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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
城鄉發展地區劃設條件、順序相關事宜

機關研商會議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中華民國106年4月24日



國土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

1.國土計畫法第8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遵循
全國國土計畫

2.國土計畫法第9條規定，全國國土計畫應載明「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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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土計畫法第22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各該
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
之劃設內容，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
定適當使用地，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後公告，並實施管制。建立計畫引導使
用管理制度。



國土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
4. 國土計畫法第20條與第22條

國土功能
分區 分類 劃設原則

國土保育
地區

第1類 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景觀或易致災條件，其環境敏感程度較高之
地區。

第2類 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景觀或易致災條件，其環境敏感程度較低之
地區。

第3類 其他必要之分類。

農業發展
地區

第1類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安全功能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
施之地區。

第2類 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元化之地區。
第3類 其他必要之分類。

城鄉發展
地區

第1類 都市化程度較高，其住宅或產業活動高度集中之地區。
第2類 都市化程度較低，其住宅或產業活動具有一定規模以上之地區。
第3類 其他必要之分類。

海洋資源
地區

第1類 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
第2類 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
第3類 其他必要之分類。

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第二款第三目、第三款第三目、第四款第三目規定各國土功能分區
之其他必要分類，應符合該條所定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並考量環境資源條件、土地利用現況、地方特性及發展需求等因素，
於全國國土計畫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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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原則
考量因素 說明 劃設範例

保育程度或
發展強度

為進行土地使用管制，各國土功能分區
依據保育程度或發展強度予以類，劃分
為不同分類，以進行適當土地使用管制

國土保育地區將依據環境敏感程度較高者
如國保1

環境敏感程度次高者
如國保2

土地使用
管制方式

全國土地係分別按國土計畫法、都市計
畫法或國家公園法進行管制，為便於後
續土地使用管理，如屬同一國土功能分
區內土地，按土地使用管制方式，予以
劃分不同分類

屬於實施都市計畫地區者
如城鄉1

屬於實施國家公園計畫地區者
如國保3

糧食安全

提供農業發展使用，考量農業包含農、
林、漁、牧等不同產業型態，為利後續
產業發展及土地使用管制，將依據產業
型態予以劃分為不同分類

農業發展地區如屬優良農地性質且供農作相
關使用者
如農發1
農業發展地區如屬坡地農業使用者
如農發3

文化或
歷史特殊性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條明確規定，原住
民族或原住民所有、使用之土地、海域，
其回復、取得、處分、計畫、管理及利
用等事項，另以法律定之。有關原住民
族土地得依發展需要劃分為不同分類。

原住民族保留地範圍內依據區域計畫法劃設
之鄉村區，面積達一定規模以上者
如城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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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初步劃設成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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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
分區 分類 劃設條件

國土保育
地區

第1類

1.符合下列條件，但不包含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1類、第2類及第3類劃設條件之地區：
(1)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暫予保留，另案研議)
(2)特定水土保持區。(暫予保留，另案研議)
(3)河川區域。(暫予保留，另案研議)
(4)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暫予保留，另案研議)
(5)區域排水設施範圍。(暫予保留，另案研議)
(6)一級海岸保護區（非屬海域範圍者）。(暫予保留，另案研議)
(7)自然保留區。
(8)野生動物保護區。
(9)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10)自然保護區。
(11)一級海岸保護區(非屬海域範圍者) 。
(12)國際級重要濕地、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復育區。
(13)古蹟保存區。
(14)考古遺址。
(15)重要聚落建築群。
(16)重要文化景觀。
(17)重要史蹟。
(18)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19)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範圍內與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之環境敏感地區及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山坡地(一定坡度以上)) 。
(20)水庫蓄水範圍。
(21)國有林事業區（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區）、保安林。
(22)依原區域計畫劃定之森林區。
(23)大專院校實驗林地及林業試驗林地等。
(24)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

2.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初步劃設成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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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
分區 分類 劃設條件

