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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第三場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紀要 

壹、時間：108 年 4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9時整 

貳、地點：逢甲大學第八國際會議廳(407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 

參、主席：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吳專門委員信儀       記錄：倪淑真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江副執行長瑞祥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後簽到簿) 

伍、專題討論發言摘要(詳附件) 

陸、結論 

    本次座談會所列各項議題及與會專家學者、機關代表等所提意見(詳

如附件 1、2)，請規劃團隊納為補充或修正規劃研究內容之參考。 

柒、散會：下午 4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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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 3場專家學者座談會議程 

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 3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之議題) 

(一)舉辦時間：108年 4月 22日（全天） 

(二)舉辦地點：逢甲大學 第八國際會議廳 

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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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都發局吳信儀 

09:10~09:30 專題報告 內政部營建署 

09:30-09:50 

【專題討論】 

氣候變遷及國
土復育 

引言簡報 簡報: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9:50-11:00 

◼ 子題 1：氣候變
遷調適及國土
保育策略 

◼ 子題 2：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劃

定 

主持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江副
執行長瑞祥 

中央單位: 

◼ 王文林(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國土
規劃小組組長) 

◼ 羅文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綜
合企劃組企劃科科長) 
內政部國審會委員: 

◼ 鄭安廷(台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副教
授) 

◼ 游繁結(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教授) 
地方代表 

◼ 林昭遠(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教授) 

11:00-11:10 休息時間 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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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主題 議程內容 主持人/專家學者 

11:10-11:30 

【專題討論】 

國土保育地區 

引言簡報 簡報: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30-12:30 

◼ 子題 1：國土保
育地區初步劃
設成果 

◼ 子題 2：都市計
畫保護區與國
保四 

◼ 子題 3：國土保
育地區可建築
土地影響與處
理策略 

主持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江副
執行長瑞祥 

中央單位: 

◼ 王文林(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國土
規劃小組組長) 

◼ 潘德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森林企
劃組調查科科長) 

內政部國審會委員: 

◼ 鄭安廷(台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副教
授) 

◼ 游繁結(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教授) 
地方代表 

◼ 林昭遠(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教授) 

12:30-14:00 休息時間 90min 

14:00-14:20 

【專題討論】 

海洋資源地區 

引言簡報 簡報: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4:20-15:20 

◼ 子題 1：海洋資
源地區初步劃
設成果 

◼ 子題 2：商港、
漁港發展策略 

◼ 子題 3：海洋資
源保育策略 

主持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江副

執行長瑞祥 

中央單位: 

◼ 望熙娟(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第三科
科長) 
內政部國審會委員: 

◼ 陳璋玲(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
授) 
地方代表: 

◼ 陳武藏(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
分公司) 

◼ 吳建威(臺中市政府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長) 

◼ 吳全安(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前處長) 

15:20-15:30 休息時間 10min 

15: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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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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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與會專家學者及人員發言意見摘要 

專題討論一：氣候變遷及國土復育 

發言人 發言摘要 

游繁結 

教授 

一、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與國土功能分區兩者概念不同，建議復育

促進地區於劃設時要有具體原則，以清楚指認目標，並與其

他法規關連性也應一併納入了解(如土石流高潛勢地區與特

定水土保持區)。 

二、氣候變遷對臺灣地區影響需要更深入了解，以精確掌握可能

影響(如氣候暖化、極端降雨、水資源分配等議題)，目前國

土計畫在執行面上比較模糊。 

三、梨山地區近年已有一定發展，如考量劃設為國土復育促進地

區，其範圍、規模該如何界定？與現有或未來土地使用相容

性？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進退場機制為何？這些內容都需要更

明確。 

四、應考量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於執行面上困難及隔閡，如后里地

區近年城鄉發展逐步成熟，也為石虎重要棲地範圍，未來如

評估劃設國土保育地區或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可能產生問題

與障礙為何?都需於規劃時納入思考。 

五、劃設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後，進場就是復育計畫。建議審慎思

考有無需要在第一版國土計畫就納入？考量相關法規尚未到

位，且多數已有主管機關管制，可有更彈性之作法。 

六、因應氣候變遷要調適部分應再說明清楚，如水資源調配問

題，是否有劃設水資源相關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需求。 

王文林 

組長 

一、國土永續基金與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是脫鉤的。國土復育促進

地區劃設是延續過去國土復育條例的架構來進行，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來進行，與國土功能分區是完全分開處理的。 

