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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背景說明 

國土計畫法業經總統於 105 年 1 月 6 日公布，並經行政院核定自 105 年 5 月 1 日起

施行，其立法目的係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

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

永續發展。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0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內容，應載明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整、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同法第 22條規定，國土功能分區之劃

設，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各該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

（簡稱:第二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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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經內政部核定公告後實施管制。功能分區及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除應依循「全

國國土計畫」指導外，該國土功能分區圖之辦理機關、製定方法、比例尺、辦理、檢討變

更程序及公告，亦應遵循「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辦理。未來國土計畫及土地使

用管制均需仰賴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圖作為實質管制基礎。 

因此，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所載內容實為

後續「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簡稱:第三階段）之指導，故第三階段國土功

能分區圖劃設作業，原則應依循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相關內容(包含國土功能分區示

意圖)辦理。 

惟第二階段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於規劃階段，係以既有圖資進行套疊分析，與實

際地形地勢無法完全吻合，故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應保留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實際

地形地勢酌予調整邊界之空間；此外，國土計畫法真正執行前，區域計畫法尚未廢止，仍

有依循區域計畫法辦理之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更正或劃定案件，亦有非

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案件，故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除前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

邊界調整外，亦應容許配合區域計畫法辦理完成之加強資源保育、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法令檢討變更、更正使用分區案件，及開發許可案件，酌予調整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之空間。 

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及公告作業，

本手冊依各相關法令為基礎，研訂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俾利直轄

市、縣(市)政府於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時，得清楚瞭解應蒐集資料，及所需參酌各部門空

間圖資。另因劃設過程各參考界線存有不易套疊問題，故透過本案釐清各種界線特性，並

據以研議各功能分區分類界線劃設方式，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另直轄市、縣(市)

政府需將功能分區及分類圖提經中央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且需建置分區分類及使

用地資訊系統，爰本案亦就審議過程所需技術文件及相關檔案資料格式先行研議，俾利後

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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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冊目的 

本手冊為因應第二階段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在「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

應表明內容予以界定，並依循「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內容，就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提出操作

方式建議，提供縣市政府劃設國土功能分區之參考，以及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

使用地劃設及審議階段而擬定，期能達以下目標： 

1.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於第二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劃設，及第三階段國土

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界線劃設時，應蒐集資料及所需參酌各部門空間圖資。 

2.對於兩階段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涉不同圖資種類與特質等，提出功能

分區分類界線劃設方式。 

3.訂定後續第三階段中央審議所需技術文件、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地理資訊系統資料

格式。 

本手冊主要使用對象為地方政府業務相關人員、承攬規劃作業之顧問公司、其他規劃

專業人士；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並得以本手冊作為審議第二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示

意圖及第三階段功能分區及分類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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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辦理依據及作業流程 

一、全國國土計畫空間指導事項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107 年 4 月），與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相關之空間指導事項，主要

彙整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劃設順序等內容，說明如後。 

（一）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3 條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之目的，係基於保

育利用及管理之需要，根據土地資源特性，劃分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另外考量環境資源條件、土地利用現況、地方特

性及發展需求等因素，在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20條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下，予以

劃分其他必要的分類，以利適當的土地使用管制。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條

件彙整如下表 2-1。 

表2-1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條件彙整表 

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 劃設條件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1.位處山脈保育軸帶（中央山脈、雪山山脈、阿里山山脈、玉山山脈、海岸

山脈）、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地區內，具有下列條件之陸域地

區，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1）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地形、植物及礦物之地區。 

（2）於重要特殊或多樣之野生動物棲息環境，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

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需要，應加強保護之地區。 

（3）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之原始森林，具有生態代表性之地景、林型，特

殊之天然湖泊、溪流、沼澤、海岸、沙灘等區域，為維護森林生態環

境，保存生物多樣性，所應保護之國有林、公有林地區；及為涵養水

源及防止災害等目的，所劃設保安林地。 

（4）為保障水資源供應及維護水庫功能，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水庫

蓄水範圍。 

（5）為確保飲用水水源水質，避免有非法砍伐林木或開墾土地，土石採取

及探礦、採礦，或相關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所應劃定之地區。 

（6）符合國土保育性質，或屬於水資源開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

公告之水道。 

（7）沿海富含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地及生態廊道，或生態景觀及自然地貌

豐富特殊，及具有重要海岸生態系統，為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劃定之

地區。 

（8）海岸河口具生態多樣性及重要保育物種，具有水資源涵養功能之濕地。 

2.位於前 1.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第二類 1.鄰近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周邊地區內，具有下

列條件之陸域地區，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1）國公有林地，依永續使用及不妨礙國土保安原則，發展經濟營林、試

驗實驗、森林遊樂等功能之地區。 

（2）高山丘陵易因地質脆弱鬆軟或坡向特殊，致重力承載不足並產生坡度

災害之地區。 

（3）河川野溪周邊因地質敏感及坡地特性，易因水土混合及重力作用後，

夾帶土石沿坡面或河道流動所造成災害之地區。 

（4）山坡地經辦理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查定為加強保育地之地區。 

（5）為維護自來水供應之水質水量，就水源保護需要所劃定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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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 劃設條件 

2.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 

3.位於前 1.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第三類 國家公園計畫地區。 

第四類 屬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具有下列條件者，得劃設為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1.水源（水庫）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者。 

2.其他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符合國土保育性質，屬

水資源開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範圍內者。 

海洋資源地區 第一類之一 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 

第一類之二 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包括水面、水體、

海床或底土等），設置人為設施，管制人員、船舶或其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使

用。 

第一類之三 屬第一類之一及第一類之二以外之範圍，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核定

前，經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

其使用需設置人為設施且具排他性者。 

第二類 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包括水面、水體、

海床或底土等），未設置人為設施；或擬增設置之人為設施，能維持其相容使

用者。除特定時間外，有條件容許人員、船舶或其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使用。 

第三類 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或曾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符合下列條

件中之一，且滿足面積規模大於 25 公頃以上與農業生產使用面積比例達 80%

以上者；但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理分區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得劃設

為本分類土地： 

1.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 

2.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3.農業經營專區、農產專業區、集團產區。 

4.養殖漁業生產區。 

5.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地方農業發展需要劃設者。 

第二類 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與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元化之地區，不符

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條件，或符合條件但面積規模未達 25 公頃或農業生

產使用面積比例未達 80%之地區。 

第三類 具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山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以及可供經濟營林，生產

森林主、副產物及其設施之林產業用地，條件如下： 

1.供農業使用，且無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或無第二類（國土保安、水源保護

必要）之山坡地宜農、牧地。 

2.可供經濟營林之林產業土地，且無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之山坡地宜林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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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類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能維持糧食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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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都市計畫農業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範圍之都市計畫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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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 劃設條件 

第二類之一 1.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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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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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類之二 1.核發開發許可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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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前經行政院專案

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 

2.位於前 2.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第二類之三 1.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且有具體規劃內

容或可行財務計畫者。 

2.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下，

為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提高當地生活環

境品質等原因，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得適度擴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

村區或工業區範圍，其範圍應儘量與既有鄉村區或工業區性質相容，避免

影響當地居住或產業發展情形： 

（1）為居住需求者，應儘量配合當地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情形，且當

地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鄉村區可建築土地並無閒置或可提供

再利用情形。 

（2）為產業需求者，應儘量與當地既有產業相容者為原則，除係配合當地

產業發展趨勢，且當地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工業區並無閒置

或可提供再利用情形。 

（3）為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者，以污水處理設施、自來水、電力、電

信、公園、道路、長期照護或其他必要性公共設施，且以服務當地既

有鄉村區或工業區為原則。 

（4）為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者，以當地既有鄉村區居住密度高於全國標

準為原則。 

3.基於集約發展原則，依原區域計畫法規定取得開發許可案件或依本法取得

使用許可案件，得依下列規定檢討劃設其適度擴大範圍： 

（1）與原開發許可計畫或使用許可計畫範圍相毗鄰，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屬同一興辦事業計畫，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事業

計畫之文件或原則同意等意見文件。 

（2）需符合各級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之總量或區位指導。 

（3）需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之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策略（計畫）指導，避免

使用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但因零星夾雜無可避免納入該等土地者，於

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後，該零星夾雜土地依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

指導原則使用。 

4.位於前 1.、2.、3.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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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全國國土計畫（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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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 

上述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順序，考量國土保育、全國糧食安全、產業及居住

發展，其先後順序依次以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

展地區為原則。至於，各國土功能分區下之分類，其劃設順序如下： 

1.各國土功能分區下，考量法律保障既有權益原則，如涉及下列地區者，優先劃

設： 

（1）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之地區。 

（2）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之地區。 

（3）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及一定面積規模以上具有城鄉發展

性質之特定專用區。 

（4）其他海域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 

2.除前開優先劃設之地區外，國土保育地區按其環境敏感程度由高至低依序劃設，

農業發展地區按農地資源品質由高至低依序劃設。 

（三）劃設作業 

1.依國土計畫法第 22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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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各該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依照各級國土計畫，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

使用地，並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以實施管制。 

2.依國土計畫法第 15條第 1項後段規定，行政轄區均已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

公園計畫者，得免擬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惟考量全國國土計畫為引導

全國國土資源保育及利用之空間發展計畫，上開地區（包括臺北市、嘉義市、金

門縣及連江縣等）仍應遵循全國國土計畫相關規定，故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

施後，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其行政轄區及海域管轄範圍，依全國國土

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相關子法規定，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報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以落實全國國土計畫相關內容。 

3.為落實全國國土計畫，免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者，各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仍應依據本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規定，於該計畫公告實施

後（或於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圖，

併同劃設說明書，依法定程序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前開劃設說明書

至少載明： 

直轄市、縣（市）轄區範圍內天然災害、自然生態、文化景觀及自然資

源分布空間區位。 

直轄市、縣（市）都市計畫農業區發展定位、宜維護農地面積及區位。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或調整情形。 

4.免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者，其國土功能分區圖得每 5 年通盤檢討 1

次，並作必要之變更；如有符合本法第 22條第 2項規定情形，並得隨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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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依國土計畫法、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劃設條件及順序、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國土計畫規劃作業手冊、國

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等規定，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示

意圖。 

6.依國土計畫法、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條件及順序、國土功能分

區圖繪製作業辦法、國土計畫規劃作業手冊、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

設作業手冊等規定，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

編定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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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辦理流程 

有關第二階段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整體辦理流程詳見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規劃手冊第一部分，本手冊不另複述，以下依據本法及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

草案（108.12）第 15條至第 21條，說明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之整

體辦理流程。 

（一）製定國土功能分區圖、編定使用地及研擬劃設說明書、彙整清冊 

1.製定國土功能分區圖 

2.編定使用地 

3.研擬劃設說明書 

4.彙整清冊 

（二）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1.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製定國土功能分區圖、編定使用地及研擬劃設說明書

後，應將前開書圖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有關鄉（鎮、市、區）公所分

別公開展覽三十日，並於直轄市、縣（市）適當地點舉行公聽會。 

2.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

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

名稱及地址，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陳述意見。 

3.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變

更為非可建築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 

4.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保護或保育相關地區，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該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舉行公開展覽及公聽會或說明會，且屬檢討變更為國土保

育地區第一類至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免依 1.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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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108.12）第

15條辦理公開展覽期滿後，應將國土功能分區圖、使用地編定及劃設說明書併同

人民或團體意見提請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國土功能分區圖、使用地編定、劃設說明書併同人民或團體意見、審議之進

度、結果、人民或團體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有關資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於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平台公開。 

（四）內政部核定 

1.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後，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並應

檢具下列書圖各乙式三份： 

（1）劃設說明書。 

（2）國土功能分區圖。 

（3）土地清冊電子檔。 

（4）人民或團體意見及參採情形。 

表2-2 人民或團體意見及參採情形對照表格式 

編號 人民或團體名稱 人民或團體意見 參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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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核表。 

表2-3 國土功能分區查核表格式 

項目 審核結果 說明及相關公文 

一、書圖（含格式、份數）及相關資料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二、國土功能分區圖製定方式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三、各國土功能分區面積是否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相同？ 

□是 

□否 

 

四、是否會同有關機關針對圖資疑義地區辦理現勘？ □是 

□否 

 

五、是否就國土功能分區邊界決定方式徵詢有關機關意見？ □是 

□否 

 

六、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公聽會？ □是 

□否 

 

七、是否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 □是 

□否 

 

八、是否有陳情意見？又其意見是否經妥適處理？ □是 

□否 

 

註：辦理現勘並非必要程序。 

2.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前項書圖後，徵詢有關機關意見，並提內政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審議通過後予以核定。 

3.國土功能分區圖、使用地編定、劃設說明書併同人民或團體意見、審議之進度、

結果、人民或團體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有關資訊，中央主管機關應於網際網路

或其他適當平台公開。 

（五）公告 

1.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編定經核定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接到核

定公文之日起三十日內公告，並將前開書圖函送有關鄉（鎮、市、區）公所分別

公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九十日。 

2.公告時間及結果重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

法廣泛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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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傳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公開展覽期滿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使用地

編定結果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供民眾查詢。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有辦理地籍逕為分割之必要者，應檢送國土功

能分區圖之公告圖說及有關資料，請當地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單位）據以

辦理。 

（七）辦理國土功能分區檢討變更 

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第一次公告國土

功能分區圖後，辦理國土功能分區檢討變更之時程及類型如下，其辦理程序依（一）

至（六）規定辦理： 

1.得隨時辦理者：為加強國土保育，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於符合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條件下，辦理國土功能分區檢討變更。 