國土保育
地區

第2類

1.符合下列條件之地區：
(1)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土石流)。(暫予保留，另案研議)
(2)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暫予保留，另案研議)
(3)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暫予保留，另案研議)
(4)淹水潛勢。(暫予保留，另案研議)
(5)山坡地。(暫予保留，另案研議)
(6)土石流潛勢溪流。(暫予保留，另案研議)
(7)二級海岸防護區(非屬海域範圍者)。(暫予保留，另案研議)
(8)依原「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劃定公告之「特定區域」。(暫予保留，另案研議)
(9)二級海岸保護區(非屬海域範圍者)。
(10)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以外分區、地方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
生態復育區。
(11)歷史建築。
(12)聚落建築群。
(13)文化景觀。
(14)紀念建築。
(15)史蹟。
(16)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17)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非供公共給水）。
(18)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9)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20)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21)國有林事業區（森林育樂區、林木經營區）。
(22)特定水土保持區(山坡地坡度陡峭、具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其他對水土保育有嚴重影響
者)。(暫予保留，另案研議)
2.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3類 實施國家公園計畫地區。



國土功能
分區 分類 劃設條件

農業發展
地區

第1類

1.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安全功能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
業改良設施之地區，參考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之第1種農業用
地範圍、農地資源盤查作業成果劃定，以及環境優良且投入設施
建設之養殖使用土地等。

2.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2類

1.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元化之
地區，參考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之第2種、第3種農業用地範圍、
農地資源盤查作業成果劃定，以及其他養殖使用土地等。

2.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3類

1.擁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以及無國土保安
之虞且可供經濟營林之林產業發展土地，參考農地資源分類分級
成果之第4種農業用地範圍、農地資源盤查作業成果劃定，以及
林產業土地等。

2.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4類

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其現有聚落人口達一定規模，且與農業生
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聚落，與農業生產、生活、
生態密切相關，並排除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具有城鄉發展與國土
保育性質之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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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初步劃設成果(3/5)



國土功能
分區 分類 劃設條件

城鄉發展
地區

第1類
1.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
2.都市計畫區面積超過百分之五十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劃設條件之

地區者，應予註記。

第2類

1.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下列分區或用地，聚集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但
偏鄉及離島地區得視實際情況酌減之）:

(1)工業區。
(2)屬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之鄉村區、人口發展率超過80%以上都市計畫

區鄰近一定距離之鄉村區。
(3)聚集之建築用地。
2.核發開發許可地區(含鄉村區、工業區及特定專用區，除鄉村區屬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者、特定專用區屬水資源設施案件者外）、屬依原
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案件、山坡地保育區
（山坡地住宅社區）。

3.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劃設城鄉發展地區：
(1)已通過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相關重大建設計畫。
(2)經行政院核定可行性評估相關重大計畫。
(3)完成可行性評估之地方建設計畫，有具體規劃內容及財務計畫者。
4.位於第一至二目範圍內面積超過百分之五十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

劃設條件之地區者，應予註記。
5.位於第一至三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3類 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內依據區域計畫法劃設之鄉村區，面積一定規模以上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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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初步劃設成果(4/5)



國土功能
分區 分類 劃設條件

海洋資源
地區

第1類 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排他、獨占。

第2類 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部分排他、部分獨占。

第3類 其他必要之分類─尚未使用之海域或其他非屬前列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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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初步劃設成果(5/5)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順序
國土功能

分區 分類 說明
劃設順序
1 2 3

國土保育
地區

第1類 區域計畫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都市計畫區、鄉村區等除外) V
第2類 區域計畫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 V
第3類 國家公園地區 V

海洋資源
地區

第1類 使用行為具排他、獨占者 V
第2類 使用行為具部分排他、部分獨占者 V
第3類 尚未使用之海域或其他非屬前列之分類者 V

農業發展
地區

第1類 優良農地(農1) V
第2類 良好農地(農2、3) V
第3類 山坡地農地(農4) V
第4類 農村聚落 V

城鄉發展
地區

第1類 都市計畫區 V

第2類 1.既有非都市土地鄉村區、工業區及建築用地。2.開發許可
。3.重大建設計畫範圍。 V

第3類 原住民保留地之鄉村區 V

上述順序1～2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予以劃設範圍及區位；至
於順序3之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則由該管政府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說明相關理由及依據後予以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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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一：城鄉發展地區及其分類劃設條
件與劃設順序是否妥適

相關子議題
(1)城鄉發展地區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劃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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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分類 劃設條件

城
鄉
發
展
地
區

第1類
1.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
2.都市計畫區面積超過百分之五十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劃設條件之地區者，應予註

記。

第2類

1.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下列分區或用地，聚集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但偏鄉及
離島地區得視實際情況酌減之）:

(1)工業區。
(2)屬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之鄉村區、人口發展率超過80%以上都市計畫區鄰近