二、國土功能分區是以土地使用作為思考，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則

是要做復育計畫，是階段性任務，復育計畫完成要公告廢

止，非永久存在。 

三、國土永續基金依法是用於補償、調查研究分析、國土利用監

測，屬於工程或其他性質部分無涵蓋在內。 

四、建議審慎思考大梨山地區劃設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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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發言摘要 

林昭遠 

教授 

一、以人體健康狀況比喻，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是生病、國土保育

地區是日常保養，所以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是動態的，有劃

入、劃出。 

二、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有兩種：調適或對抗。 

三、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指認六種環境致災地區，在災害上是有位

向關係，建議要整體檢視、精準劃設，並考慮與其他機制掛

勾就好(如特定水土保護區)，例如淹水是上游蓄洪、下游滯

洪；土石災害部分，崩塌機率跟量體是呈反比。 

羅文俊 

科長 

一、圖資使用建議有來源說明，如簡報 p.19大規模崩塌地區是否

係參考中央地質調查相關圖資。 

二、土石流潛勢溪流係考量有人為活動，因防災目的而劃設，與

土石流高潛勢地區是否相同應再釐清。 

三、大梨山地區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是希望達成簡報 p.6 何

種目的需再思考，才能評估必要性、迫切性等。如果是採工

程手段，是否需要劃設這麼大面積區域？特定水土保持區、

土石流潛勢溪流相關圖資是否已可對應？ 

四、六類型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對應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中央主

管機關為何？未來執行應會面臨前面專家所提困難? 

鄭安廷 

副教授 

一、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的限制是什麼？可以做到什麼？有兩個問

題要思考：(一)國土空間上有沒有可能進行界定？可以實踐

到什麼程度？(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資源投入必要性為何？

現行機制有無欠缺？ 

二、若國土保育是災害風險降低，以人為主體，是否有可能透過

劃設大片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來達成？有無更有彈性機制(如

管理機制)去達成的目的？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是土地規劃手

段，建議可思考機制適用性，不一定要因為有這個機制而劃

設。 

三、大梨山地區劃設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保全對象為何？是保

全梨山居民的安全或減輕下游致災問題，應更細緻思考。另

單就土地管理手段想達成目標可能性比較低，還是要從生命

財產安全來考慮地方需要。 

江瑞祥 

副執行長 

一、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目的為何？應以全方位角度思考。 

二、劃設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後續處理要尊重當地傳統智慧。

將生活領域、經濟領域、文化領域做切割。(如原住民族生

活慣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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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發言摘要 

Q&A 

都市 

發展局 

賴英錫副

總工程司 

一、國土計畫推動對民眾生命、財產權益影響非常大，應多聆聽

地方意見。 

二、國土保育與土地有無經營管理也有關聯，如坡地農業地主或

承租戶，颱風前會整理水路，所以因大雨致災情形較少。 

三、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在策略上應對遷村與否、居民意願與

生計、保全對象有所理解，此外，其機制上有無短期、公權

力介入強度，應是可否執行、達成目標之關鍵。 

 

結論： 

一、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可能位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內，界面應如何銜

接及劃設後欲達成之復育目標、保全對象、可行性、搭配執行

機制等，皆是衡量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必要性時，應視個案

情況審慎考量。 

二、 若評估有其他現行機制或政策工具可使用，就不必然一定要劃

設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三、 國土計畫劃設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後，後續之復育計畫應尊重當

地傳統智慧及生活慣習，將生活領域、經濟領域、文化領域做

切割規劃，以真正符合保全對象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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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二：國土保育地區 

發言人 發言摘要 

王文林 

組長 

一、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於全國國土計畫屬「得劃設」，未來依

都市計畫法管制，設計此分區分類係希望實踐保護區分級管

理精神，未來都市計畫保護區倘若變更成發展區，需要透過

國土功能分區調整才能變更，藉以增加限制。 

二、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係以現況分區界線為主，不再重新定樁

分割，倘如全街廓只有部分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

件，係有空間可個別評估全納入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三、主要河川廊帶建議仍需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國土計畫

法有保留因資源保育隨時變更功能分區之彈性，即國土保育

地區第四類劃設檢討無需等通盤檢討處理，有機制可隨時調

整。 

四、有關「實施國土計畫所受損失補償辦法」屬災害類型環境敏

感地區補償，係經法界專家建議補償用於公民特別犧牲部

分，是短期可優先進場來規劃。 

五、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建議依「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

