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 
-重大議題回應 



重要議題 

1. 災害類環敏一為何列為國保二? 

2. 水庫集水區是否納入國保一? 

3. 國土計畫如何指導部門計畫? 

4. 都市計畫區如何轉換國土功能分區？ 

5. 鄉村區如何轉換為國土功能分區? 

6.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是否禁止農舍興建? 

7.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與國土保育地區之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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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災害類環敏地約有13萬公頃，其中私有地約2萬公頃，依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第440號：「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若逾其
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應予合理補償。」
參考國外經驗及法律學者見解，災害類環敏地(斷層帶、洪氾區等)應屬財產
瑕疵，政府責任應是將資訊充分公開，讓社會大眾瞭解災害風險，如因防災
角度予以限制開發使用時，應未達「特別犧牲」程度，屬於社會責任所應忍
受範圍，應不予補償。考量災害類環敏地應不需給予最高強度之管制及限制，
故國土計畫將災害類環敏地列入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二、災害類環敏地應屬財產權瑕疵。 

1.災害類環敏一(如活動斷層兩側一定距離)為何列為國保二? 

 

以往區域計畫開發許可幾乎可於各非都分區申請，僅檢核不得位於環敏一，
如位於環敏二需符合特定條件，原則上仍准許開發。但國土計畫四大功能分
區架構下，未來一定規模以上性質特殊之使用許可申請需符合該分區分類之
使用原則，且不得變更分區分類，亦即未來國土保育地區或農業發展地區不
會有產業園區、住宅社區等城鄉型態開發案。故國保二將比區域計畫環敏二
嚴格。 

一、國土計畫國土保育地較區域計畫環敏地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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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區 

環境敏感
地區 

區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方式 

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方式 

現在 

產業園區、住宅社區、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填海造地…… 

使用許可-應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
使用原則，且不得變更分區
分類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填海造地以城鄉
發展地區為限 

開發許可-應避免位於第一級環
境敏感地區 

未來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一般農業區 
特定專用區 

特定農業區 

鄉村區 

河川區 風景區 

工業區 

功能分區 

城鄉發展 
地區 

國土保育 
地區 

農業發展 
地區 

開發許可─產業園區、住宅社區…… 

1.災害類環敏一(如活動斷層兩側一定距離)為何列為國保二? 

海洋資源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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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對水庫集水區未來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之研擬，係全部列
入國土保育地區，不論是國保一、國保二，未來均不會有城鄉型態之使用許
可。另考量延續106年5月發布之「修正全國區域計畫」架構，及經濟部對
水庫集水區加強保育合理管理政策方向，「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之水庫集
水區，且與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之環境敏感地區範圍，係列為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其中「與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者，考量避免土砂災害，又再增列
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山坡地一定坡度以上等項目，未來將禁止開發及變更。
另非屬與水資源直接相關之地區，係列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僅允許有條
件的發展利用，且需落實廢汚水削減，嚴密水質控管，提撥營運保證金等條
件，以防治災害及避免汚染水源。 

一、國土計畫對水庫集水區管制趨於嚴格 

 

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面積涵蓋台灣約三分之一（約114萬公
頃），其中包括許多城鎮及聚落（都市計畫及鄉村區面積約9萬8,000公
頃 ） ，這些既有發展區應加強推動雨汚水下水道，汚水及垃圾處理設施等
公共衛生服務系統建設，以避免影響水源維護及水庫經營管理。 

二、既有發展區應加強公共衛生服務設施建設 

2.水庫集水區是否納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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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密度 
雨汙水分流 
水質監測 
提撥保證金 

條 
件 
許 
可 

區域計畫架構 

水
庫
集
水
區 

環敏一 

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 

環敏二 

非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 

與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 

非與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 

禁止開發及變更 

條 
件 
許 
可 

低密度 
雨污水分流 
水質監測 
提撥保證金 

條件許可 

水
庫
集
水
區 

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 

非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 

與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 

非與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 

禁止開發及變更 

條件許可 

國保一 

國保二 

國保二 

國土計畫架構 

註：與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特定水土保持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之地區、水庫
蓄水範圍、森林(國有林試驗區、保安林等森林地區)、森林(區域計畫劃定之森林區)、森林(大專院校實驗林地
及林業試驗林地等森林地區)、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山坡地(坡度30%以上)。 

2.水庫集水區是否納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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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土計畫如何指導部門計畫? 