2.應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所定一定期限內完成者： 

（1）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成長管理計畫指定之未來發展地區，於符合下

列各款情形者，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成長管理計畫之發展順序、時程及性質。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 

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定事項。 

（2）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及第二類之三土地，經完成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得依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配合劃出或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3）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或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經完成國家公園法定程序，

得依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配合劃出或劃入國土保育地區第

三類。 

（4）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土地，經依法完成使用許可程序，依使用許可計

畫範圍，配合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5）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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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通盤檢討 

1.依本法第十五條，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使用地編定配合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 

2.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得免擬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者，各該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辦理國土功能分區書圖

繪製作業，並得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 

（九）編製工作報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使用地編定過程應予記

錄，並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編定公告後，製作工作報告及邊界決定相關圖

檔，其工作報告內容至少載明下列事項： 

1.辦理程序、經過及情形。 

2.歷次研商會議、會勘、公開展覽、公聽會、直轄市、縣（市）、內政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等相關會議紀錄及回應處理情形。 

3.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及參採情形。 

4.國土功能分區圖邊界決定結果。 

5.其他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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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二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操作流程 
此章節旨在於說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即第二

階段之劃設操作流程，本章節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劃設係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所載劃設條件，提

出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操作流程如下圖，以下就各操作步驟分別說明。 

 

圖3-1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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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資蒐集 

（一）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所需圖資 

為彙整劃設國土功能分區應搜集圖資之類型、來源及屬性，提出下表國土功

能分區所需圖資彙整表，供各縣市政府對照，表格中若為自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取得之數值圖資，將彙整其數值圖資屬性、涉及之縣市與圖資使用注意事項

供縣市政府參酌；表格中所列圖資若縣市政府具有較新且準確的資料，則以各縣

市政府較新之資料為準，如各縣市都市計畫範圍與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部分，

則須由各縣市政府之最新資料為主。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所需圖資彙整表詳如下表

3-1。 

以下詳述各欄之內容： 

1.圖資名稱：該圖資的圖資名稱。 

2.功能分區應用類別：該圖資欲應用的國土功能分區。 

3.申請單位：該圖資申請或管理單位 

4.檔案格式：該圖資類型。 

5.資料更新時間：城鄉發展分署或營建署綜合計畫組圖資之資料更新時間。 

6.坐標系統：數值圖資之坐標系統。 

7.涵蓋縣市：該圖資涵蓋之縣市。 

8.備註：使用數值圖資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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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國土功能分區所需圖資一覽表格式 

圖資名稱 
功能分區 

應用類別 
申請單位 檔案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坐標 

系統 
涵蓋縣市 備註 

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 

shp. 108.03.29 TWD97 全臺  

等高線（內政部

20 公尺網格數

值地形模型資

料）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地政司 CSV/TXT 105.08.29 TWD97 全臺  

直轄市、縣市界

線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 

shp. 107.12.26 TWD97 全臺  

鄉鎮市區界線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 

shp. 107.12.26 TWD97 全臺  

村（里）界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 

shp. 108.01.04 TWD97 全臺  

國土利用調查成

果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 

shp. 108.03.29 TWD97 全臺  

地籍圖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直轄市、縣

（市）政府 

shp.  TWD97 全臺 1.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之 GIS

地籍圖，由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所提供，係整合各縣市

政府所提供測量結果及未

登記土地測量、基本控制測

量等，強制接合各地段，部

分地區可能與地籍實際坐

落位置有所誤差，且有半年

以上時間落差，請謹慎使

用。若 GIS 地籍圖資料、土

地地段資料及控制測量結

果等資訊與各縣市政府資

訊產生誤差時，以各縣市政

府重新測量結果為準。 

2.地籍圖之權屬部分建議以

直轄市、縣（市）政府蒐集

為準。 

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 

基本圖資 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發展分署、直

轄市、縣（市）政

府 

shp. 108.03.29 TWD97 全臺除臺北市、金門

縣、嘉義市外 

向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

署申請之圖資乃由國土測繪

中心產製之GIS地籍圖製作而

成。 

非都市土地使用

編定 

基本圖資 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發展分署、直

轄市、縣（市）政

府 

shp. 108.03.29 TWD97 全臺除臺北市、金門

縣、嘉義市外 

向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

署申請之圖資乃由國土測繪

中心產製之GIS地籍圖製作而

成。 

平均高潮線 基本圖資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7.08.03 TWD97 全臺除南投縣、臺北

市、嘉義市外 

 

山坡地範圍 基本圖資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

直轄市政府 

shp. 106.05.31 TWD97 全臺 各直轄市山坡地範圍請逕洽

各直轄市水保單位。 

縣市海域管轄範

圍 

基本圖資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8.7.12 TWD97 全臺除南投縣、臺北

市、嘉義市外 

 

直轄市、縣（市）

第一次公告使用

分區編定作業報

告 

基本圖資 直轄市、縣（市）

政府 

- - - 全臺除臺北市、金門

縣、嘉義市外 

 

非都市土地特定

專用區，以及甲

種建築用地、乙

種建築用地、丙

種建築用地、特

定目的事業用

地、農牧用地、窯

業用地等 6 種使

用地之個別目的

事業機關核定計

畫、範圍及土地

利用現況 

基本圖資 直轄市、縣（市）

政府 

- - - 全臺除臺北市、金門

縣、嘉義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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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名稱 
功能分區 

應用類別 
申請單位 檔案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坐標 

系統 
涵蓋縣市 備註 

原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區範圍

內人口調查（包

含近 5 年人口

數、從事工商業、

農林漁牧業戶

數） 

基本圖資 直轄市、縣（市）

政府 

- - - 全臺除臺北市、金門

縣、嘉義市外 

 

都市計畫圖、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 

城 1、國 4、

農 5 

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發展分署、直

轄市、縣（市）政

府 

shp. 108.03.06 TWD97 全臺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所提供的都市計畫圖為每年

統計整合圖資，於劃設功能分

區時須以各縣市政府最新資

訊為準。 

自然保護區 國 1、國 4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 

shp. 106.05.23 TWD97 苗栗縣、臺中市、高雄

市、臺東縣 

 

自然保留區 國 1、國 4、

海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海洋

委員會海洋保育

署 

shp. 106.05.23 TWD97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

縣、臺中市、南投市、

高雄市、臺東縣、屏東

縣、宜蘭縣、澎湖縣 

 

野生動物保護區 國 1、國 4、

海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海洋

委員會海洋保育

署 

shp. 104.07.23 TWD97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

市、彰化縣、臺中市、

臺南市、宜蘭縣、臺東

縣、澎湖縣 

 

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 

國 1、國 4、

海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海洋

委員會海洋保育

署 

shp. 104.07.23 TWD97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

縣、新竹市、苗栗縣、

臺中市、嘉義縣、彰化

縣、雲林縣、南投縣、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

縣、宜蘭縣、花蓮縣、

臺東縣、澎湖縣 

 

一級海岸保護區 國 1、國 4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6.03.04 TWD97 彰化縣、雲林縣、嘉義

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 

 

國際級重要濕地 國 1、國 4、

海 1-1 

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發展分署 

shp. 108.01.15 TWD97 臺南市 
 

國家級重要濕地 國 1、國 4、

海 1-1 

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發展分署 

shp. 108.01.15 TWD97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

縣、新竹市、苗栗縣、

臺中市、彰化縣、嘉義

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

縣、臺東縣、澎湖縣、

金門縣、連江縣 

 

濕地保育利用計

畫 

國 1、國 4 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發展分署 

shp.  TWD97 新北市、桃園市、臺南

市、花蓮縣、臺東縣 

 

飲用水水源水質

保護區 

國 1、國 4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shp. 105.05.03 TWD97 基隆市、新北市、桃園

市、新竹縣、苗栗縣、

臺中市、南投縣、嘉義

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花蓮縣、臺東

縣、宜蘭縣、澎湖縣、

金門縣 

 

飲用水取水口一

定距離內之地區 

國 1、國 4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shp. 105.05.03 TWD97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

市、桃園市、新竹縣、

新竹市、南投縣、嘉義

縣、高雄市、屏東縣、

宜蘭縣、臺東縣 

 

水庫蓄水範圍 國 1、國 4 經濟部水利署 shp. 106.05.17 TWD97 基隆市、新北市、桃園

市、新竹縣、苗栗縣、

臺中縣、南投縣、嘉義

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臺東縣 

 

中央管河川 國 1、國 4 經濟部水利署 shp. 106.06.29 TWD97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

市、桃園市、新竹縣、

新竹市、苗栗縣、臺中

市、彰化縣、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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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名稱 
功能分區 

應用類別 
申請單位 檔案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坐標 

系統 
涵蓋縣市 備註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

市、高雄市、屏東縣、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

縣 

縣市管河川 國 1、國 4 直轄市、縣（市）

政府 

shp. - - - 建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將縣市管河川劃入國保一。 

保安林 國 1、國 4、

海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 

shp. 105.09.30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

市、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

縣、南投縣、雲林縣、

嘉義縣、嘉義市、臺南

市、高雄市、屏東縣、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

縣 

 

國有林事業區 國 1、國 2、

國 4、海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 

shp. 105.06.30 TWD97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

縣、苗栗縣、臺中市、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

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

縣、臺東縣 

 

國有林區林地分

區圖 

國 1、國 2、

國 4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 

shp. 106.06.21 TWD67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

縣、苗栗縣、臺中市、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

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

縣、臺東縣 

 

大專院校實驗林

地 

國 2 教育部 shp. 106.07.18 TWD97 新北市、臺中市、南投

縣、嘉義縣、臺南市、

屏東縣、宜蘭縣、臺東

縣 

 

林業試驗林地 國 2、海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業試驗所 

shp.  TWD97 新北市、南投縣、雲林

縣、嘉義縣、高雄市、

屏東縣、宜蘭縣、臺東

縣 

 

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 

國 2 經濟部水利署 shp. 108.04.15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

市、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

縣、南投縣、雲林縣、

嘉義縣、臺南市、高雄

市、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澎湖

縣 

 

山崩與地滑地質

敏感區 

國 2 經濟部中央地質

調查所 

shp. 105.08.29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

市、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

縣、南投縣、雲林縣、

嘉義縣、臺南市、高雄

市、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 

 

土石流潛勢溪流 國 2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 

shp. 108.01.16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

市、新竹縣、臺中市、

宜蘭縣、南投縣、嘉義

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

縣、臺東縣 

 

山坡地土地可利

用限度調查 

國 2、農 3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

直轄市政府 

shp. 、

xlsx. 、

txt. 

  TWD97、

TWD67 

全臺除臺北市、嘉義

市、金門縣外 

有地號清冊，缺部分縣市，以

縣市重測調查結果為主。 

直轄縣市外由農委會提供，直

轄市部分由直轄市政府自行

提供。 

國家公園範圍 國 3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8.03.29 TWD97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

市、新竹縣、苗栗縣、

臺中市、南投縣、嘉義

縣、高雄市、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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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名稱 
功能分區 

應用類別 
申請單位 檔案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坐標 

系統 
涵蓋縣市 備註 

花蓮縣、澎湖縣、金門

縣 

歷史建築 海 1-1 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直轄市、縣

（市）政府 

shp. 104.04.07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

市、新竹市、苗栗縣、

臺中市、彰化縣、臺南

市、高雄市、屏東縣、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

縣、澎湖縣、金門縣 

 

文化景觀保存區 海 1-1 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直轄市、縣

（市）政府 

shp. 104.04.07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彰化

縣、雲林縣、嘉義縣、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

縣、宜蘭縣、花蓮縣、

澎湖縣、金門縣 

 

溫泉露頭及其一

定範圍 

海 1-1 經濟部水利署 shp.  TWD97 宜蘭縣。  

水產動植物繁殖

保育區 

海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 

shp. 106.04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苗栗

縣、彰化縣、屏東縣、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

縣、澎湖縣、金門縣。 

  

人工魚礁區及保

護礁區 

海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 

shp. 106.04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

市、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

縣、嘉義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

縣、花蓮縣、臺東縣、

澎湖縣、金門縣。 

  

地質遺跡地質敏

感區 

海 1-1 經濟部中央地質

調查所 

shp. 107.12.25 TWD97、

TWD67 

基隆市、新北市、苗栗

縣、嘉義縣、高雄市、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

縣、臺東縣、澎湖縣。 

 

地方級重要濕地 海 1-1 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發展分署 

shp. 108.01.15 TWD97 高雄市。  

水下文化資產 海 1-1 文化部 shp. - - - 目前文化部尚未公告此項範

圍，故尚未取得。 

定置漁業權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7.06.22 TWD97 新北市、新竹市、苗栗

縣、宜蘭縣、花蓮縣、

臺東縣。 

 

區劃漁業權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7.06.22 TWD97 嘉義縣、臺南市、澎湖

縣。 

 

漁業設施設置範

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5.10.20 TWD97 彰化縣、澎湖縣、金門

縣。 

 

潮汐發電設施設

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位

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風力發電設施設

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8.01.30 TWD97 桃園市、苗栗縣、彰化

縣、雲林縣。 

 

海洋溫差發電設

施設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位

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波浪發電設施設

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位

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海流發電設施設

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5.10 TWD97 屏東縣。  

土石採取設施設

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7.05.09 TWD97 桃園市、苗栗縣、彰化

縣、雲林縣。 

 

採礦相關設施設

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位

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深層海水資源利

用及設施設置範

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7.05.09 TWD97 苗栗縣、臺東縣。  

海水淡化設施設

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位

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海上平台設置範

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5.08.16 TWD97 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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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名稱 
功能分區 

