子題１：鄉村區國土功能分區初步劃設成果 
鄉村區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得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

類之一、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等 3 種國土功能分區，其劃設原則如下表。 

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原則 

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 

1.依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生
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聚落。 

2.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經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生
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得予劃設。 

3.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優先劃
入。 

4.於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農村再生情形下，
於依本法取得使用許可後得適度擴大其範圍。 

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之一類 

1.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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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原則 

2.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劃設城鄉發展地
區： 
(1)位於都市計畫地區（都市發展率達一定比例以上)周邊相距一定距離內

者。 
(2)非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例或人口密度較高者。 
(3)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者。 

3.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達一定面積規模以上，且具有城鄉發展性
質者。 

4.位於前(1)、(2)、(3)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三類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得予劃設。 

臺中市鄉村區依據全國國土計畫之劃設原則，初步劃設成果如下，其中有關

城 2-1 劃設原則非農活動人口達 50%，是否適合為臺中市之鄉村區劃設原則標準

提請各專家學者討論。 

 

圖 3  臺中市城 2-1、城 3、農 4 分布示意圖 

子題２：農村、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研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內容應包含辦理鄉村地區基本調查、鄉村區屬性分類、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研擬、

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以及執行機制；於 107 年 7 月 13 日第 5 次研商會議中，

指導本計畫屬第一階段，主要辦理事項為指認優先規劃地區，以指導後續縣市國

土計畫持續辦理規劃作業。 

本計畫考量行政區產業結構、鄰近都市計畫區與重大建設、建物分布密度及

人口密度、原住民族土地等因素，初步將臺中市鄉村地區分為城鄉發展導向、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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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型(平原地區、淺山地區)以及原住民族發展型等 4 類。 

 

圖 4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地區分類示意圖 

另依據 108.02 內政部營建署營署綜字第 1081026680 號含有關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之建議內容，建議優先規劃地區可分為下列 4 類，各原則優先規劃地區示

意圖如下所示： 

項目 條件 

原則一 
發展現況與管制內容
有極大差異 

優先解決鄉村區內發展用地不足問題，建議以符合鄉村區
(或村里)人口呈正成長趨勢，且鄉村區土地發展率已達
80%者為優先規劃地區 

原則二 
人口具一定規模，但
基本生活保障明顯不
足 

優先針對現況人口數達 100 人以上規模之鄉村區，且道
路、自來水、基礎醫療等公共設施服務不佳者 

原則三 
因應氣候變遷，易受
災害衝擊之人口集居
地區 

鄉（鎮、市、區）內過半數鄉村區具淹水、土石流潛勢與
山崩地滑等災害潛勢威脅者，得列為優先規劃地區，且相
關災害潛勢因子得視各直轄市、縣(市)需求自行研提 

原則四 
因應特色產業永續發
展需要 

鄉（鎮、市、區）內鄉村地區，屬於農業資源投入地區，
且從事農林漁牧業人口及農業利用土地比例較高 

原則五 其他 

各直轄市、縣(市)得因地制宜提出特殊優先規劃地區需求，如：
1.因應重大建設影響，屬產業園區者可能衝及周邊農業發展

地區；屬交通建設者，可能亟需村里級公共設施系統連接
中央或縣市部門計畫 

2.屬原住民聚落之鄉村區未歸屬上述類型者 
3.類型二如觀光發展型鄉村區，因應觀光人口成長，另有相

關公共設施需求，亦可研提納入優先規劃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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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鄉村地區各原則整體規劃優先地區示意圖 

另依據各原則評估原則及會議紀錄，臺中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優先地區面臨

下面兩項課題，提請專家委員給予建議。 

1.類型三涉及災害潛勢地區，惟臺中市依目前之評估條件，無符合之行政區，提請

專家學者討論是否須放寬原則三之評估標準，且除淹水潛勢、土石流、山崩地滑

等災害潛勢外，是否有建議可納入之評估條件。 

2.類型四評估條件包含農林漁牧業人口及農業利用土地比例較高，其評估標準以

平均值為主，惟臺中市以該標準劃設後，則全市除位於都市計畫地區內之行政區

及龍井、大雅、潭子、大肚及烏日等行政區外，其餘行政區皆符合原則四之評估

條件，提請專家學者討論依據臺中市之社經環境，該評估條件是否需進行調整且

調整依據為何。 

【專題討論】未登記工廠用地處理策略 

參考「臺中市區域計畫」，民國 100 年臺中市未登記工廠數達 16,875 家，廠

地使用面積合計 2,829 公頃，粗估年產值約 3,600 億元，主要群聚分布於豐原區、

神岡區、潭子區、大雅區、大里區、太平區、霧峰區、烏日區之都市計畫農業區及

非都市土地之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又未登記工廠多缺乏環保設備，成為環

境污染潛在威脅，且不利於產業發展競爭力與長期發展。經濟部公告劃定臺中市

52 處未登記工廠輔導公告特定地區，臺中市擬輔導合法之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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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處，其中，2 處位於都市計畫區(潭子區、南屯區)，其餘 39 處位於非都市土地

之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 

未來如何配合中央產業政策及臺中市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計畫，

進行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輔導、輔導轉型與遷廠、土地合法使用、取締違規使用等

處理策略，研提下列討論議題。 

1.配合未登記工廠清查成果，調整未來產業空間需求區位及規模 

臺中市政府刻正辦理未登記工廠清查作業，自 106 年 5 月至 107 年 6 月調

查成果，現況 8,590 間之未登記工廠廠房面積約有 330.12 公頃。其中以大里區

群聚規模最大(51 公頃)，神岡區(48 公頃)及烏日區(41 公頃)次之，有關輔導策

略詳圖 3。 

2.研訂未登記工廠發展策略，積極並有效引導土地合理發展 

(1)掌握未登記工廠資訊，擬定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計畫。 

(2)強化未登記工廠之輔導轉型與遷廠。 

(3)輔導土地合理及合法使用。 

(4)持續積極輔導臨時工廠登記及特定地區。 

(5)建立即報即拆機制，恢復農地農用。 

表 2  未登記工廠群聚區位綜理表 

項
次 

計畫名稱 
建議劃設城鄉發

展地區面積(公頃)
備註 

 

1 

烏日溪南產業

發展特定區計

畫 

498.82
依96年6月29日台內營字第0960804052

號函辦理。 

2. 

台中港特定區

計畫農業區變

更案 

291.68

依民國95年「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部

分港埠專用區(工業專用區II)劃出港區範

圍)案」指導辦理。 

3 清水區海風里 
159.50

1.現況多已非農用。 

2.未登記工廠群聚區域。 

3.因應智慧機械產業需求，鄰近神岡區

亦為未登記工廠群聚區域，考量相關

供應鏈需求。 

4 大里區西湖里 188.63 1.現況多已非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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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名稱 
建議劃設城鄉發

展地區面積(公頃)
備註 

 

2.未登記工廠群聚區域。 

5 大雅區員林里 229.29
1.現況多已非農用。 

2.未登記工廠群聚區域。 

6 潭子區東寶里 127.24

1.現況多已非農用。 

2.未登記工廠群聚區域。 

3.本區域道路錯綜。 

7 太平區光隆里 35.8
1.現況多已非農用。 

2.未登記工廠群聚區域。 

8 烏日區五光里 75.58
1.現況多已非農用。 

2.未登記工廠群聚區域。 

合計 1606.54  

圖 6  臺中市區域計畫未登記工廠分布現況及建議輔導遷移區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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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臺中市產業用地(含未登工廠)發展策略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