• 我國國家重大公共建設係由國家發展委員會統籌各部會計畫，

透過國家發展計畫(四年計畫)、中長程國家發展(建設)計畫，秉

持前瞻、務實原則進行規劃，以作為各部門編列預算之依據。 
公共建設計畫部門別及次類別一覽表 

部門別 次類別 次類別主管機關 
1.交通及建設部門 公路 交通部 

軌道運輸 交通部 
航空 交通部 
港埠 交通部 
觀光 交通部 

2.環境資源部門 環境保護 環保署 
水利建設 經濟部 
下水道 內政部 
國家公園 內政部 

3.經濟及能源部門 工商設施 經濟部 
油電 經濟部 

4.都市開發部門 都市開發 內政部 
5.文化設施部門 文化 文化部 
6.教育設施部門 教育 教育部 

體育 教育部 
7.農業建設部門 農業建設 農委會 
8.衛生福利部門 衛生福利 衛福部 

資料來源：彙整自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 

各部會 
•年度計畫 
•經費需求 

•次類別建設計畫 

國家發展委員會 
•初審 
•複審 
•會審 

•委員會前會議 

國家發展委員會 
•委員會審議 

行政院 

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辦理流程 7 



3.國土計畫如何指導部門計畫? 

• 於全國國土計畫規劃作業過程，如有已核定之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如航空
城）涉及全國層次、跨縣市層次、影響重要資源之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者，
將整合納入全國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之參考，如屬規劃作業階段之
重大建設計畫，均已請各部會提供具體區位資料，協助檢視是否涉及環境
敏感地區，並將檢核結果回饋各部會供評估檢討計畫內容。 

• 全國國土計畫發布實施後，後續如有新增國家重大建設計畫，依據國土計
畫法第１７條規定於先期規劃階段，徵詢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意見，以確保
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無競合情形。 

表1 公共建設計畫部門別及次類別一覽表 

  

 

全國國土計畫
(草案) 

•國土空間發展及成
長管理策略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全國性建設 
•跨縣市層次建設 
•影響重要資源 

已核定 
納入 
規劃 
參考 •全國性建設 

•跨縣市層次建設 
•影響重要資源 

規劃中 

規劃草案 

協助檢視 
是否涉及 
環境敏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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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土計畫如何指導部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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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都市計畫區如何轉換國土功能分區? 

• 考量國土計畫法第23條已規定實施都市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

法實施管制，爰比照國家公園模式，於國土保育地區、農業

發展地區分別新增一類依都市計畫法管制類別。將都市計畫

農業區全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

條件之都市計畫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劃設為國土保

育地區第4類。其餘地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1類。 

•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功能分區圖將各該都市計畫區內農業區

範圍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

之都市計畫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範圍劃設為國土保育

地區第4類，指導後續都市計畫變更。其餘地區劃設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1類。 



4.都市計畫區如何轉換國土功能分區? 

都計區A 

都計農 

都計區A 

農發5 城1 

都市計畫農業區全劃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5類，依都市計
畫法管制。其餘劃設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1類。 

都計區B 

國保4 

都計區B 

都計保 
城1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
之都市計畫保護或保育相關
分區或用地，全劃為國土保
育地區第4類，依都市計畫
法管制。其餘劃設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1類。 



5.鄉村區如何轉換為國土功能分區? 

 

未來國土計畫對鄉村區之功能分區轉換係依其性質區分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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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類於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二)工商機能或產業活動較密集，具有都市化程度型態之住宅社區，及都市
計畫區周遭鄉村區居住、就業、就學與都市計畫區有高度相關，歸類於城鄉
發展地區第二類。 
(三)原住民族土地因其土地使用具有傳統文化特殊性，其鄉村區歸類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三類。 

二、國土計畫對鄉村區之轉換 

 

現行非都市土地鄉村區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1條，係為調和、改善農村
居住與生產環境及配合政府興建住宅社區政策之需要，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目前全國約4,900處鄉村區，面積約26,000公頃，人口估計約360萬人。 

一、鄉村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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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鄉村區如何轉換為國土功能分區? 