應用類別 
申請單位 檔案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坐標 

系統 
涵蓋縣市 備註 

港區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8.01.30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

市、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

縣、雲林縣、嘉義縣、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

縣、宜蘭縣、花蓮縣、

澎湖縣、金門縣、連江

縣。 

 

海底電纜或管道

設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7.05.25 TWD97 全臺除臺北市、嘉義

市、南投縣、花蓮縣外。 

 

海堤區域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6.06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

市、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

縣、雲林縣、嘉義縣、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

縣、宜蘭縣、花蓮縣、

臺東縣、澎湖縣、金門

縣、連江縣。 

 

資料浮標站設置

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5.08.18 TWD97 新北市、新竹市、臺南

市、高雄市、屏東縣、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

縣、澎湖縣、金門縣、

連江縣。 

 

海上觀測設施及

儀器設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5.08.18 TWD97 彰化縣。  

底碇式觀測儀器

設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5.10.20 TWD97 澎湖縣。  

海域石油礦探採

設施設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位

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跨海橋樑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6.11.14 TWD97 金門縣。  

其他工程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6.06.13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高雄

市、花蓮縣、連江縣。 

 

專用漁業權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8.01.30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

市、苗栗縣、臺中市、

彰化縣、雲林縣、臺南

市、高雄市、屏東縣、

花蓮縣。 

 

水域遊憩活動範

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8.01.15 TWD97 新北市、新竹縣、臺南

市、高雄市、屏東縣、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

縣。 

 

航道及其疏濬工

程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5.10.20 TWD97 嘉義縣、臺南市、花蓮

縣。 

 

錨地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5.08.22 TWD97 桃園市、彰化縣。  

海洋科學與水下

文化資產研究活

動設施設置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位

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排洩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6.01.09 TWD97 新北市、高雄市。  

海洋棄置指定海

域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5.10.20 TWD97 新北市 苗栗縣、臺中

市、彰化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

縣、花蓮縣、臺東縣。 

 

軍事相關設施設

置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6.11.14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

市、新竹縣、新竹市、

臺中市、雲林縣、嘉義

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

縣、臺東縣、澎湖縣、

金門縣、連江縣。 

 

防救災相關設施

設置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位

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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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名稱 
功能分區 

應用類別 
申請單位 檔案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坐標 

系統 
涵蓋縣市 備註 

原住民族傳統海

域使用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位

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重要農業發展地

區 

農 1、農 2、

農 5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Shp. - - 全臺除基隆市、澎湖

縣、金門縣、連江縣外。 

請逕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

請。 

農地生產力等級 農 1、農 2、

農 5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Shp. - - 全臺除基隆市、澎湖

縣、金門縣、連江縣外。 

請逕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

請。 

水利灌溉區 農 1、農 2、

農 5 

直轄市、縣（市）

政府 

Shp. - - - 請逕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

請。 

農地重劃地區 農 1、農 2、

農 5 

內政部土地重劃

工程處、直轄市、

縣（市）政府地政

單位 

Shp. - - - 請逕向直轄市、縣（市）政府

地政主管機關索取。 

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之特定專用

區仍須供農業使

用之土地 

農 1、農 2 臺灣糖業股份有

限公司 

Shp. 107.10.18 - - 請逕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

請。 

農業經營專區 農 1、農 2、

農 5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Shp. 107.09.18 TWD97 新竹縣、苗栗縣、臺中

市、彰化縣、雲林縣、

南投縣、嘉義縣、臺南

市、高雄市、屏東縣、

宜蘭縣、花蓮縣。 

請逕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

請。 

農產業專區 農 1、農 2、

農 5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Shp. 107.09.18 TWD97 新竹縣、彰化縣、嘉義

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宜蘭縣。 

請逕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

請。 

集團產區 農 1、農 2、

農 5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Shp. 107.09.18 TWD97 全臺除基隆市、臺北

市、嘉義市外。 

請逕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

請。 

養殖漁業生產區 農 1、農 2、

農 5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Shp. 107.09.18 TWD97 新竹縣、苗栗縣、彰化

縣、雲林縣、嘉義縣、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

縣、宜蘭縣、花蓮縣。 

請逕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

請。 

土壤污染管制區 農 1、農 2、

農 5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直轄市、縣

（市）政府 

Shp. 108.11.20 TWD97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

市、桃園市、新竹市、

新竹縣、苗栗縣、臺中

市、彰化縣、南投縣、

林縣、嘉義市、嘉義縣、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

縣、宜蘭縣、花蓮縣、

澎湖縣、金門縣 

請逕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或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 

修正全國區域計

畫辦理分區檢討

變更後之特定農

業區、一般農業

區 

農 1、農 2 直轄市、縣（市）

政府 

- - - 全臺除臺北市、金門

縣、嘉義市外。 

 

農村再生計畫範

圍 

農 4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Shp. 107.12.25 TWD97 全臺除臺北市、新竹

市、嘉義市、金門縣、

連江縣外。 

已核定或申請中之農村再生

計畫範圍及培根計畫之計畫

範圍皆須申請 

原住民族傳統領

域 

城 3、農 4 原住民族委員會 Shp.kml. - -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

縣、苗栗縣、臺中市、

南投縣、嘉義縣、高雄

市、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 

 

原住民保留地  農 4、城 3 原住民族委員會 shp.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

市、新竹縣、苗栗縣、

臺中市、南投縣、嘉義

縣、高雄市、屏東縣、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

縣。 

 

核定部落範圍 農 4 原住民族委員會 Shp.pdf. - - - Pdf 檔為臺灣原住民族部落事

典 

行政院主計總處

農林漁牧普查資

料（民國 104 年） 

城 2-1 行政院主計總處 Xls.xlsx. - - 全臺 以村里為單位，目前可取得最

新圖資年度為民國 104年，後

續須以更新之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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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名稱 
功能分區 

應用類別 
申請單位 檔案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坐標 

系統 
涵蓋縣市 備註 

內政部國土資訊

系統社會經濟資

料庫戶籍人口空

間資料（民國

101年、106年） 

城 2-1 內政部國土資訊

系統社會經濟資

料庫 

csv 每半年更

新一次 

TWD97 全臺 以人為單位，可轉換為點位資

料。逕向內政部國土資訊系統

社會經濟資料庫申請 

106 年度各都市

計畫區的都市發

展用地發展率統

計 

城 2-1 內政部營建署 pdf 108.03.15  全臺 1.該資料係屬107年度國土利

用監測整合作業加值應用分

析成果 

2.本署業以 108 年 3 月 15 日

營署綜字第 1081041877 號函

予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

成果。 

開發許可地區 城 2-2 內政部營建署 shp. 108.03.05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

市、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

縣、南投縣、雲林縣、

嘉義縣、臺南市、高雄

市、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 

開發許可又可分為由中央（內

政部）及地方政府審議 2 類，

以下說明各該圖資之辦理情

形： 

1.由內政部審議之開發許可

案件，目前已完成資料檢核及

數化作業，惟數化作業係依紙

本圖資及地籍圖為依據，可能

產生誤差，且部分案件涉及變

更，資料重複產製且範圍不盡

相同，仍請地方政府查認後再

劃城 2-2之範圍。 

2.由地方政府審議之開發許

可案件，仍應請地方秉於權責

取得相關圖資後作為城2-2劃

設參考。 

獎勵投資條例同

意案件 

城 2-2 內政部營建署、

直轄市、縣（市）

政府 

shp. 108.02.15 GRS1980 - 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可分

為中央（經濟部）及地方政府

同意 2 類，目前僅取得中央同

意案件，待綜合計畫組二科取

得地方政府同意案件再予更

新。 

行政院專案核定

免徵得區域計畫

擬定機關同意案

件 

城 2-2 直轄市、縣（市）

政府 

- - - 全臺除臺北市、金門

縣、嘉義市外。 

地政司提供之行政院專案核

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同意案件清冊，僅表列案件名

稱，故尚無此項圖資。 

重大建設計畫 城 2-3 直轄市、縣（市）

政府 

- - - -  

新設產業用地 城 2-3 直轄市、縣（市）

政府 

- - - -  

新訂.擴大都市

計畫（草擬.核

定） 

城 2-3 直轄市、縣（市）

政府 

- - - -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本表圖資資訊更新至民國 108 年 05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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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案件資料清查 

1.核發開發許可地區 

（1）山坡地開發許可案件 

山坡地開發許可案件依原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原山開

辦法）規定，皆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核發許可，故應以直轄

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許可之計畫書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設

依據。內政部於民國79年2月14日修正原山開辦法，增訂需送內政部區域計

畫委員會同意之制度規定，爰分成下列2種清查方式： 

屬民國 72年至 79年之山坡地開發許可案件：此類案件因未經內政部審

議，故內政部尚無該案件之清冊或相關資料，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主管建築機關協助進行清查作業，並提供該資料予內政部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國土主管機關，以利後續繪製作業。 

屬民國 79年至 92年之山坡地開發許可案件：此類案件因已由內政部區

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

畫組民國 108 年 1 月 23 日「國土計畫法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

設及案件資料清查作業」研商會議紀錄整理之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大

會及小組審議案件名稱及會議決定摘錄及內政部已許可或同意案件清

冊，作為山坡地開發許可案件清查基礎。 

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以下簡稱管制規則）第 22 之 1 條第 1 款

規定，屬民國 92年 3月 28日管制規則修正生效前免經區域計畫擬定機

關審議，並達第 11條規定規模之山坡地開發許可案件，其變更仍應依管

制規則第 3章規定程序辦理，爰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協助全

面清查原山開案件（含面積），後續並以達管制規則第 11條規定規模，

作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設依據之判斷。 

（2）依區域計畫法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取得開發許可案件 

依開發許可審議權責，分為內政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之2類

進行清查作業： 

屬內政部許可案件 

內政部審議開發許可單位共有營建署綜合計畫組、中部辦公室、城

鄉發展分署 3 權責單位，所有案件資料得逕向營建署綜合計畫組申請。 

屬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案件 

關於內政部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由直轄市（新北市、臺中

市）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議案件部分，請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清

查已核發開發許可案件。 

屬開發許可變更案件者 

倘有案件已申請變更並取得許可者，應依最終變更內容及計畫範圍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設之基礎，並請依下列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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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屬內政部審議變更案件者：案件清冊請參考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民國 108 年 1 月 23 日「國土計畫法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設

及案件資料清查作業」研商會議記錄附件，並得依本署非都市土地開

發審議作業輔助系統之案件資料及案件關聯等功能，搜尋相關變更案

件資料。 

B.屬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變更案件者：請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清查已辦理變更案件（含變更內容對照表備查案件）。倘有變更案

件未於前開審議輔助系統中建置資料者，請併同辦理建置。 

2.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 

目前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業已向經濟部申請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

清冊及相關資料（含案件計畫範圍圖及 TWD97 shpfile檔案），並請經濟部協

助確認案件是否已廢止或解編，待取得檔案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逕

向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申請。 

3.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 

考量「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依民國

82年 11月 5日修正之管制規則第 12條規定辦理）係依變更編定程序辦理，內

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業已請內政部地政司提供案件名稱及相關資料，後續由

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轉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列為清查案件，並洽各

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單位倘有掌握類此

案件相關資料，亦請一併納入清查作業。 

表3-2 「得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案件」相關案件洽詢之主管機關彙整 

類別 子類別 核准計畫洽詢機關 案件清冊 

山坡地開發

許可案件 

72 年至 79 年案件 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築主管機關 無 

79 年至 92 年案件 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築主管機關 詳該次會議紀錄

附件一 

開發許可案

件 

77 年 6 月 29 日至今 本署（綜合計畫組、中部辦公室、城鄉發

展分署） 

詳該次會議紀錄

附件附件二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或直

轄市、縣（市）開發許可主管機關 

無 

變更案件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城鄉發展

分署）、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擬定

機關或直轄市、縣（市）開發許可主管機

關 

無 

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 經濟部工業局 詳該次會議紀錄

附件附件三 

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

機關同意案件 

內政部地政司、直轄市、縣（市）政府 無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民國 108 年 1 月 23 日「國土計畫法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設及案件資料

清查作業」研商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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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圖建置 

劃設功能分區分類作業前，除了蒐集基本圖資與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所需圖資外，因部

分功能分區分類具城鄉發展指導性質或既有農村、原住民聚落，且屬跨功能分區分類之界

線，應事先清查前述情形並劃設為基本圖，以利後續功能分區分類劃設事宜。前述所提需

建置之基本圖包含功能分區劃設範圍、鄉村區單元、特定專用區單元等。 

（一）功能分區劃設範圍基本圖 

國土計畫法第三條明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以直轄市、縣（市）行政

轄區及其海域管轄範圍，所訂定實質發展及管制之國土計畫。故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於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前定義劃設範圍，海域及陸域劃設範圍分述如下，

其中陸域與海域以依海岸管理法劃設之平均高潮線為界： 

1.陸域：以國土測繪中心產製之縣市界為準。 

2.海域：以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為準。 

各縣市製作功能分區劃設範圍後，建議各縣市說明陸域及海域劃設範圍、面

積，以便劃設功能分區及使用地作業完成後，可透過其面積檢核劃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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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鄉村區單元基本圖 

1.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 

考量原依區域計畫劃定之鄉村區，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

件將分別轉換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或城鄉發展地

區第三類，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作業前，劃設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以利後續功能分區分類轉換事宜。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應考量規劃完整性，就其相連、毗鄰之土地範圍，並以

明確之地形地貌為界線作為完整劃設單元，以既有鄉村區界線、地形地勢以及

地籍線劃設，並納入零星狹小土地，劃設方式參考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訂定劃設原則如下： 