設作業手冊」原則完整劃設。 

林昭遠 

教授 

一、國土保育地區劃了大範圍，其實針對要改善地區做配置就

好，如邊坡單元帶狀非點源污染。 

二、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其實疊床架屋管制沒關係，就怕

沒人管，因此要釐清到底有哪些單位管制，有很多機制可以

規範或裁罰，到時再來分配和接軌。 

游繁結 

教授 

一、都市計畫保護區劃設宗旨多為調適地區環境，然執行至今產

生許多零星變更問題及行政上困擾，故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劃設原意很好，但建議後續由各都市計畫區細緻化管制會更

理想。 

二、河川廊帶如何用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第四類切割，建議中

央山脈陡坡地至山坡地範圍水道，納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

類，山坡地以下鄰近都會區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三、建議劃設國土保育地區時，將水庫、河川保護帶等一定水平

距離範圍也納入劃設考量，作為水源涵養空間。 

潘德發 

科長 

一、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其他公有森林區」，其

多非位於核心保育軸帶而是淺山地區，係非屬資源利用敏感

類型，劃入適當性建議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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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發言摘要 

二、林地建議因地制宜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或農業發展地

區第三類。 

三、因零星包夾未達 1 公頃而納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之地區，

其樣態應再審慎檢視，並考慮在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因應。 

四、有關「實施國土計畫所受損失補償辦法(草案)」中，屬災害

類型環境敏感地區(類型二)補償金額為類型一所得金額 30%

有點不合理。 

五、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第二類中屬林務局暫准建地，刻變更

使用地編定為丙種建築用地，建議未來土地使用管制採限制

使用而非禁止使用。 

鄭安廷 

副教授 

一、目前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多為回應全國國土計畫框架，建

議從全市空間規劃，構思國土保育地區邊界界定，未來進入

審議後是否有以市府立場可爭取檢討之空間。 

二、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劃設目的性是否明確應再檢視，尤其近

年有許多都市計畫區已整併，原先保育區邊界是否仍有長期

穩定保存需要？若出現變動制度成本是否需要負擔？ 

三、建議臺中市應有明確策略規劃，如城鄉總量為何？長期空間

願景？依此檢視是否需藉由國土永續基金機會來介入，讓可

建地變更成不可建地。 

四、剛性國土計畫其實越簡單是越好，提供框架即可，再應用彈

性規劃手段(如策略規劃)介入。另外國土計畫非規劃出國土

計畫臺中版，而是臺中市國土計畫，建議應更反映在地特性

及需要。 

Q&A 

都市 

發展局 

賴英錫副

總工程司 

一、水庫優養化與坡地農業息息相關，如何改善應在永續發展基

金中思考。 

二、本市都市計畫保護區已有嚴格限制，是否劃為國土保育地區

第四類，建議應再衡量。 

 

結論： 

一、 國土保育地區目前係依「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

業手冊」辦理，建議可強化與本市整體性空間發展構想論述之

關聯性，如空間發展策略、城鄉發展總量、成長管理目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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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於未來國土保育地區範圍界定十分重要，亦是後續進入國

土審議會時著力點。 

二、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係「得劃設」，建議

可從其劃設目的、管制必要性、現行都市計畫保護區管制強度

等面向考量是否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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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三：海洋資源地區 

發言人 發言摘要 

望 熙 娟

科長 

一、海洋資源地區劃設主要依照目前海域區位許可規範劃設，並

尊重現行合法使用項目，後續於使用管制上，本署主要參照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有關海域區容許使用項目訂定。 