 
長期以來鄉村地區缺乏公共設施及服務系統之規劃建設，面對未來人口流失及老化
等困境，急需妥慎規劃因應對策。未來國土計畫將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則，依鄉村
地區農業、工商或產業活動發展屬性，導入適切資源協助發展鄉村地區特色風貌，
並整體考量鄉村地區發展需求及特色，研提規劃策略以調整土地使用、改善公共設
施，打造宜適鄉村生活品質。鄉村地區內屬工商產業活動性質之社區聚落，因具備
都市生活特徵，未來宜納入城鄉發展地區，以擬定鄉街計畫方式規劃公共設施配置
及未來發展型態，塑造城鄉生活風貌。而農村社區應從生活、生產、生態之再生規
劃理念出發，充實生活機能設施、維護地方文化特色、營造農業生產經營環境、培
育農村人力資源及建立生態網路，以協助鄉村地區永續發展。 

三、鄉村地區未來定位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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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鄉村區如何轉換為國土功能分區? 

功能分區 分類 劃設條件 

城鄉發展區 
第2類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鄉村區達一定規模以上，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者，得劃設城鄉發展區： 
(1)位於人口發展率超過80%以上都市計畫區周邊一定距離內。 
(2)符合都市計畫法第11條規定鄉街計畫條件。 
(3)工商機能或產業活動較高之地區。 

第3類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依據區域計畫法劃設之鄉村區。 

農業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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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排除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具有城鄉發展性質之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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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農一是否禁止農舍興建? 

 

為確保糧食生產安全，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未來國土計畫將具有優良農
業生產環境的優良農地，亦即農委會農地資源調查之第一種農業用地，劃設
為農業發地區第一類，以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產銷設施為主，將禁止或限制
其他使用。雖然農業發展條例已明訂農地興建農舍不得影響農業生產環境，
但長期以來農舍興建是造成破壞農地完整性、污染農業用水及農業生產環境
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資料估計，目前農地資源調查之第一
種農業用地已有約30%土地已有建築使用。為避免優良農地再遭受破壞，達
成確保糧食安全，維護農業生產環境目的，未來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將禁止
居住型態之農舍申請，以維持農業生產及其必要產銷設施使用為主。 

一、優良農地應維護農業生產環境 

 

為了鼓勵農地維持農用，降低農地轉用誘因，增強農業經營體質，未來農業
主管機關將推動「對地綠色環境給付」制度，只要農地農用即給予補貼，對
應其農地農用對環境之貢獻，另對採行有機農法、節水耕作等，再分別給予
不同額度獎勵及友善環境補貼，以提升農民收益。 

二、配合對地綠色環境給付政策，鼓勵農地維持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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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與國土保育地區之差別? 

 

國土保育地區為國土計畫四大功能分區之項目之一，未來四大功能分區將整
合區域計畫非都市土地、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依土地資源條件劃設功
能分區分類，據以實施土地使用管制。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係考量環境敏感
特性，依據天然資源、自然生態或景觀、災害及其防治設施分布情形加以劃
設。未來按國土計畫功能分區管制後，對具環境敏感特性之國土保育地區將
更嚴格予以管制，達成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源，強化國土管理目的。 

一、國土保育地區係四大國土功能分區之一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係為了復育環境敏感及國土破壞地區，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劃定，擬定復育計畫進行復育工作。依國土計畫法規定，有六類地區：(1)
土石流高潛勢地區；(2)嚴重山崩、地滑地區；(3)嚴重地層下陷地區；(4)流
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5)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6)
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未來經劃定之地區應以保育
和禁止開發行為及設施之設置為原則，並由劃定機關擬訂復育計畫進行復育
工作，恢復受災地區的環境穩定，並恢復既有生態體系之功能，以有效保育
水、土及生態環境。 

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係為進行復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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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與國土保育地區之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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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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