（1）考量分區劃設之完整性，鄉村區範圍內或毗鄰之零星土地屬交通用地、水

利用地或實際已作道路、水溝之未登記土地，得一併劃入。 

（2）至考量坵塊完整性，鄉村區範圍內夾雜之其他零星土地，得一併劃入，又

零星一併劃入土地面積合計不得大於原鄉村區面積之 50%，且不得超過 1公

頃；惟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致一併劃入面積超過前開規定者，得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該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

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不受前開規定之限制。 

（3）以既有鄉村區界線、地形地勢以及地籍線劃設為原則劃設鄉村區單元基本

圖： 

以國家公園、都市計畫或開發許可之計畫地區範圍界線為界線者，以該

範圍之界線為分區界線。 

以道路為界線者，以其計畫道路界線為分區界線；無計畫道路者，以該

現有道路界線為準。 

以鐵路線為界線者，以該鐵路界線為分區界線。 

以水岸線或河川區域線為界線者，以該水岸線或河川區域線為分區界線，

其有移動者，隨其移動。 

以宗地界線為界線者，以地籍圖上該宗地界線為分區界線。 

2.案例說明 

（1）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案例一 

模擬成果 

依據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本案例之邊界透過下述兩類原則

提出劃設結果。 

A.依鄉村區界線劃設 

B.針對鄉村區內零星夾雜土地，考量劃設之完整性，併入鄉村區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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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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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案例二 

模擬成果 

依據上述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本案例之邊界考量規劃完整

性，將鄉村區內部夾雜之道路、水路等零星土地應一併劃入。 

  

圖3-3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案例二依區域計畫劃設之鄉村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示範計畫案期末報告（民國 107 年 10 月） 

  

圖3-4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案例二劃設成果示意圖 

資料來源：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示範計畫案期末報告（民國 1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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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分區分類底圖劃設 

（一）國土保育地區底圖劃設 

1.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1）全國國土計畫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 

位處山脈保育軸帶（中央山脈、雪山山脈、阿里山山脈、玉山山脈、海

岸山脈）、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地區內，具有下列條件之

陸域地區，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A.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地形、植物及礦物之地區。 

B.於重要特殊或多樣之野生動物棲息環境，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

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需要，應加強保護之地區。 

C.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之原始森林，具有生態代表性之地景、林型，特

殊之天然湖泊、溪流、沼澤、海岸、沙灘等區域，為維護森林生態環

境，保存生物多樣性，所應保護之國有林、公有林地區；及為涵養水

源及防止災害等目的，所劃設保安林地。 

D.為保障水資源供應及維護水庫功能，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水庫

蓄水範圍。 

E.為確保飲用水水源水質，避免有非法砍伐林木或開墾土地，土石採取

及探礦、採礦，或相關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所應劃定之地區。 

F.符合國土保育性質，或屬於水資源開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

公告之水道。 

G.沿海富含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地及生態廊道，或生態景觀及自然地貌

豐富特殊，及具有重要海岸生態系統，為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劃定之

地區。 

H.海岸河口具生態多樣性及重要保育物種，具有水資源涵養功能之濕地。 

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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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劃設方式說明 

聯集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 

於參、資料收集與基本圖建置階段確認完畢各參考指標範圍後，應

聯集分析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全國國土計畫國土保育地

區第一類劃設條件對應之劃設參考指標以及劃設範圍如下表所示。 

表3-3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彙整表 

劃設條件 劃設參考指標 建議劃設方式 

1.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地形、

植物及礦物之區域 

自然保留區 依劃設參考指標範圍劃設 

2.於重要特殊或多樣繁複之野生動物

棲息環境，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

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需要，

應加強保護之地區 

1.野生動物保護區 

2.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依劃設參考指標範圍劃設 

3.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之原始森林，具

有生態代表性之地景、林型，特殊之

天然湖泊、溪流、沼澤、海岸、沙灘

等區域，為維護森林生態環境，保存

生物多樣性，所應保護之國有林、公

有林地區；及為涵養水源及防止災害

等目的，所劃設國、公有保安林地 

1.國有林事業區內之

自然保護區、國土保

安區 

2.保安林地 

3.其他公有森林區 

4.自然保護區 

1.其他公有森林區：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設之森林區且權屬為公有者，扣

除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林業試

驗林及大專院校實驗林等指標後

之範圍 

2.其餘指標皆依劃設參考指標範圍

劃設 

4.為保障水資源供應及維護水庫功能，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水庫蓄水

範圍 

水庫蓄水範圍 依劃設參考指標範圍劃設 

5.為確保飲用水水源水質，避免有砍伐

林木、礦石採取及相關污染水源水質

之行為，所應劃定區域 

1.飲用水水源水質保

護區 

2.飲用水取水口一定

距離內之地區 

依劃設參考指標範圍劃設 

6.符合國土保育性質，或屬於水資源開

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公告

之水道 

公告河川區域線 1.中央管河川區域線。 

2.縣市管河川則視各縣市政府需要

劃設。 

7.沿海富含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地及

生態廊道，或生態景觀及自然地貌豐

富特殊，及具有重要海岸生態系統，

為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劃定地區 

一級海岸保護區 自然保留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

區、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

區、保安林、國有林事業區（自然保

護區、國土保安區）、野生動物保護

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水庫蓄

水範圍、國際、國家級重要濕地以核

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為主 

8.海岸河口具生態多樣性及重要保育

物種，具有水資源涵養功能之濕地 

國際、國家級重要濕地 一級海岸保護區範圍內濕地以核心

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為主 

考量規劃完整性調整範圍 

聯集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後，考量規劃完整性，參考

非都市土地設施型使用分區檢討變更原則認定零星土地為兩公頃，聯集

範圍內零星夾雜道路、水路及未達兩公頃之零星土地，建議劃入國土保

育地區第一類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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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1）全國國土計畫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 

鄰近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周邊地區內，具有

下列條件之陸域地區，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A.國公有林地，依永續使用及不妨礙國土保安原則，發展經濟營林、試

驗實驗、森林遊樂等功能之地區。 

B.高山丘陵易因地質脆弱鬆軟或坡向特殊，致重力承載不足並產生坡度

災害之地區。 

C.河川野溪周邊因地質敏感及坡地特性，易因水土混合及重力作用後，

夾帶土石沿坡面或河道流動所造成災害之地區。 

D.山坡地經辦理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查定為加強保育地之地區。 

E.為維護自來水供應之水質水量，就水源保護需要所劃定之地區。 

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 

位於前 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2）劃設方式說明 

聯集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參考指標 

聯集分析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參考指標，全國國土計畫國土保

育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對應之劃設參考指標以及劃設範圍如下表所示。 

其中土石流潛勢溪流之圖資可分為上游土石流潛勢溪流（線資料），

以及下游之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考量線資料僅能標示土石流潛勢

溪流位置，並未明確界定土石流潛勢溪流範圍，故建議劃設以土石流潛

勢溪流影響範圍為主。 

表3-4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參考指標彙整表 

劃設條件 劃設參考指標 建議劃設方式 

1.國公有林地，依永續使用及不妨礙國

土保安原則，發展經濟營林、試驗實

驗、森林遊樂等功能地區 

1.國有林事業區內之林木

經營區、森林育樂區 

2.大專院校實驗林地 

3.林業試驗林 

依劃設參考指標範圍劃設 

2.高山丘陵易因地質脆弱鬆軟或坡向特

殊，致重力承載不足並產生坡地災害

之地區 

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 以山坡地範圍內之地質敏感區

（山崩與地滑）為主 

3.河川野溪周邊因地質敏感及坡地特

性，易因水土混合及重力作用後，夾

帶土石沿坡面或河道流動所造成災害

地區 

土石流潛勢溪流 土石流潛勢溪流以影響範圍為

主；另因線性資料未明確界定其

範圍，建議不予劃設。 

4.山坡地經實施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

查定為宜加強保育地之地區 

山坡地查定加強保育地 依劃設參考指標範圍劃設 

5.為維護自來水供應之水質水量，就水

源保護需要所劃定之地區。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涉及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

景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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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規劃完整性與劃設原意調整範圍 

A.聯集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參考指標後，考量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之劃設原意為山脈保育軸帶之緩衝帶，零星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

參考指標聯集後，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界線者，不限面積規模，

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底圖；零星分布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劃設參考指標聯集成果達十公頃者，參考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52-1條「申請人擬具之興辦事業計畫土地位屬山坡地範圍內者，其面

積不得少於十公頃。」，考量具森林資源、災害潛勢、水源涵養性質

達一定規模，建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底圖。 

B.另考量規劃完整性，完成上述 A.後，參考非都市土地設施型使用分區

檢討變更原則認定零星土地為兩公頃，A.成果範圍內零星夾雜道路、

水路及未達兩公頃之零星土地，則建議劃入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範圍。 

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建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

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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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1）全國國土計畫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劃設條件 

國家公園計畫地區。 

（2）劃設方式說明 

劃設國家公園範圍。 

4.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1）全國國土計畫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劃設條件 

屬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具有下列條件者，得

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水源（水庫）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

地，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者。 

其他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符合國土保育性質，

屬水資源開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範圍內者。 

（2）劃設方式說明 

分類該縣市都市計畫 

首先將該縣市轄內都市計畫根據其性質分類為「水源（水庫）特定

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以及「其他都市計畫」。 

初步檢核全臺都市計畫中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之水源（水庫）

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以及符合中央管河川之其他都市計畫地

區之結果如下表所示。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3-21 

表3-5 全臺都市計畫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條件都市計畫彙整表 

縣市別 
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之水源（水庫）

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 
涉及中央管河川之其他都市計畫地區 

臺北市 -- 臺北市都市計畫 

新北市 1.十分風景特定區計畫 

2.新店水源特定區計畫 

3.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 

4.烏來水源特定區計畫 

5.北海岸風景特定區計畫 

6.東北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

景特定區計畫（新北市部分） 

1.瑞芳都市計畫 

2.平溪都市計畫 

3.石碇都市計畫 

4.汐止都市計畫 

5.深坑都市計畫 

6.新店都市計畫 

7.鶯歌都市計畫 

8.蘆洲都市計畫 

9.樹林都市計畫 

10.樹林（山佳地區）都市計畫 

11.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 

12.臺北港特定區計畫 

13.新莊都市計畫 

14.板橋（浮洲地區）都市計畫 

15.板橋都市計畫 

16.永和都市計畫 

17.五股都市計畫 

18.中和都市計畫 

19.土城（頂埔地區）都市計畫 

20.三峽都市計畫 

21.三重都市計畫 

22.八里（龍形地區）都市計畫 

23.淡水都市計畫 

桃園市 1.小烏來風景特定區計畫 

2.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計畫 

3.巴陵達觀山風景特定區計畫 

1.石門都市計畫 

2.大溪都市計畫 

臺中市 1.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 

2.梨山風景特定區計畫 

3.梨山（松茂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 

4.梨山（新佳陽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 

5.梨山（環山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 

6.鐵砧山風景特定區計畫 

7.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 

1.大甲（日南地區）都市計畫 

2.大肚都市計畫 

3.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 

4.東勢都市計畫 

5.烏日都市計畫 

6.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7.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8.臺中市都市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 

9.台中港特定區計畫 

10.潭子都市計畫 

11.豐原都市計畫 

12.臺中市太平霧地區都市計畫 

臺南市 1.虎頭埤特定區計畫 

2.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 

3.曾文水庫特定區計畫 

1.大內都市計畫 

2.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 

3.臺南市主要計畫 

4.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 

5.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 

6.白河都市計畫 

7.西港都市計畫 

8.南鯤鯓特定區計畫 

9.柳營都市計畫 

10.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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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之水源（水庫）

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 
涉及中央管河川之其他都市計畫地區 

11.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12.新營都市計畫 

13.山上都市計畫 

14.安定都市計畫 

15.關子嶺（含枕頭山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16.關廟都市計畫 

高雄市 1.月世界風景特定區計畫 

2.澄清湖特定區計畫 

3.六龜彩蝶谷風景特定區 

4.美濃中正湖風景特定區 

1.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 

2.大樹（九曲堂地區）都市計畫 

3.甲仙都市計畫 

4.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5.岡山都市計畫 

6.美濃都市計畫 

7.茄萣都市計畫 

8.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 

9.湖內都市計畫 

10.旗山都市計畫 

11.彌陀都市計畫 

基隆市 -- 1.基隆市都市計畫 

新竹市 -- 1.新竹市都市計畫 

嘉義市 仁義潭風景特定區計畫（嘉義市部分） 1.嘉義市都市計畫 

2.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嘉義

市部分） 

新竹縣 清泉風景特定區計畫 1.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 

2.竹東都市計畫 

3.新埔都市計畫 

4.橫山都市計畫 

5.關西都市計畫 

苗栗縣 明德水庫特定區計畫 1.三灣都市計畫 

2.大湖都市計畫 

3.竹南頭份都市計畫 

4.南庄都市計畫 

5.後龍都市計畫 

6.高速公路苗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7.苗栗都市計畫 

8.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定區計畫 

9.高速公路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10.頭屋都市計畫 

彰化縣 八卦山脈風景特定區計畫 芬園都市計畫 

南投縣 1.東埔風景特定區計畫 

2.廬山風景特定區計畫 

3.日月潭風景特定區計畫 

4.翠峰風景特定區計畫 

5.八卦山脈風景特定區計畫 

1.中寮都市計畫 

2.中興新村（含南內轆地區）都市計畫 

3.水里都市計畫 

4.竹山（延平地區）都市計畫 

5.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 

6.國姓都市計畫 

7.集集都市計畫 

雲林縣 -- 1.斗南都市計畫 

2.北港都市計畫 

3.古坑都市計畫 

4.西螺都市計畫 

5.林內都市計畫 

6.虎尾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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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之水源（水庫）

