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第五場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6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 9時整 

貳、地點：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3 樓禮堂(臺中市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 3 段

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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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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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國土計畫為全面性的空間規劃，本場次主題以原住民族為主，與區

公所、原民主管機關共同與地方居民進行溝通，蒐集地方意見，包

括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宜農或宜林地的使用、特殊的生活習慣、

傳統文化保留空間等，並透過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或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方式，共同參與規劃過程，希冀產出適合的規劃結果。 

2.土地處理議題包含土地權利以及土地使用，其中有關團體主張解除

公有地荒地性質之林班地或原住民保留地編定，並依其買賣、開發、

向政府承租有案或地上權行使之事實，無償登記過戶或放領給該現

行耕作使用人之訴求等，為土地權利問題；非國土計畫空間規劃之

土地使用範疇，相關訴求將代為函轉原民主管機關另案檢討處理。 

3.綜上，本次座談會所列各項議題，與會專家學者、民間團體等所提

意見(詳如附件)，除部分屬土地權利議題外，其餘涉及土地使用議

題請規劃團隊納為國土計畫規劃參考、修正。 

柒、散會：中午 12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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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第 5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原住民族議題) 

一、議程 

(一)舉辦時間：108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整 

(二)舉辦地點：臺中市和平區公所(3 樓禮堂) 

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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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0 
國土計畫介紹 

◼全國國土計畫推動重點 

◼臺中市原住民族土地現況

及相關議題 

◼國土計畫 Q&A 

簡報：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09:40-

10:10 
意見交流及綜合討論 

10:10-

10:30 
休息時間 20min 

10:30-

10:40 

【專題討論】 

原住民族土地

與國土計畫議

題 

引言簡報 簡報: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40-

11:40 

◼原住民部落土地及鄉村區

空間分布及功能分區劃設 

◼原住民鄉村地區空間改善 

◼如何配合原住民傳統慣習

土地利用需求訂定適當土

地使用管制 

主持人：林建堂區長(和平區公所) 

◼專家學者 

孫振義教授(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陳育貞副教授(臺灣大學建築與

城鄉研究所) 

王文林組長(內政部營建署) 

林世昌科員(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 

林敏忠主任秘書(臺中市政府原

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11:40-

12:00 
意見交流及綜合討論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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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專家學者及人員發言意見摘要 

議程主題 發言人 發言摘要 

主席致詞 和平區公所 

林建堂區長 

一、擬訂臺中市國土計畫於和平區辦理原住

民族議題座談會為相當難能可貴的機

會，實際落實地方、傾聽民意，盼本次

座談會能聽取地方寶貴意見，並透過在

座相關單位與專家學者的專業意見給予

建言，納入國土計畫規劃參考。 

二、感謝平權會的積極參與，本場座談會主

題與土地權益較無直接關係，仍會聽取

各位的意見，提供良好的溝通管道，並

轉請原民單位作後續處理。 

國土計畫

介 紹 ( 意

見交流及

綜 合 討

論)卻 

Q1. 臺中市和平區

土地發展權益

促進會 

代表 

一、本次規劃並未納入本區閩客族群居住社

區，且和平區居民原漢比例為 7:3，請

尊重非原住民族群的權益。 

二、新社區並非原鄉，但我們的土地亦被原

民會掠奪，請把非屬原住民的土地進行

解編。 

Q2.民眾 1 一、 國土計畫不應有族群分裂。 

Q3.臺灣山地鄉平

地住民權利促

進會(平權會) 

吳天佑代表 

一、本次座談會主題為原住民族，但全臺灣

原住民鄉都是原漢混居，本次卻未考慮

到非原住民族群的土地權利與居住問

題。 

二、第 5 頁部落分部僅列出 13 處原住民部

落，在本區還有白毛台部落、天輪部

落、烏石坑部落、摩天嶺與北告地部落

等純漢人居住的部落，不應被排除在

外。 

三、平地人與原住民購買土地因他項權利未

被塗銷，而無法取得所有權的案件在和

平區共有 3,699 件，希望原民會能夠主

動清查。 

臺中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 

吳信儀專門委員 

一、本場座談會以本市國土計畫草案相關內

容說明為主，與會地方民眾若有相關具

體意見將參酌納入臺中市國土計畫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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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主題 發言人 發言摘要 