二、海洋資源地區功能分區劃設上以不重疊劃設為主，惟因應海

域擁有立體使用性質因此允許重疊管制。 

三、海域劃設範圍於區域計畫法公告時主要以地籍外界線至領海

外界線為各縣市海域管轄範圍，並且本署亦於民國 102年公告

各縣市海域管轄範圍圖資；國土計畫法公告後改以平均高潮

線至領海外界線為各縣市海域管轄範圍，後續本署將以平均

高潮線重新公告各縣市海域管轄範圍。 

四、海洋資源地區劃設圖資主要以本署提供圖資為主，惟目前圖

資仍持續更新中，因此建議規劃單位滾動式修正。 

五、港區範圍涉及都市計畫、國家公園或核發開發許可地區，為

保障既有土地使用權益將依循既有法規管制。 

陳 武 藏

港務長 

一、 臺中商港未來發展策略主要有以下三大定位 

1.能源進出口貿易港。 

2.兩岸客貨運商港。 

3.臨港工業發展基地。 

二、 未來港區將朝向前述三大目標發展，因此相關規劃上本公司

提出建議供作參考。 

吳 全 安

前處長 

一、 海洋資源地區劃設上，建議優先劃設保護區，主要為了資源

永續利用並且達到保育藍色國土之目的。 

二、 海 1-2 屬排他性使用，惟港區範圍內除了停泊船隻外是否能

夠容許少部分垂釣休憩使用，建議於使用管制上研擬相關地

方性容許使用管制，以利地方觀光休閒發展。 

三、 圖面判讀上建議顏色可稍作調整以利判讀。 

吳 建 威

所長 

海洋資源地區第 1 類之 2 港區範圍內，涉及陸域及水域兩大部

分，其中陸域地區又涉及非都市土地或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等，未來於使用管制、整體利用及規劃上是否會有影響?建議請相

關單位於規劃上研議相關對策。 

陳 璋 玲

教授 

一、 海洋資源地區功能分區劃設上，於海 1-2、海 1-3是否尚有未

劃入區位許可之地區或有重大建設計畫之地區，請規劃單位

及各主管機關再次檢視，並持續更新劃設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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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發言摘要 

二、 簡報 p.12 各港區範圍內依照目前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劃設，將

產生不同功能分區，建議中央對於港區範圍內之相關設施及

土地規劃有一致性劃設原則。 

三、 海洋資源保育策略除海域基礎調查、資源盤點、復育、觀光

旅遊發展，建議可增加海洋教育部份，讓民眾對於海洋資源

認識及永續發展。 

 

結論： 

一、 海洋資源地區功能分區劃設上，於海 1-2、海 1-3是否尚有未

劃入區位許可、有重大建設計畫等地區，請規劃單位及各主管

機關再次檢視並持續更新劃設圖資。 

二、 海域使用管制規則、縣市管轄海域範圍等議題，需請內政部營

建署盡速提出草案公告，以利後續功能分區劃設及研擬海域使

用管制等作業進行。  

三、 港區範圍內涉及陸域地區依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劃設原則為主，

惟涉及平均高潮線向海側之地區則劃為海洋資源地區，倘涉及

都市計畫、國家公園或核發開發許可地區，為保障既有土地使

用權益將依循既有法規管制，因此不影響港區管理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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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發言人 發言摘要 

Q：本府地政

局廖先生 

一、依據 102 年區域計畫法公告縣市海域管轄範圍以地籍外界

線以地籍外界線為海陸域邊界；惟依國土計畫法公告縣市

海域管轄範圍以平均高潮線為海陸域邊界，是否會造成部

分已登記地籍成為海域區影響土地所有權人使用權益。 

二、簡報 13 頁臺中商港涉及都市計畫地區之海域範圍是否有

登記地籍? 

A: 

望熙娟

科長 

涉及平均高潮線向海側之已登記地籍，建議可依 107 年 11 月

13 日公告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之「海域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

則」，辦理檢討變更或地籍滅失登記。 

陳武藏

港務長 台中港涉及海域範圍地區無地籍登記。 

Q：林務局森

林企劃組調

查科潘德發

科長 

沿海保安林為何有些會座落於海洋資源地區，是否該保安林位

於平均高潮線向海側?是否為圖資套疊誤差?依照目前劃設成果

未來保安林可能會涉及國土保育及海洋資源兩個不同的功能分

區，未來管制會否影響? 

A: 

長豐工

程顧問

股份有

限公司 

依據目前套繪成果，確實有部分保安林範圍位於海洋資源地

區，該地區現況可能為潮間帶、紅樹林等使用，惟會後將持續

與林務局相關單位持續釐清。 

望熙娟

科長 會後將再檢視釐清保安林地圖資位置。 

Q：長豐工程

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主要為緩衝空間，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主

要為坡地農業部分。惟位於坡地私有林業應優先劃設為國保 2

亦或農發 3，為了不影響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是否能夠彈

性將其歸類於農業範疇? 

A；林務局森

林企劃組調

查科潘德發

科長 

保安林部分主要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林地建議因地制宜

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