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 
涉及中央管河川之其他都市計畫地區 

7.高速公路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嘉義縣 1.曾文水庫特定區計畫 

2.仁義潭風景特定區計畫（嘉義縣部分） 

1.朴子都市計畫 

2.竹崎都市計畫 

3.溪口都市計畫 

4.中埔（和睦地區）都市計畫 

屏東縣 琉球風景特定區計畫 1.新園（烏龍地區）都市計畫 

2.車城都市計畫 

3.鹽埔漁港特定區計畫 

宜蘭縣 1.梅花湖風景特定區計畫 

2.五峰旗風景特定區計畫 

3.東北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

景特定區計畫（宜蘭縣部分） 

1.三星都市計畫 

2.壯圍都市計畫 

3.宜蘭市都市計畫 

4.員山都市計畫 

花蓮縣 1.鯉魚潭風景特定區計畫 

2.石梯秀姑巒風景特定區計畫 

1.光復都市計畫 

2.秀林（和平地區）都市計畫 

3.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 

4.富里都市計畫 

臺東縣 1.八仙洞風景特定區計畫 

2.三仙台風景特定區計畫 

3.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 

4.紅葉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 

5.綠島風景特定區計畫 

-- 

檢核土地使用分區屬保護保育相關分區者 

檢核土地使用分區屬陸域之保護保育相關分區者，考量國土保育地

區第四類之劃設係由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照都市計畫規劃意旨認定，其

規劃原意具有保育保護性質之使用分區或用地，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四

類劃設條件，皆得劃設。故初步核對全臺所有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以正面表列方式，對應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彙整出都市

計畫保護保育相關分區，詳如下表，各縣市政府亦可檢視個別都市計畫

之類型，以及其內容所載之其他分區劃設原意，評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

區第四類底圖。 

表3-6 都市計畫保護保育相關分區對應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彙整表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 都市計畫保護保育相關分區 

自然保留區 自然景觀保護區、景觀區、地質保護區、岩石景觀區、自然

景觀區、保護區、特殊地質景觀保護區、珊瑚礁保護區、海

岸景觀區、景觀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特別保護區、生態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 

國有林事業區內之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

區、保安林地、其他公有森林區 

保安保護區 

水庫蓄水範圍 水庫用地、水庫保護區、水庫專用區、水庫專用區兼供道路

使用、水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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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源特定保護區 

河川區 行水用地、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河川水溝用地、河道

用地兼供快速道路使用、行水區兼供道路使用、河川區兼

供捷運設施使用、河川區兼作園道使用、河道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河川用地、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河川區兼供自來

水事業使用、河濱專用區、河川區兼供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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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 都市計畫保護保育相關分區 

使用、河川區兼供綠地使用、河川溝渠用地、河川區兼供快

速道路使用、行水區、河道用地、河川區、河川區供抽水站

使用、河川區兼供人行步道使用、河川區兼供電路鐵塔使

用、河川區兼供綠化步道使用、河川區特別管制區、河川區

排水使用、河川區兼供停車場使用、河道用地兼供鐵路使

用、河道用地兼供人行步道使用、河道用地兼供步道及自

行車道使用、河道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河道兼停車場用

地 

一級海岸保護區 海岸發展區 

國際、國家級重要濕地 -- 

其他 水利用地、海域、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第二種保護區、

水利事業用地、排水溝用地、水道用地、第三種保護區、水

利事業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排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水

質監測站用地、第四種保護區、水利事業專用區、排水溝兼

停車場用地、道路護坡用地、水岸發展區、排水道用地、生

態綠地、水域、水域用地、林業兼道路用地、溫泉水源用

地、水溝用地、第一種保護區、巨樹保護區、風景保育區、

草原景緻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保護區 

表3-7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都市計畫保護保育相關分區彙整表 

都市計畫類型 都市計畫保護保育相關分區 

符合水源（水庫）特

定區、風景特定區都

市計畫內保護或保

育相關分區或用地，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劃設條件者 

自然景觀保護區、景觀區、地質保護區、岩石景觀區、自然景觀區、保護區、特

殊地質景觀保護區、珊瑚礁保護區、海岸景觀區、景觀保護區、特別保護區、生

態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保安保護區、水庫用地、水庫保護區、水源特定保

護區、行水用地、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河川水溝用地、河道用地兼供快速

道路使用、行水區兼供道路使用、河川區兼供捷運設施使用、河川區兼作園道使

用、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河川用地、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河川區兼供自來

水事業使用、河濱專用區、河川區兼供公園兼兒童遊樂場使用、河川區兼供綠地

使用、河川溝渠用地、河川區兼供快速道路使用、行水區、河道用地、水利用地、

海域、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水利事業用地、排水溝用地、水道用地、水利事

業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排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水質監測站用地、排水溝兼停

車場用地、道路護坡用地、排水道用地、生態綠地、水域、水域用地、林業兼道

路用地、溫泉水源用地、水溝用地、河川區、水庫專用區、水庫專用區兼供道路

使用、水域區、巨樹保護區、風景保育區、草原景緻保護區、一般保護區 

符合其他都市計畫

地區內保護或保育

相關分區或用地，符

合國土保育性質，屬

水資源開發、流域跨

區域治理之水系或

經公告之水道範圍

內者 

行水用地、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河川水溝用地、河道用地兼供快速道路使

用、行水區兼供道路使用、河川區兼供捷運設施使用、河川區兼作園道使用、河

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河川用地、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河川區兼供自來水事業

使用、河川區兼供公園兼兒童遊樂場使用、河川區兼供綠地使用、河川溝渠用地、

河川區兼供快速道路使用、行水區、河道用地、河川區、河川區供抽水站使用、

河川區兼供人行步道使用、河川區兼供電路鐵塔使用、河川區兼供綠化步道使

用、河川區特別管制區、河川區排水使用、河川區兼供停車場使用、河道用地兼

供鐵路使用、河道用地兼供人行步道使用、河道用地兼供步道及自行車道使用、

河道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河道兼停車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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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保護保育相關分區套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 

A.水源（水庫）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將都市計畫保護保育相

關分區套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 

B.其他都市計畫地區：將都市計畫保護保育相關分區套疊中央管河川區

域線，縣市管河川則視各縣市政府需要劃設。 

選取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之保護保育分區性質分區 

考量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之劃設應以完整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為原則，選取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之保護保育分區性

質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底圖。 

夾雜於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之道路用地或水利用地等長型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考量功能分區劃設完整性，得併入國土保育地區第四

類底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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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資源地區底圖劃設 

1.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 

（1）全國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劃設條件 

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 

（2）劃設方式說明 

劃設該縣市平均高潮線以外之縣市海域管轄範圍內，即該縣市海域範

圍內，涉及之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未來如有依

法新公告之保護區，亦應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現行其他法律

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彙整如下： 

A.自然保留區 

B.歷史建築 

C.重要聚落保存區 

D.文化景觀保存區 

E.保安林 

F.林業試驗林 

G.國有林事業區 

H.野生動物保護區 

I.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J.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K.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L.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 

M.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 

N.國際級重要濕地 

O.國家級重要濕地 

P.地方級重要濕地 

Q.水下文化資產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3-27 

2.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 

（1）全國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劃設條件 

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包括水面、

水體、海床或底土等），設置人為設施，管制人員、船舶或其他行為進入

或通過之使用。 

（2）劃設方式說明 

劃設該縣市平均高潮線以外之縣市海域管轄範圍內，即該縣市海域範

圍內，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且有設置人為設施，彙整如下： 

A.定置漁業權範圍 

B.區劃漁業權範圍 

C.漁業設施設置範圍 

D.潮汐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E.風力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F.海洋溫差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G.波浪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H.海流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I.土石採取設施設置範圍 

J.採礦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K.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設施設置範圍 

L.海水淡化設施設置範圍 

M.海上平面設置範圍 

N.港區範圍 

O.海底電纜或管道設置範圍 

P.海堤區域範圍 

Q.資料浮標站設置範圍 

R.海上觀測設施及儀器設置範圍 

S.底碇式觀測儀器設置範圍 

T.海域石油礦探採設施設置範圍 

U.跨海橋樑範圍 

V.其他工程範圍 

上述部分項目中潮汐發電設施設置範圍、海洋溫差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波浪發電設施設置範圍、海域石油礦探採設施設置範圍等，因目前並無

相關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申請案件，故無相關圖資。至民國111年4月3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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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申請人仍得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申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故最

終劃設條件內對應圖資內容，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營建署提供內

容為主。 

3.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 

（1）全國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劃設條件 

屬第一類之一及第一類之二以外之範圍，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核定前，經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核定之重大建

設計畫，其使用需設置人為設施且具排他性者。 

（2）劃設方式說明 

劃設經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核定重大建設

計畫，且有設置人為設施之計畫範圍。 

4.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 

（1）全國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 

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包括水面、

水體、海床或底土等），未設置人為設施；或擬增設置之人為設施，能維

持其相容使用者。除特定時間外，有條件容許人員、船舶或其他行為進入

或通過之使用。 

（2）劃設方式說明 

劃設該縣市平均高潮線以外之縣市海域管轄範圍內，即該縣市海域範

圍內，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且未設置人為設施，彙整如下： 

A.專用漁業權範圍 

B.水域遊憩活動範圍 

C.航道及其疏濬工程範圍 

D.錨地範圍 

E.海洋科學與水下文化資產研究活動設施設置範圍 

F.排洩範圍 

G.海洋棄置指定海域範圍 

H.軍事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I.防救災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J.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範圍 

上述部分項目中防救災相關設施設置範圍、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範

圍等，因目前並無相關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申請案件，故無相關圖資。至民

國111年4月30日前，因申請人仍得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申請海域用

地區位許可，故最終劃設條件內對應圖資內容，請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依營建署提供內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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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 

（1）全國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劃設條件 

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 

（2）劃設方式說明 

臺灣本島及已公告領海基線之相關島嶼 

劃設自平均高潮線至領海外界線間，扣除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海洋資源地區第

二類之範圍。 

其他未公告領海基線者 

劃設自平均高潮線至該地區之限制、禁止水域間，扣除海洋資源地

區第一類之一、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

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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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業發展地區底圖劃設 

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方式為參照農委會 108 年 1 月 2 日提供之劃設流程，建議

各縣市政府尊重農委會補助地方農業單位之劃設成果，若該成果未能配合縣市國

土計畫之公展、審議期程，後續建議地方城鄉單位依下述操作方式進行劃設，該

劃設成果需經地方農業單位確認後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底圖劃設。 

1.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1）全國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或曾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符合

下列條件中之一，且滿足面積規模大於25公頃以上與農業生產使用面積比

例達80%以上者；但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理分區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

區，得劃設為本分類土地： 

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農業經營專區、農產專業區、集團產區。 

養殖漁業生產區。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地方農業發展需要劃設者。 

（2）劃設方式說明 

製作劃設操作單元 

A.製作劃設母體 

挑選該縣市環域一公里內之下述項目，再扣除山坡地範圍之土地： 

（A）都市計畫農業區 

（B）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C）非都市土地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特定專用區之農牧

用地、林業用地 

B.利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水道及道路面資料切割劃設母體後，即可得

操作單元。 

挑選疊合農業發展指標面積達 50%者 

將操作單元疊合以下農業發展指標之聯集分析成果，並挑選操作單

元涉及農業發展指標之聯集分析成果面積達 50%者： 

A.重要農業發展地區（全臺農地重要性等級圖資中屬性為 1） 

B.農地生產力等級 1~7 

C.水利灌溉區 

D.農地重劃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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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農業經營專區、農產業專區、集團產區 

F.原依區域計畫劃定之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挑選農業使用比例達 80%者 

利用 104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中有關農業使用之指標，分析操作單

元的農業使用比例，並挑選農業使用比例達 80%者。 

其中農業使用比例之計算依據為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中屬 010101 稻

作、010102旱作、010103 果樹、010104廢耕地、010200 水產養殖、02

林業使用土地、010301畜禽舍、010302牧場、010401 溫室等屬性。 

去除屬農業生產環境易受干擾地區者 

符合前述步驟的操作單元中，農地操作單元鄰接重大建設、交通設

施、工業區、都市發展地區及受土壤污染管制區一定距離者，屬農業生

產環境易受干擾地區，故去除與環域範圍重疊面積達操作單元面積 30%

之操作單元。 

表3-8 干擾農業生產環境因素一定距離彙整表 

干擾農業生產環境因素 一定距離（公尺） 

國道交流道 250 

高鐵特定區 100 

省道 50 

非都市土地工業區 100 

都市發展用地 100 

土壤污染管制區 100 

挑選符合條件之鄰近操作單元面積達 25公頃者 

符合農業發展指標重疊面積達 50%，且農業使用比例達 80%的操作

單元，並去除農業生產環境易受干擾地區後，以 25 公尺為距離向周圍

操作單元進行聚集分析，並計算面積規模，挑選符合條件之鄰近操作單

元面積達 25公頃者。 

將步驟五非都市土地部分，再加上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調整後特定農業區

坵塊、養殖漁業生產區，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將步驟 非都市土地部分，再加上以下坵塊，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底圖： 