一定距離之鄉村區。
(3)聚集之建築用地。
2.核發開發許可地區(含鄉村區、工業區及特定專用區，除鄉村區屬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案件者、特定專用區屬水資源設施案件者外）、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
同意案件、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案件、山坡地保育區（山坡地住宅社區）。

3.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劃設城鄉發展地區：
(1)已通過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相關重大建設計畫。
(2)經行政院核定可行性評估相關重大計畫。
(3)完成可行性評估之地方建設計畫，有具體規劃內容及財務計畫者。
4.位於第一至二目範圍內面積超過百分之五十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劃設

條件之地區者，應予註記。
5.位於第一至三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3類 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內依據區域計畫法劃設之鄉村區，面積一定規模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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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鄉發展地區劃設條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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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一

城二

城三

城鄉發展
地區

都市化程度較高者

都市計畫

都市化程度次高者

1.既有鄉村區、工業或建築用地
2.開發許可
3.重大建設計畫

其他

原住民鄉村區

一-城鄉發展地區劃設條件(2/3)

城鄉發展地
區依據都市
發展程度、
產業或其他
部門發展需
要及文化或
歷史特殊性，
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
按地方需求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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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模擬成果統計
功能
分區 類型 面積(HA) 總計(HA)

城一

都市計畫地區 367,863

477,180都市計畫區面積超過
50%符合國保1劃設條
件

109,317

城二

原區計劃定工業區、鄉
村區或建築用地，聚集
面積達5公頃以上

28,422

49,891開發許可、原獎勵投資
同意案件、行政院專案
核定、山坡地住宅

23,185

範圍面積超過50%，符
合國保1劃設條件者 94

城三 原住民保留地內之鄉村
區，面積達一定規模者 475 475

總計(HA) 527,546

一-城鄉發展地區劃設條件(3/3)-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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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435處都市計畫區(104營建統計年報)，其中26處涉及面
積超過50%以上屬符合國保1劃設條件。

一-(1)城鄉發展地區涉及國保一劃設條件(1/4)

縣市 都市計畫區

新北市
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東北角(含大溪海
岸及頭城濱海)風景特定區計畫、新店水
源特定區計畫、澳底都市計畫

桃園市
小烏來風景特定區計畫、巴陵達觀山風
景特定區計畫、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計
畫、復興都市計畫

臺中市
太平(新光地區)都市計畫、梨山風景特
定區計畫、梨山風景特定區計畫(松茂地
區)、梨山風景特定區計畫(新佳陽地區)

臺南市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關子嶺(含
枕頭山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高雄市 六龜彩蝶谷風景特定區計畫、月世界風
景特定區計畫

苗栗縣 明德水庫特定區計畫、南庄都市計畫

南投縣 日月潭風景特定區計畫、溪頭森林遊樂
特定區計畫、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

嘉義縣 阿里山(達邦地區)都市計畫、曾文水庫
特定區計畫

臺東縣 三仙台風景特定區計畫、綠島風景特定
區計畫

花蓮縣 石梯秀姑巒風景特定區計畫
註: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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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規劃將所有都市計畫地區直接列為「城鄉發展地區第1
類」，並以加註方式處理，以利後續使用管制，並於全國計
畫中明定未來應於通盤檢討時，參酌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意見及國土保育地區特性檢討土地使用計畫，變更為適當使
用分區，並配合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必要時調整都
市計畫範圍，納入國土保育地區。

2.上述這類型都市計畫地區後續處理作法是否妥適，請都市計
畫主管機關再予提供意見，以供納為後續規劃參考。

一-(1)城鄉發展地區涉及國保一劃設條件(2/4)



17

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鄉村區或建築用地，涉及面積超過
50%以上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劃設條件。

一-(1)城鄉發展地區涉及國保一劃設條件(3/4)

縣市 處數 面積(HA)
嘉義縣
花蓮縣
台南市
屏東縣
澎湖縣
桃園市
新北市
台中市
總計

臺南市鄉村區鄉村區模擬



18

1.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建築用地，涉及面積超過
50%以上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劃設條件者，目前規劃
將所有上述地區列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並以加註方
式處理。

2.未來如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定為非可建築用地，並
依國土計畫法第32條規定辦理補償，應由各該管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檢討變更為國土保育地區並調整為保育用地。