二、考量到會議議程時間進行，將於下一階

段專題討論由專家學者統一回答提問。 

【專題討

論】 

原住民族

土地與國

土計畫議

題 

內政部營建署 

王文林組長 

一、國土計畫為全面通案性的空間規劃，並

無針對特定族群或對象所設計，但因為

本場主題以原住民族群為主，因此討論

內容亦較針對原住民族群進行探討。 

二、縣市國土計畫預計於明年 5 月發布實

施，與現今區域計畫作銜接，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未來將轉換為國土計畫各國

土功能分區，希冀第一版國土計畫能順

利轉型接軌為目標。 

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目的，給予縣市政

府能夠針對部分地區作更詳盡的需求調

查與整體規劃。 

臺灣大學建築與

城鄉研究所 

陳育貞老師 

一、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是基於特定文

化、特定族群所居住的地區進行整體規

劃，有別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除了生

活居住之外也包含環境保育、族群融合

等議題，但兩種方式都是相較於國土計

畫而言更加細緻的規劃方式，其規劃內

容、土地使用管制等均會反饋國土計

畫，惟若現行土地使用管制制度即可解

決現今土地使用相關問題，則無法另擬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 

二、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落案中，斯

馬庫斯部落屬於主體性與組織性較強的

部落，由部落內部決定規劃內容；而鎮

西堡部落的規劃則與政府制度作對接，

由部落與專業團隊共同完成規劃，並以

共識決產出最終規劃內容。整體規劃內

容於 105 年完成、106 年進入區域計畫

審議委員會，並於 108 年 2 月報核行政

院公布實施。於本案中可發現在進行更

細緻規劃的過程，須考量各方代表、在

地團體適當的參與，由專業團隊整合意

見，透過妥善的溝通過程找到其中的平

衡，如此才能順利進入國家審核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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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主題 發言人 發言摘要 

由政府體系協助後續與各部會的協商，

並經過層層檢視而產出最終規劃成果。 

三、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與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的精神與目的一致，皆需要由人民

作為實際規劃的參與者，而非僅由專業

團隊進行規劃。 

四、國土計畫處理土地使用的問題，而非土

地權利問題。 

政治大學地政學

系 

孫振義老師 

一、本次座談會主要核心為民眾規劃主導

權，過去土地規劃僅取決於專業，而國

土計畫則保留民眾參與的權利。因此，

未來國土計畫功能分區與現行土地使用

管制體制的銜接，轉換過程中可能遇到

問題，例如鄉村區應轉換為城鄉發展地

區或是農業發展地區，亦保有討論空

間。 

二、臺中市國土計畫第五場座談會以原住民

族為主體，基於原住民基本法與國土計

畫法，對原住民族特殊的生活慣習、傳

統文化保留空間，若以現行土地使用管

制制度下有窒礙難行之處，即可採原住

民族特定區域計畫的方式規劃管制，然

而同時可能亦需充分照顧到所有權人以

外的權利關係人。 

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 

林世昌科員 

一、過去的土地使用管制並未針對原住民族

既有傳統使用、祭儀需求等有相關規

定，因此在國土計畫納入全國性原住民

族土地的通案性原則，要求地方縣市政

府納入縣市國土計畫規劃內容，並不會

影響閩客族群既有的使用項目。 

二、本會在今年五月有收到平權會的陳情

案，目前已入案處理中。土地處理議題

包含土地權利以及土地使用，土地權利

需要透過一定的法制程序進行處理，而

非可以透過空間計畫的擬定剝奪其權

利，因此國土計畫僅處理土地使用方面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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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主題 發言人 發言摘要 

臺中市政府原住

民族事務委員會 

林敏忠主任秘書 

一、原住民部落未來若需要進行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本會將全力提供協助與支持。 

Q&A 

Q1.臺中市和平區

土地發展權益

促進會 

代表 

一、在規劃過程中若被劃為保護區，原住民

族有安置遷移的地區，但閩客族群卻被

以忽視、驅離的方式對待。 

二、104 年原民會的研究報告「原住民保留

地土地政策調查研究-非原住民使用總

登記為原住民保留地問題研析」，其內

容訪問新社區 100 多歲的地方耆老，連

新社區的白毛台與白毛段都搞混，相關

內容錯誤連篇，希望原民會請專家學者

進行相任何規劃時，可以確認內容的真

實性。 

三、過去原本為旱地的土地得農牧、耕作使

用，但被政府擅自改為林業用地，並需

待五年後才得承租使用，請問在這期間

要農民如何生存？ 

四、希望原民會把土地管理權回歸內政部，

比照客委會僅提供文化補助，因為原民

會已經造成了種族的對立。 

Q2.臺灣山地鄉平

地住民權利促

進會(平權會) 

吳天佑代表 

一、建議現況已經出租或自用作為農牧或林

業用途的國有林班地，能夠改編為社會

經濟林區。 

二、臺灣省政府規定應於民國 75年底前完成

原住民保留地之清查，屬非原住民族群

自耕、自營、自用之原住民保留地，比

照原住民族群土地面積額度解編、放

租，但當時鄉公所並未按時清查，直至

民國 91年才完成清查程序，導致現今非

原住民族群的權益受到損害。 

三、希望未來縣市政府或公所不能受理現況

已非原住民族群使用的原住民保留地進

行他項權利登記、所有權登記或繼承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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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主題 發言人 發言摘要 