A.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調整後特定農業區坵塊 

B.位於非都市土地之養殖漁業生產區 

調整功能分區分類底圖界線 

為精確評估農業生產環境，於步驟 製作操作單元時即將道路、水

路等非農地空間刪除，然評估完畢各操作單元之農業生產環境後，為使

功能分區界線具完整性及連續性，道路、水路以及未達 2公頃零星夾雜

土地應納入功能分區分類底圖界線當中。 

另考量農業單位委辦案之成果未劃設完整坵塊，建議使用農業單位

委辦案成果之國土單位亦執行此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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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之農業發展地區界線調整原則如下： 

A.道路、水路若夾雜於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之間，則應優先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 

B.考量規劃完整性，面積未達 2公頃之零星夾雜農地，應配合周邊農地

劃設為同一類農業發展地區。 

 

圖3-5 農業發展地區界線劃設方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示範計畫案期末報告（民國 1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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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說明（以台中市大甲區為例） 

製作劃設操作單元 

A.製作劃設母體 

挑選該縣市環域一公里內之下述項目，再扣除山坡地範圍之土地： 

（A）都市計畫農業區 

（B）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C）非都市土地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特定專用區之農牧

用地、林業用地 

B.利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水道及道路面資料切割劃設母體後，即可得

操作單元。 

  

圖3-6 台中市大甲區農一步驟一劃設成果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挑選疊合農業發展指標面積達 50%者 

將操作單元疊合以下農業發展指標之聯集分析成果，並挑選操作單

元涉及農業發展指標之聯集分析成果面積達 50%者： 

A.重要農業發展地區（全臺農地重要性等級圖資中屬性為 1） 

B.農地生產力等級 1~7 

C.水利灌溉區（未取得此圖資） 

D.農地重劃地區（未取得此圖資） 

E.農業經營專區、農產業專區、集團產區 

F.原依區域計畫劃定之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模擬範圍內

無涉及此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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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台中市大甲區農一步驟二劃設成果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挑選農業使用比例達 80%者 

利用 104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中有關農業使用之指標，分析操作單

元的農業使用比例，並挑選農業使用比例達 80%者。 

  

圖3-8 台中市大甲區農一步驟三劃設成果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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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屬農業生產環境易受干擾地區者 

符合步驟 與步驟 的操作單元中，去除與環域範圍重疊面積達操

作單元面積 30%之操作單元。 

   

圖3-9 台中市大甲區農一步驟四劃設成果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挑選符合條件之鄰近操作單元面積達 25公頃者 

符合前述條件之操作單元，以 25 公尺為距離向周圍操作單元進行

聚集分析，並計算面積規模，挑選符合條件之鄰近操作單元面積達 25公

頃者。 

  

圖3-10 台中市大甲區農一步驟五劃設成果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將步驟五非都市土地部分，再加上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調整後特定農業區

坵塊、養殖漁業生產區，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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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步驟 非都市土地部分，再加上以下坵塊，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底圖： 

A.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調整後特定農業區坵塊（未取得此圖資） 

B.位於非都市土地之養殖漁業生產區（模擬範圍內無涉及） 

 

圖3-11 台中市大甲區農一步驟六劃設成果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調整功能分區分類底圖界線 

依照非都市土地之農業發展地區界線調整原則結果如下圖： 

A.道路、水路若夾雜於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之間，則應優先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 

B.考量規劃完整性，面積未達 2公頃之零星夾雜農地，應配合周邊農地

劃設為同一類農業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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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功能分區分類底圖界線前底圖 

 
調整功能分區分類底圖界線前底圖 

 
道路、水路、面積未達 2 公頃零星農地調整界線成

果 

圖3-12 台中市大甲區農一步驟七劃設成果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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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1）全國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 

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與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元化之地區

，不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條件，或符合條件但面積規模未達25公頃或

農業生產使用面積比例未達80%之地區。 

（2）劃設方式說明 

其餘非都市土地操作單元再加上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調整後一般農業區

坵塊、其餘非山坡地養殖用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利用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過程中製作之非都市土地操作單元，

扣除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底圖後，再加上下述坵塊，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二類底圖： 

A.位於非山坡地之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調整後一般農業區坵塊 

B.其餘位於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風景區、特定專用區之

非山坡地養殖用地 

調整功能分區分類底圖界線 

為精確評估農業生產環境，於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底圖過程中，

製作操作單元時即將道路、水路等非農地空間刪除，然評估完畢各操作

單元之農業生產環境後，為使功能分區界線具完整性及連續性，道路、

水路以及未達 2 公頃零星夾雜土地應納入功能分區分類底圖界線當中。 

考量農業單位委辦案之成果未劃設完整坵塊，建議使用農業單位委

辦案成果之國土單位亦執行此步驟。 

非都市土地之農業發展地區界線調整原則如下： 

A.道路、水路若夾雜於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之間，則應優先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二類。 

B.考量規劃完整性，面積未達 2公頃之零星夾雜農地，應配合周邊農地

劃設為同一類農業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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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說明（以台中市大甲區為例） 

其餘非都市土地操作單元再加上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調整後一般農業區

坵塊、其餘平地養殖用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利用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過程中製作之非都市土地操作單元，

扣除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底圖後，再加上下述坵塊，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二類底圖： 

A.位於平地之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調整後一般農業區坵塊（未取得此圖資） 

B.其餘位於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風景區、特定專用區之

平地養殖用地（模擬區域無涉及養殖用地） 

 

圖3-13 台中市大甲區農二步驟一劃設成果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調整功能分區分類底圖界線 

依照非都市土地之農業發展地區界線調整原則結果如下圖： 

A.道路、水路若夾雜於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之間，則應優先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二類。 

B.考量規劃完整性，零星農地（面積未達 2公頃）經評估若與周邊農地

之農業發展地區分類不同時，應配合周邊農地劃設為同一類農業發展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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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4 台中市大甲區農二步驟二劃設成果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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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1）全國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劃設條件 

具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山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以及可供經濟營林

，生產森林主、副產物及其設施之林產業用地，條件如下： 

供農業使用，且無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或無第二類（國土保安、水源保

護必要）之山坡地宜農、牧地。 

可供經濟營林之林產業土地，且無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之山坡地宜林

地。 

（2）劃設方式說明 

將下述項目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水道及道路面資料切割後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底圖。 

A.經查定為宜農牧地或宜林地之土地 

B.未查定土地但已編定為農牧用地或林業用地之土地 

C.未查定但適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7條之土地：未編定使用地

之山坡地範圍內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及風景區 

惟上開劃設方式將造成山坡地大量空白地，故建議不符其他功能分區劃

設條件之山坡地範圍內空白地，納入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底圖。 

（3）案例說明 

以台中市為例，將山坡地範圍扣除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至第四類及城

鄉發展地區第一類至第三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至第五類後，可得農業

發展地區第三類範圍。 

 

圖3-15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劃設-以台中市為例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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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1）全國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條件 

依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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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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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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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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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劃設方式說明 

依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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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資料收集與基本圖建置階段完成鄉村區界線劃設後，即可進行農

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底圖劃設作業。 

A.與生產關係密不可分 

挑選出以鄉村區範圍環域 500 公尺範圍內，農業發展地區第一、

五類面積比例達 50%之鄉村區；以及環域 1000公尺內，農產業專區面

積比例達 30%以上之鄉村區單元。 

B.與生態關係密不可分 

挑選出以鄉村區範圍環域 1000 公尺內，國土保育地區第一、二

類面積比例達 30%以上之鄉村區單元。 

C.其餘不符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之鄉村區單元，亦建議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底圖。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及城鄉發展地

區第三類之鄉村區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案例，詳見本手冊 3-96 至 3-1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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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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鄉村區 

劃設範圍為鄉村區單元基本圖。 

B.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 

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其認定及範圍

劃設原則如下： 

（A）以位屬部落範圍之聚落進行劃設，又前開部落係指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並可參照原民會 107 年 7 月出版發行

「臺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內各部落框劃範圍。 

（B）聚落範圍內最近 5 年中每年人口聚居均已達 15 戶以上、或人口

數均已達 50人以上，且並符合下列原則： 

a.四界範圍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a）就相距未逾 50 公尺之甲、丙種建築用地，且其合計面積

應達 0.5公頃以上，以甲、丙種建築用地土地最外圍為範

圍，並應使坵塊儘量完整。 

（b）既有建物認定時間點為國土計畫法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

前存在者，爰以 106年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建物為底，

就相距未逾 50 公尺之建築，且其合計劃設面積應達 0.5

公頃以上，以地籍界線、建物最外圍界線或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之道路、溝渠等明顯地形地物邊界劃設，並應使坵塊

儘量完整。 

（c）經當地直轄市、縣（市）交通主管機關評估，既有巷道有

維持供交通使用功能者，得納入範圍。 

（d）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考量，緊鄰民房且生活機能上屬

與聚落生活圈範圍之基本公共設施，得納入範圍。 

（e）連通聚落之道路及其周邊建物，得納入範圍。 

b.避免使用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為原則。 

c.框劃土地範圍應依據該聚落內之既有建築面積推算其所需之

法定空地，山坡地按建蔽率 40%、平地按建蔽率 60%，計算其

發展總量，以作為劃設範圍合理與否之參考基礎。 

d.劃設範圍內涉及災害類環境敏感地區（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應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

見，以納為範圍劃設之參考。 

e.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致劃設範圍無法符合前開劃設原則

者，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該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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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及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不受前開第

1點四界範圍劃設原則規定之限制。 

又目前實務執行上，有部分聚落按前開原則劃設後，有超出原住

民族委員會核定之「部落」範圍線情形，考量部落範圍係以戶政單位

劃分之「里鄰」為界，不見得符合當地地形地貌，是以，後續聚落劃

設範圍得不受核定部落範圍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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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資料收集與基本圖建置階段完成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後，即可

進行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底圖劃設。考量農村再生範圍屬農村資源挹注

對象，屬已核定或申請中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鄉村區，優先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底圖；刻正參訓「培根計畫」者，亦鼓勵劃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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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案例說明 

台中市和平區松鶴部落 

A.案例介紹 

根據原住民族部落事典，松鶴部落屬泰雅族部落，總人口數約 693

人，部落範圍內屬非都市土地鄉村區、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及山

坡地保育區，除既有乙種建築用地、甲種建築用地及丙種建築用地外，

大部分既有建築坐落於農牧用地；將部落範圍套繪環境敏感地可發現，

除部落範圍全區皆位屬山坡地範圍外，此部落鄰接之大甲溪屬中央管

河川，大甲溪北側之部落範圍大部分皆涉及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

鄉村區周邊則皆涉及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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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6 松鶴部落基礎資料 

B.劃設模擬 

根據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之劃設方式，考量原住民之既有建築未

來循應經許可程序合法化後，應留設一定之法定空地，且依據全國國

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屬原依區域計畫

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不妨礙國

土保育保安者，得繼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並訂定容積總量管制規定，

以彈性規劃配置使用強度及調整容許使用項目。」，原住民聚落亦可

比照辦理故估算其需要之法定空地以及參考劃設面積，並依據明顯地

形地物或地籍界線劃設功能分區界線，可依據以下步驟劃設松鶴部落

內之原住民聚落範圍。 

（A）利用 106 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建物資料以 50 公尺為單位聚集

鄰近建物 

（B）利用戶籍人口點位資料，計算步驟（A）成果各範圍內人口數，選

取最近 5年中每年人口聚居均已達 50人或達 15戶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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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7 松鶴部落初步篩選聚落區位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C）劃設功能分區分類界線 

考量分區界線若依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劃設，易造成未來需大

量地籍分割，故建議計算各聚落參考劃設面積，參考之並依明顯

地形地貌或地籍劃設分區界線，且訂定各聚落之容積總量予以管

制。 

a.聚落 1 

（a）計算參考劃設面積 

聚落𝟏參考劃設面積 =
聚集範圍內非屬建築用地之建築投影面積

山坡地 0.4

平地 0.6

+

甲、丙種建築用地面積 =
0.64

0.4
+ 0.18 = 1.78（公頃） 

（b）訂定發展總量 

丙種建築用地：0.18 × 120% = 0.22公頃 

非屬建築用地之建築使用土地：
0.64

0.4
× 120% = 1.92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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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面積：3.57公頃 

依據周邊明顯之道路劃設後，依建築物主要坐落之宗

地界線劃設，另涉及中央管河川區域線之建築物則不予納

入聚落範圍。 

考量該聚落涉及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劃設完

畢功能分區分類界線後，仍需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意見，以確保該聚落之安全性。 

 

圖3-18 松鶴部落聚落 1 功能分區分類界線劃設成果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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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聚落 2 

（a）計算參考劃設面積 

聚落𝟐參考劃設面積 =
聚集範圍內非屬建築用地之建築投影面積

山坡地 0.4/平地 0.6
+

甲、丙種建築用地面積 =
1.96

0.4
+ 0.65 = 5.55（公頃） 

（b）訂定發展總量： 

甲種建築用地：0.65 × 240% = 1.56公頃 

非屬建築用地之建築使用土地：
1.96

0.4
× 120% = 5.88公頃 

（c）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面積：11.63公頃 

依據周邊明顯之道路劃設後，將甲種建築用地範圍納

入，並依建築物主要坐落之宗地界線劃設，其餘部分則依

建築物最外框線劃設。 

考量該聚落涉及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劃設完畢

功能分區分類界線後，仍需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意見，以確保該聚落之安全性。 

 

圖3-19 松鶴部落聚落 2 功能分區分類界線劃設成果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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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聚落 3 