一-(1)城鄉發展地區涉及國保一劃設條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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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依據本次會議討論情形，調整城鄉發展地區相關分
類之劃設條件。



討論議題二：國家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
若涉及劃設城鄉發展地區者，其劃設條件及
後續配套措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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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土計畫法第20條明定，城鄉發展地區係依據都市化程度及
發展需求加以劃設，並按發展程度，予以分類。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案件，應以位屬城鄉發展地區者為限。

2.國家重大建設計畫或城鄉發展需求，若涉及劃設為未來發展
地區應有相關評估機制始得劃設：
已通過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相關重大計畫。
經行政院核定可行性評估相關重大計畫。
完成可行性評估之地方建設計畫，有具體規劃內容及財務計

畫者。

二-(1)國家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若涉及劃設城
鄉發展地區者劃設條件

21

城2

既有設施型使用分區

重大建設計畫 應有具體劃設條件、開發方式、配套措施始得劃之。

屬一定規模以上之既有設施型使用分區（包含鄉村區、
工業區、特定專用區及風景區）。

開發許可案件、山坡地
保育區

經開發許可案件（包含鄉村區、工業區、特定專用區及
風景區）及山坡地保育區（山坡地住宅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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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國家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若涉及劃設城
鄉發展地區者開發方式

1.原則上均採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方式辦理。

2.如採使用許可方式，應具體說明採用使用許可之必要性、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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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國家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若涉及劃設城
鄉發展地區者配套措施(1/3)

1.全國國土計畫應訂定成長管理策略，含發展總量、順序等；
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提出空間發展構想圖，研擬整
體發展願景，並指認重大建設（例如交通、產業等部門）、
問題區（hotspots）或轉換區（transition）等優先處理或整
體規劃之區域、並訂定成長管理計畫、全縣市發展總量、區
位及範圍，提出具體計畫內容(含地主意願調查、開發主體、
方式、土地使用計畫及財務計畫等…)。

2.開發期限：相關國家重大建設計畫或城鄉發展需求應考量其
財務能力，訂定完成期限，以不超過國土計畫目標年為原則。

3.土地使用管制：完成開發之前，應從嚴規定，比照周邊性質
相近之國土保育或農業發展地區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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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國家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若涉及劃設城
鄉發展地區者配套措施(2/3)

4.退場機制：本次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為城鄉發展第2類地區，
各縣市政府應於下次通盤檢討時，重新檢視其開發辦理情形
及是否已開發完成，如開發辦理成效不佳或未開發完成，應
予以變更為鄰近適合之國土功能分區。

5.考量國家重大建設計畫無法配合於國土計畫擬定階段同時提
出，後續應有隨時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機制，考量本法第
22條第2項規定「前項國土功能分區圖，除為加強國土保育
者，得隨時辦理外，應於國土計畫所定之一定期限內完
成。」，是以，後續應於全國國土計畫明定相關規定（例如，
經行政院核定等），建議於功能分區圖公告後3年內，配合
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以利重大建
設推動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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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國家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若涉及劃設城
鄉發展地區者配套措施-(3/3)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檢討變更程序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13)

國土功能分區公告(§22)

屬城鄉發展地區？

得申請使用許可／新訂或擴大
都市計畫

屬國土計畫所定
一定期限？

符合城鄉發展地
區檢討變更條件？

變更為城鄉發展地
區(§22)

不得變更為城鄉發展
地區

不得申請使用許可／新訂或擴
大都市計畫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符合國土計畫適時
變更規定？(§15)

變更國土計畫 維持原計畫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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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依據本次會議討論情形，調整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之劃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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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地環境及交通條件指標：
避免涉及第1級環境敏感區。
避免涉及優良農地，即農地分類分級之第1種農業用地(具備

優良農業生產環境，具有維持糧食安全功能)；且以農地分
類分級之第3種農業用地(生產環境受外在因素干擾)為優先區
位。
位於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交流道、高鐵車站、臺鐵車站5公

里範圍內，國際機場、國際港口10公里範圍內，可提供旅運
服務或運用其運輸系統滿足需求者。
符合當地環境容受能力，就公共建設計畫時程、主幹道道路

服務水準、水資源供應及電力、瓦斯、電信等維生系系統考
量其完備性。

附-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劃設參考區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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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展潛力指標：