四、想請問新竹鎮西堡與斯馬庫斯地區是否

有原漢混居的問題，當時對非原住民族

群的部分是如何處理，未來原住民族特

定區域計畫相關規劃，是否能劃設原漢

混合區或閩客漢族特定區，同時兼顧多

元族群的權利。 

Q3.梨山部落會議

主席 

林學益主席 

一、原漢問題並非在座的人可以決定的，希

望本場會議不要只針對原漢問題進行討

論，而可以多針對部落進行討論。 

二、當初松茂部落遷村有經過環山部落同

意，但並未經過本部落同意，本部落進

行兩次關於松茂部落遷村問題的部落會

議，本部落之立場堅決反對，臺中市都

發局卻擅自同意松茂部落的村民遷移到

本部落光華巷，希望臺中市都發局與臺

中市原民會能注重本議題的處理。 

三、本部落已提出有活動中心需求，希望能

夠盡早處理。 

Q4.民眾 2 一、國土計畫與我們息息相關，過去在非都

市土地規劃時，本來是旱地卻被地政司

標註為林地或農牧用地，希望之後在進

行國土計畫時，可以向所有權人宣導被

規劃為何種用地，否則未來可能會產生

違規使用的問題，並希望區公所能夠到

地方輔導，針對超限利用或林地使用提

出說明。 

二、希望政府協助本區於 101 年以前既成違

建的就地合法化。 

Q5.民眾 3 一、我的土地被其他人侵占，向地所申請鑑

界結果不被區公所承認，而被要求需以

私人測量公司的鑑界結果進行相關申

請，請原民會或區公所協助處理。 

Q6.佳陽部落會議

主席 

周吉德主席 

一、原住民保留地是為了保障原住民的生

計，若非原住民族群買了土地亦應共同

享有使用的權利，未來政府要進行相關

土地規劃，希望能夠納入其他非原住民

族群所提到的問題。而同時原住民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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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主題 發言人 發言摘要 

現況土地使用上亦遇到困境，原住民保

留地多為林業用地，希望未來能夠轉換

為農牧使用的分區或用地，以改善原住

民族的生計。 

二、建議原住民保留地可以建立共管機制，

以利原住民族群與非原住民族群遇到問

題或有意見時，能共同討論與處理。 

Q7.民眾 4 一、我們在土地上都有建設堅固的擋土牆，

投入相當多的心血與成本，想請問超限

利用土地的定義為何？ 

二、政府對於原住民保留地的劃設是美意，

為何原住民委員會限制原住民族群對非

原住民族群進行土地的買賣？ 

Q8.民眾 5 一、國土規劃亦應跟地權有密切關係，若非

原住民族群使用原住民保留地勢必會被

驅離，原住民保留地應該也要保障非原

住民族群的使用以及其權利。但是原住

民委員會卻主導了原住民保留地的使

用。 

二、規劃應該以區域進行規劃，而非以種族

進行規劃。 

A. 臺灣大學建

築與城鄉研

究所 

陳育貞老師 

一、原漢議題是現今需要面臨的重要議題之

一，需要各方進行討論才能達成平衡，

原住民族需要轉型正義，在座的非原住

民族群可能也面臨同樣的處境。 

二、鎮西堡與斯馬庫斯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

畫是找到與跟環境調合、平衡的方式，

若未來有原住民族或原漢融合的其他相

關計畫，除了各位積極參與規劃的過

程，最終都是以環境永續為主要目標。 

政治大學地

政學系 

孫振義老師 

一、針對地權、原住民保留地的買賣、登記

是否消滅等等大家提出的問題都很重

要，但解決問題需要找對的對象與對的

場合，否則原本會議欲討論的主題沒討

論到，其他議題討論了很久亦無法得到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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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主題 發言人 發言摘要 

二、針對國土計畫法第 6 條，特定區域應考

量重要自然地形、地貌、地物、文化特

色及其他法令所定之條件，因此也不一

定是限定原住民族，例如由地方政府提

出閩客原種族融合區域計畫，再交由中

央部會報核，而這樣的計畫亦需要各族

群高度的參與，才能促成完善的計畫內

容。 

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 

林世昌科員 

一、未來原委會針對委外的相關研究報告會

進行更嚴謹內容確認的程序，除了地方

耆老的訪談內容之外，會再參採加入相

關專家學者或當地居民的意見。 

二、平權會的陳情辦理進度，其中有建議山

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19條的修正，管理

機關為農委會，近期農委會會發文回

覆，再請平權會注意相關公文。 

三、今日的與會意見，本會再參採研議。 

臺中市政府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林敏忠主任

秘書 

一、本日有提到部份個案或公所未處理到的

議題，麻煩在座的各位提供相關內容，

本會再提供相關管道進行協助處理，例

如部分宜農或宜林地違反山坡地相關規

定而變成違規使用，建議可以向水保單

位申請土地利用限度查定，查定後若符

合相關規範則可能由主管機關進行變

更。 

二、原住民保留地相關管理辦法涉及中央的

權責，建請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研議相

關問題，討論是否可以建立原漢區域的

共管機制。 

三、本會已收到白毛台相關案件陳情，後續

會再進行案件的處理。 

臺中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吳信儀專門

委員 

一、過去對於原住民族土地的使用較不熟

悉，因此特舉辦本場次座談會，透過國

土計畫規劃，針對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

定、宜農或宜林地的使用等，與區公

所、原民單位進行更緊密的搭配，傾聽

地方意見，納入國土計畫調整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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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主題 發言人 發言摘要 

二、後續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完成後，將會

至區公所召開說明會，協同原民及相關

單位與地方居民進行說明，並再蒐集地

方意見，是否符合地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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