（a）計算參考劃設面積 

聚落𝟑參考劃設面積 =
聚集範圍內非屬建築用地之建築投影面積

山坡地 0.4

平地 0.6

+

甲乙丙種建築用地面積 =
0.97

0.4
+ 0.03 + 6.15 = 8.61（公頃） 

（b）訂定發展總量 

甲種建築用地：0.03 × 240% = 0.07公頃 

乙種建築用地：6.15 × 240% = 14.76公頃 

非屬建築用地之建築使用土地：
0.97

0.4
× 120% = 2.91公頃 

（c）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面積：14.63公頃 

首先依乙種建築用地範圍劃設，並依據周邊明顯之道

路劃設後，依建築物主要坐落之宗地界線劃設，其餘部分

則依建築物最外框線劃設。 

因位於該聚落鄉村區周邊之既有建物無法單獨符合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條件，前述建物若欲劃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四類，僅能併同鄉村區劃設。 

考量該聚落涉及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劃設完畢

功能分區分類界線後，仍需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意見，以確保該聚落之安全性。 

 

圖3-20 松鶴部落聚落 3 功能分區分類界線劃設成果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將前述三處聚落範圍套繪至松鶴部落範圍成果如下圖，可知

仍有部分既有建物未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範圍內，考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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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原住民聚落劃設為功能分區僅就聚集建物部分劃設，其餘既

有建物得留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階段處理。 

 

圖3-21 松鶴部落各聚落功能分區分類界線劃設成果套繪部落範圍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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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1）全國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條件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能維持糧食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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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都市計畫農業區。 

（2）劃設方式說明 

挑選都市計畫農業區操作單元及都市計畫範圍環域 1公里內之非都市土

地操作單元 

將所有都市計畫農業區依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步驟 製作為操作

單元，並加入都市計畫範圍環域 1公里內之非都市土地操作單元，共同

考量以維持農業生產環境之連續性。 

挑選農業發展指標重疊面積達 50%，且農業使用比例達 80%的操作單元 

挑選符合下述條件之操作單元： 

A.符合農業發展指標重疊面積達 50%，且農用比例達 80%的平地操作單

元。 

B.農用比例達 80%的都市計畫農業區。 

去除屬農業生產環境易受干擾地區者 

符合前述步驟的操作單元中，農地操作單元鄰接重大建設、交通設

施、工業區、都市發展地區及受土壤污染管制區一定距離者，屬農業生

產環境易受干擾地區，故去除與環域範圍重疊面積達操作單元面積 30%

之操作單元。 

表3-9 干擾農業生產環境因素一定距離彙整表 
干擾農業生產環境因素 一定距離（公尺） 

國道交流道 250 

高鐵特定區 100 

省道 50 

非都市土地工業區 100 

都市發展用地 100 

土壤污染管制區 100 

計算符合前述步驟操作單元之鄰近操作單元面積計算達 10 公頃者，再

加上都市計畫農業區中劃設為養殖漁業生產區者，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五類 

將符合前述步驟之操作單元，以 25 公尺為單位聚集，並計算面積

規模，面積達 10公頃者，屬都市計畫農業區部分，再加上都市計畫農業

區中劃設為養殖漁業生產區者，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底圖。 

調整功能分區分類底圖界線 

考量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單位委辦案之成果未以完整都市

計畫農業區為單位劃設，為利後續都市計畫階段之執行，建議使用農業

單位委辦案成果之國土單位亦執行此步驟，再予調整功能分區分類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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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與都市計畫有關之功能分區分類界線應以劃設完整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為原則，建議以操作單元為基礎，將涉及步驟 劃設成果

之都市計畫農業區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初步底圖。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初步底圖尚需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

城鄉發展需求，以及各都市計畫農業區定位核對後，即可得農業發展地

區第五類底圖。 

（3）案例說明（以台中市大甲區為例） 

挑選都市計畫農業區操作單元及都市計畫範圍環域 1公里內之非都市土

地操作單元 

挑選都市計畫農業區操作單元，以及都市計畫範圍環域 1公里內之

非都市土地操作單元。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計畫範圍一公里內之操作單元 

圖3-22 台中市大甲區農五步驟一成果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挑選農業發展指標重疊面積達 50%，且農業使用比例達 80%的操作單元 

挑選與農業發展指標重疊面積達 50%，且農業使用比例達 80%以上

之操作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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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3 台中市大甲區農五步驟二成果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去除屬農業生產環境易受干擾地區者 

將符合前述步驟的操作單元中，去除與環域範圍重疊面積達操作單

元面積 30%之操作單元。 

 

圖3-24 台中市大甲區農五步驟三成果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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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符合前述步驟操作單元之鄰近操作單元面積計算達 10 公頃者，再

加上都市計畫農業區中劃設為養殖漁業生產區者，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五類 

將符合前述步驟之操作單元，以 25 公尺為單位聚集，並計算面積

規模，面積達 10公頃者，屬都市計畫農業區部分，再加上都市計畫農業

區中劃設為養殖漁業生產區者，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相鄰 25 公尺之操作單元聚集 

 
劃設成果 

圖3-25 台中市大甲區農五步驟四成果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調整功能分區分類底圖界線 

考量與都市計畫有關之功能分區分類界線應以劃設完整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為原則，以操作單元為基礎，將涉及步驟 劃設成果之都

市計畫農業區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初步底圖。 

 
步驟四農五成果套疊都市計畫農業區 

 
農五底圖劃設成果 

圖3-26 台中市大甲區農五步驟五成果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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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鄉發展地區底圖劃設 

1.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1）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 

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範圍之都市計畫土

地。 

（2）劃設方式說明 

根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導之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定位

及城鄉發展總量，將都市計畫扣除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與國土保育地區第

四類底圖之成果。 

2.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1）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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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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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非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例或人口密度較高者。 

C.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者: 

（A）鄉公所所在地。 

（B）人口集居五年前已達三千，而在最近五年內已增加三分之一以上

地區。 

（C）人口集居達三千，而其中工商業人口占就業總人口 50%以上之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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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前 、 、 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2）劃設方式說明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底圖分為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鄉

村區以及特定專用區，並各依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劃設底圖，三張底圖劃設

完畢後，需套疊為一張即可得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底圖。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非屬核發開發許可地區，亦非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及前經

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之非都市土地工業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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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於資料收集與基本圖建置階段完成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後，即可

進行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底圖劃設。根據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

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訂定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之數據，

以及建議之計算方式以劃設底圖。 

以下說明訂定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數據之參考依據

與原則，詳細計算方式如下表： 

A.位於都市計畫區（都市發展率達一定比例以上）周邊相距一定距離內。 

（A）都市發展率 

參考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 5點，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該申請範圍所在之鄉（鎮、市、區）

既有都市計畫區都市發展用地或計畫人口應達百分之八十以

上…」，訂定都市計畫區之都市發展率達 80%以上作為劃設條件，

其中都市發展率可利用都市計畫人口發展率或都市計畫住宅區、

商業區發展率等都市發展指標論述之。 

（B）都市計畫區周邊相距一定距離內 

鄉村區距都市發展率 80%以上之都計區一定距離之訂定，考

量都市計畫可提供的公共設施機能、需要的都市計畫發展腹地，

應訂定一般性原則，訂定一定距離為 2公里。 

B.非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例或人口密度較高者 

（A）非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例 

非農業活動人口比例參考都市計畫法第 11 條，「左列各地

方應擬定鄉街計畫：…人口集居達三千，而其中工商業人口占就

業總人口 50%以上之地區…」，故建議非農業活動人口達 50%作

為劃設條件。 

惟考量在地發展特性，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據地方實

際情形，得採「非農業活動人口達各該直轄市、縣（市）村里平

均非農活動人口比例」為劃設條件。 

（B）人口密度較高 

人口密度部分考量各直轄市、縣（市）轄內都市計畫人口密

度不同，不應訂定全國統一之原則，應根據各縣市都市計畫特性

訂定之，故設定人口密度較高為人口密度達該縣市都市計畫（扣

除風景型、保育型特定區計畫）平均人口淨密度，其中人口淨密

度為單位面積都市發展用地具有的現況居住人口。 

C.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11條規定鄉街計畫條件。 

左列各地方應擬定鄉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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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鄉公所所在地。 

（B）人口集居五年前已達三千，而在最近五年內已增加三分之一以上

之地區。 

（C）人口集居達三千，而其中工商業人口占就業總人口 50%以上之地

區。 

（D）其他經縣（局）政府指定應依本法擬定鄉街計畫之地區。 

表3-10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鄉村區劃設原則綜整表 

劃設原則 劃設標準 模擬數據說明 資料來源 

位於都市計畫

區（都市發展

率達一定比例

以上）周邊相

距一定距離內 

1.都市發展率達 80% 

2.位於都市計畫區周邊

2 公里範圍內。 

1.都市發展率可由以下條件擇

一表示 

（1）都市計畫人口發展率=戶

籍人口點位資料/計畫

人口 

（2）住宅區發展率 

（3）商業區發展率 

2.鄉村區距都市發展率 80%之

都計區 2 公里內（含 2 公里）

即得劃設。 

1.人口發展率：106 年內

政部國土資訊系統社

會經濟資料庫戶籍人

口空間資料為依據。 

2.住宅區、商業區發展

率：107 年度國土利用

監測整合作業加值應

用分析成果 

非農業活動人

口達一定比例 

1.非農業活動人口比例

達 50%以上。 

2.考量在地發展特性，

直轄市、縣（市）政府

得依據地方實際情

形，得採「非農業活動

人口達各該直轄市、

縣（市）村里平均非農

活動人口比例」 

1.非農業活動人口比例 

= 1 −
農漁牧戶家數

該村里總戶數
 

2.農漁牧戶家數=農牧戶家數+

獨資漁戶家數+非獨資漁戶

家數 

1.行政院主計總處農林

漁牧普查資料（民國

104 年） 

2.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

鄉村區範圍內人口調

查（包含近 5年人口數、

直轄市、縣（市）政府

自行調查之從事工商

業、農林漁牧業戶數） 

人口密度較高

者 

人口密度達該縣市都市

計畫（扣除風景型、保育

型特定區計畫）平均人

口淨密度 

平均人口淨密度

=

∑
都市計畫現況人口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都市計畫個數
 

現況人口： 

內政部國土資訊系統社

會經濟資料庫戶籍人口

空間資料（106 年 6 月） 

符合都市計畫

法第 11條規定

鄉街計畫條件 

1.鄉公所所在地。 

2.人口集居五年前已達

三千，而在最近五年

內已增加三分之一以

上之地區。 

3.人口集居達三千，而

其中工商業人口占就

業總人口 50%以上之

地區。 

-- 

各鄉鎮區公所；內政部國

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

料庫戶籍人口空間資料

（101 年、106 年） 

註：有關非農業活動人口活動比例計算方式，因行政院主計總處農林漁牧普查資料無林戶資料，故建議以農牧戶及漁

戶代表農業活動人口。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及城鄉發展地

區第三類之鄉村區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案例，詳見本手冊 3-96 至 3-1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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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 

A.劃設方式：考量原第一次劃定特定專用區，係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根據實際需要，會同有關

機關劃設，故該類特定專用區，係依據開發建設計畫或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核定興辦事業計畫使用。故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之一之特定專用區，其城鄉發展性質之定義及劃設範圍說明如下： 

（A）城鄉發展性質： 

興辦事業計畫屬城鄉發展性質者之認定，係非屬水資源設施、

台糖土地、養殖漁業生產專區、農業科技園區、農業試驗改良場

所或屬國土保育、生態保護性質者，詳如以下所述： 

a.水資源設施：屬依據內政部 103 年 6 月 13 日臺內營字第

1030804584 號函頒布「水資源設施申請變更為非都市土地資

源型特定專用區認定基準」辦理分區變更者，建議配合毗鄰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 

b.台糖土地：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

用之土地，位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台糖建議維持農用土

地清冊」範圍者。 

c.養殖漁業生產專區：屬農業主管機關設置公告養殖漁業生產專

區，建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d.農業科技園區、農業試驗改良場所：屬依據農業科技園區設置

管理條例設置之農業科技園區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之農

業試驗改良場所案件，建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e.屬國土保育、生態保護性質者：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公告屬國土保育、生態保護性質，劃

設為國土保育地區。 

（B）劃設範圍：面積規模達 2公頃以上者。 

B.土地使用指導： 

（A）既有特定專用區內，應按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興辦事業計

畫進行管制。 

（B）如有調整為原事業計畫以外之使用時，應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應經申請同意使用或使用許可後，始得變更為其他用途

使用。 

C.其他 

（A）若特定專用區面積規模過於零星狹小或有形狀畸零不完整者，且

經地方政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對周邊環境無重大影響者，

則配合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惟應加註依其原計畫管制內容。 

（B）若特定專用區無具體計畫指導者，建議配合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3-59 

（C）若開發使用現況與興辦事業計畫未符合者，建議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重新評估該特定專用區之發展定位及未來規劃方向後，

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或其他適當國土功能分區，並循

程序辦理後，供作發展之用。 

（3）案例說明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轉換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A.劃設模擬 

本案例鄉村區北側鄉村區交通用地為通行道路使用之線狀空間，

原依功能分區劃設條件，鄉村區應轉換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然該鄉村區未具居住、

商業等城鄉發展性質，且道路、水路等公共設施屬所有功能分區分類

之容許使用項目，故建議該鄉村區不予轉換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

一、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併入周圍農業發展

地區第二類底圖範圍。 

 

圖3-27 城 2-1 劃設案例說明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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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8 城 2-1 劃設案例功能分區與分類劃設成果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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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1）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設條件 

核發開發許可地區（除鄉村區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者、農業科技園

區、農業試驗改良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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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

關同意案件，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 

位於前 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2）劃設方式說明 

核發開發許可地區 

A.72年 7月 7日至 92年 3 年 26日依原「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核