都市計畫區內現況人口達80%以上且都市發展用地發展率達
80%以上之既有都市計畫區2公里範圍內適宜釋出之土地。

近5年人口呈正成長(最小統計區)之鄉村區且配合農村再生或
農村社區重劃具體計畫內容之區位。

 發展率達80%以上(依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資料或衛星影像監
測資料計算)既有工業區、科學園區、相關產業園區2公里
範圍內適宜釋出之土地。

既有產業群聚達一定規模(相鄰50公尺內工業使用達3公頃以
上)。

附-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劃設參考區位(2/5)



都市發展用地發展率達80%以上之既有都市計畫
區2公里範圍內適宜釋出之土地

縣市
都計區 現況人口達計畫人口8成以上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鄰近農三聚集達
五公頃以上(HA)

宜蘭縣 21 10150 4 1,102.17 179.06 
花蓮縣 19 12,281.2 1 585.63 202.35 
南投縣 22 12,652.9 5 2,379.68 72.57 
屏東縣 30 13,070 5 2,806.22 330.63 
苗栗縣 20 7,610 3 1,800.34 745.69 
桃園市 34 31,363.3 21 20,643.29 1,540.86 
高雄市 31 44,085.2 2 1,015.79 77.21 
雲林縣 25 9,774.43 4 1,459.92 342.21 
新北市 46 121,555 28 18,057.81 143.03 
新竹市 6 4,562.94 5 3,813.75 0.07 
新竹縣 16 5,438.85 7 3,776.82 707.56 
嘉義縣 28 15,334.2 1 380.33 93.00 
彰化縣 31 13,219.6 8 5,004.72 343.27 
臺中市 31 54,091.1 7 16,184.14 542.79 
臺東縣 18 8,803.05 2 407.53 43.24 
臺南市 43 52,505.3 12 11,578.21 1,049.02 
小計 438 477,504 124 111,375 6,422.99 
註：建議依最小統計區人口資料計算，目前暫用營建統計年報計算。

附-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劃設參考區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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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率達80%以上既有工業區、科學園區、相
關產業園區2公里範圍內適宜釋出之土地

縣市別

工業區 發展率8成以上非都工業區

處數 面積(HA) 處數 面積(HA)
鄰近農三聚集
達5公頃以上
(HA)

新北市 81 2,567.49 46 1,747.99 130.95
臺南市 59 7,269.73 9 826.90 338.19
桃園市 52 5,466.22 15 2,091.02 916.63
高雄市 51 6,171.14 17 3,150.25 178.15
臺中市 39 3,360.56 7 1,013.63 330.88
雲林縣 34 7,213.69 6 2,507.81 535.19
屏東縣 30 1,717.72 3 450.34 270.37
嘉義縣 20 1,880.95 6 614.69 88.68
宜蘭縣 18 1,351.63 1 238.04 57.92
苗栗縣 16 1,610.46 4 300.04 889.48
彰化縣 15 6,673.77 7 574.39 230.86
新竹縣 11 865.80 2 561.06 367.53
花蓮縣 10 889.33 1 133.22 44.77
南投縣 7 825.07 2 4,62.78 33.75
臺東縣 3 38.79 1 18.73 26.51
基隆市 2 489.66 1 30.55 -
總計 453 49,193.19 128 14,721.53 4,439.86 

附-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劃設參考區位(4/5)

31



縣市

工業使用群聚
達一定規模

(3HA以上)(B2)

工業使用比例超
過10%(B3) 小計

處數 面積(HA) 處數 面積(HA) 處數 面積(HA)
新北市 3 57.44 5 33.33 8 90.77
桃園市 6 230.7 34 339.8 40 570.53
新竹縣 0 0 8 61.56 8 61.56
苗栗縣 1 46.85 11 158.5 28 205.31
臺中市 17 554.6 17 155.1 18 709.63
彰化縣 2 13.07 33 323.8 35 336.88
南投縣 2 15.49 3 19.14 5 34.63
雲林縣 0 0 2 14.63 2 14.63
嘉義縣 0 0 4 38.83 4 38.83
臺南市 13 519.7 13 145.3 26 664.92
高雄市 3 362.7 17 174.5 20 537.21
屏東縣 0 0 2 12.7 2 12.7
花蓮縣 1 14.48 6 122.2 7 136.7
總計 48 1,815 155 1,599 203 3,414.3

既有產業群聚達一定規模且位於第3種農
業用地分布表。

分布圖

附-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劃設參考區位(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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