發開發許可且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1條規模之案件。 

B.77 年 6 月 29日至 90年 3 年 26 日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經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 

C.89年 1月 26日至今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案件。 

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 

指依民國 90 年 3 月 26 日修正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2 條

第 2項但書：「但經行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其工程用地變更編定

之範圍經行政院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之案件。 

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 

城鄉發展性質 

上述案件非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農業科技園區、農業試驗改

良場所、水資源設施之案件者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A.水資源設施：屬依據內政部 103 年 6 月 13 日臺內營字第 1030804584

號函頒布「水資源設施申請變更為非都市土地資源型特定專用區認定

基準」辦理分區變更者，建議配合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該基準尚

未頒布前之下列案件，亦建議配合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表3-11 其他非屬城鄉發展性質案件一覽表 

項次 縣市 案名 面積（公頃） 

1 桃園市 中庄調整池開發計畫 89 

2 雲林縣 椬梧滯洪池開發計畫書 124 

3 雲林縣 雲林縣湖山水庫開發計畫 422 

4 雲林縣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一階段實施計畫縣（市）管區

排海口排水系統-滯洪池開發 
18 

5 雲林縣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一階段實施計畫縣（市）管區

排箔仔寮排水系統-滯洪池開發 
23 

6 嘉義縣 
嘉義縣新埤大排治理工程-滯洪池工程-使用分區（含使用地）

變更計畫 
9 

7 屏東縣 
大潮州地下水補注湖第 1 期工程實施計畫非都市土地開發許

可第一階段開發區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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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案名 面積（公頃） 

8 高雄市 永安滯洪池工程用地開發計畫 10 

9 高雄市 典寶溪 A 區滯洪池工程開發計畫 9 

10 高雄市 典寶溪 B 區滯洪池工程開發計畫 3 

11 澎湖縣 
澎湖赤崁地下水庫集水區赤崁北段 686 等地號申請分區變更

及用地變更開發事業計畫書 
66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B.農業科技園區、農業試驗改良場所：屬依據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設置之農業科技園區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之農業試驗改良場

所案件，建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劃設範圍 

以核發開發許可範圍為原則，惟開發許可範圍內面積規模小於兩公

頃之裡地，建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其土地使用管制則比

照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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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1）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 

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且有具體規劃

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者。 

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下，

為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提高當地生活

環境品質等原因，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得適度擴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

之鄉村區或工業區範圍，其範圍應儘量與既有鄉村區或工業區性質相容，

避免影響當地居住或產業發展情形： 

A.為居住需求者，應儘量配合當地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情形，且當

地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鄉村區可建築土地並無閒置或可提供

再利用情形。 

B.為產業需求者，應儘量與當地既有產業相容者為原則，除係配合當地

產業發展趨勢，且當地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工業區並無閒置

或可提供再利用情形。 

C.為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者，以污水處理設施、自來水、電力、電

信、公園、道路、長期照護或其他必要性公共設施，且以服務當地既

有鄉村區或工業區為原則。 

D.為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者，以當地既有鄉村區居住密度高於全國標

準為原則。 

基於集約發展原則，依原區域計畫法規定取得開發許可案件或依本法取

得使用許可案件，得依下列規定檢討劃設其適度擴大範圍： 

A.與原開發許可計畫或使用許可計畫範圍相毗鄰，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屬同一興辦事業計畫，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事業

計畫之文件或原則同意等意見文件。 

B.需符合各級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之總量或區位指導。 

C.需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之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策略（計畫）指導，避免

使用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但因零星夾雜無可避免納入該等土地者，於

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後，該零星夾雜土地依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

指導原則使用。 

D.位於前 A、B、C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2）劃設方式說明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檢核事項 

A.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研擬整體發展願景，提出空間發展構想，

並指認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此外，應訂

定各該直轄市、縣（市）之成長管理計畫，包含城鄉發展總量、區位、

優先順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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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之性質以產業、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等為原

則。 

C.核定之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以因應當地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情形，

且當地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鄉村區可建築土地並無閒置或可

提供再利用情形者為限。 

D.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應具有具體規劃內

容或可行財務計畫。 

（A）具體規劃內容至少包含： 

a.規劃原則 

b.土地使用、產業活動、交通運輸及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等計畫

發展構想。 

c.實施年期，以不超過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目標年為

原則。 

（B）符合下列之一者，始認定具有可行財務計畫： 

a.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應經地政、財政等單位評估財務可行性。 

b.屬政府興辦之使用許可案件，應經編列預算或獲取有關機關經

費補助，且財務具有可行性。 

符合 條件後可應用之重大建設計畫類型 

有關欲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計畫類型，初步彙整如下

表，其中就程序面之認定部分，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為未來 5年內預計可

完成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公開展覽程序者，開發許可案件則為未來 5年

內預計可完成申請或變更使用許可（開發許可）之縣市政府受理申請程

序者。 

表3-12 可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計畫類型彙整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

條件 
計畫類型 

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

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且

有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

畫者 

1.根據經濟部工業局推派縣市產業用地新增之產業用地 

2.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3.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4.聚集且具一定規模之未登工廠 

（1）屬面積達 5 公頃以上，且範圍內工廠使用土地達 20%以上，或

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劃定之未登記工廠聚落為認定原

則。 

（2）經產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中央或地方產業發展需求、產業政策 

（3）經產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輔導措施（輔導

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之土地合理及合法使用輔導措施） 

（4）具有優先輔導合法必要者 

（5）避免位於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或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區位 

（6）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者 

（7）不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者 

（8）不符合所屬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容許使用範疇之產業使用者 

（9）屬低污染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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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

條件 
計畫類型 

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之成長管理計畫及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下，為因應居住或產業

發展需求、提供或改善基礎公

共設施、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

質等原因，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得適度擴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區或工業區範圍，其

範圍應儘量與既有鄉村區或工

業區性質相容，避免影響當地

居住或產業發展情形 

1.既有鄉村區擴大 

（1）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 

（2）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 

（3）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 

（4）毗鄰鄉村區之甲種、丙種建築用地併同考量 

2.既有工業區擴大 

（1）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 

（2）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 

（3）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 

 

基於集約發展原則，依原區域

計畫法規定取得開發許可案件

或依本法取得使用許可案件，

得依下列規定檢討劃設其適度

擴大範圍 

核發開發許可擴大 

界線劃設方式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 5年內可完成具體發展計畫範圍，全

區應劃設城鄉發展地區，且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所載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順序，考量保障既有權益，於申請使用許可或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範圍內

屬既有都市計畫或已核發開發許可土地，得依計畫管制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一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範圍內屬既有鄉村區得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評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城鄉發展地區

第三類，工業區得評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並應配合整體

空間發展需要，原則不得個案申請使用。 

另依循全國國土計畫有關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指導，並配合未來整

體空間發展需要，如經審慎評估後，得依該申請使用許可或新訂擴大都

市計畫實際規劃需要，以及後續配合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之實際範

圍，原則全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並應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中敘明其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有關填海造陸案件，考量其具城鄉發展性質，建議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三。 

 

圖3-29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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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說明 

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A.案例介紹：計畫面積：4565.15 公頃，非屬水源（水庫）特定區、風

景特定區都市計畫。 

  

圖3-30 航空城計畫周邊都市計畫範圍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資料來源：本團隊套繪；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書（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9 次會議審

定版） 

B.劃設模擬 

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以下簡稱桃園航

空城）屬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目前尚未發布實施，根據全國國土計畫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應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三。惟範圍內包含既有合法之使用（鄉村區、工業區、開發許

可及都市計畫），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指導，需考量法律保障既有權益

原則。且由於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發布過度時期，若全區劃設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將受到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相關規範，於未完成

開發前雖得維持原來合法使用，但需避免新增住商、工業及遊憩使用。

綜上所述，本團隊初步將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範圍內既有發展地區依其

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其餘則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功能

分區劃設成果如下圖所示。 

（A）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計畫範圍內涉及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

畫、桃園航空城貨運園區暨客貨園區（大園南港地區）特定區計

畫、南崁新市鎮都市計畫、大園都市計畫等，考量維持其既有發

展權益，初步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B）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計畫範圍內之鄉村區，初步劃設為城

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C）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計畫範圍內之開發許可地區，初步劃

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D）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除去前述既有發展地區，其餘非都市

土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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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1 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計畫【107 年審定版】功能分區劃設成果圖 I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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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1）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劃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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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劃設方式說明 

於資料收集與基本圖建置階段完成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後，即可進

行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底圖劃設。位屬原住民族土地範圍之鄉村區，即位

於原住民保留地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內之鄉村區，得予劃設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三類。 

（3）案例說明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及城鄉發展地區

第三類之鄉村區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案例，詳見本手冊3-96至3-108頁。 

6.新增分類 

（1）非都市土地聚集達一定規模以上甲種建築用地 

有關非都市土地聚集達一定規模以上甲種建築用地之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可因地制宜，依下列建議方式辦理： 

方式 1：依通案性劃設條件劃設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農業發展地

區第一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或其他功能分區、分類）。後續於國土

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將保留該類建築用地之一定建築權利，

且其使用項目朝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土地使用指導

原則方向調整，例如，農業發展地區之既有建築用地，將引導作為住宅、

零售等使用。 

方式 2：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有整體發展需求（例如：有併同鄰

近都市計畫整體規劃需求或產業發展需求等），且符合未來發展地區劃

設條件者，得評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方式 3：如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指導有關新

增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原則相關說明者，得新增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並應

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載明整體開發及土地使用管制原則等相關

內容。 

（2）非都市土地聚集達一定規模以上丙種建築用地 

有關非都市土地聚集達一定規模以上丙種建築用地之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可因地制宜，依下列建議方式辦理： 

方式 1：依通案性劃設條件，劃設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國土保育

地區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或其他功能分區、分類）。後續於國

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將保留該類建築用地之一定建築權利，

且其使用項目朝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土地使用指導

原則方向調整，例如，農業發展地區之既有建築用地，將引導作為住宅、

零售、遊憩等使用；又具有計畫性質者（例如山坡地開挖整地計畫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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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明使用用途者），並應按計畫使用，如有改變原用途以外之使用者，

應申請同意使用或使用許可後調整使用方式。 

方式 2：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有整體發展需求，且符合未來發

展地區劃設條件者，得評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方式 3：如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指導有關新

增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原則相關說明者，得新增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並應

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載明整體開發及土地使用管制原則等相關

內容。 

（3）非都市土地聚集達一定規模以上丁種建築用地 

有關非都市土地聚集達一定規模以上（按：5 公頃）丁種建築用地之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可因地制宜，依下列建議方

式辦理： 

A.方式 1：依通案性劃設條件劃設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農業發展

地區第一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或其他功能分區、分類）。後續於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將保留該類建築用地之一定建築

權利，且其使用項目朝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土地使

用指導原則方向調整，例如，農業發展地區之既有建築用地，將引導

作為住宅、零售等使用。 

B.方式 2：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有整體發展需求，且符合未來

發展地區劃設條件者，得評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C.方式 3：如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指導有關

新增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原則相關說明者，得新增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並應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載明相關內容（按：新增國土功能

分區分類及土地使用管制原則等）。 

有關依方式 2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者，因屬既存合法之丁種

建築用地，請業務單位於依國土計畫法第 26 條第 3 項研定使用許可審

議規則時，納入相關配套機制，俾具使用彈性。 

有關未符所屬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土地使用管制之丁種建築用地，請業務

單位於依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2 項研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時，就各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特性及相容性後，審慎評估研訂適當規定，並邀集農業、

工業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商。 

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變更編定之丁種建築用地，其

土地使用管制依前開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進行管制。未來如有調整為事

業計畫以外之使用時，應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應經申請同意

使用或使用許可後，始得變更為其他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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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疊分區分類處理 

（一）重疊分區分類處理原則 

1.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 

（1）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據各該國土計畫之指導，劃設國土功能分

區；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順序，於考量國土保育、全國糧食安全、產業及

居住發展等原則下，其先後順序依次以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農

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為原則。 

（2）各國土功能分區下之分類，其劃設順序如下： 

各國土功能分區下，考量法律保障既有權益原則，如涉及下列地區者，

優先劃設： 

A.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之地區。 

B.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之地區。 

C.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及一定面積規模以上具有城鄉

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 

D.其他海域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 

除前開優先劃設之地區外，國土保育地區按其環境敏感程度由高至低依

序劃設，農業發展地區按農地資源品質由高至低依序劃設。 

2.重疊分區分類處理原則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據各該國土計畫之指導，劃設國土功能分

區。此外，根據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順序，於考量國土保育、全

國糧食安全、產業及居住發展等原則下，其先後順序依次以國土保育地區及海

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為原則，並維持既有發展地區之權

益。 

惟功能分區實際操作過程中，單一宗地可能同時符合多個功能分區劃設條

件，進而產生兩個以上之功能分區分類重疊情形，然而國土功能分區應為互斥，

故需要考量競合關係並判定優先原則。本章節盤點可能出現重疊分區之全部情

形，並研擬處理原則，彙整於下表重疊分區分類處理原則矩陣表。 

重疊分區分類處理原則矩陣表查看方式以國土保育地區為例，若國土保育

地區第一類與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重疊，則功能分區應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一類；若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重疊，則功能分區應劃設

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惟屬特殊情形者，如屬農業主管機關提供不影響國土

保安、水源保護必要之農業經營專區、農糧產業專區、集團產區或坡地農業，

面積 2 公頃以上者，得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並標註特殊情形處理

方式於表中。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3-71 

表3-13 重疊分區分類處理原則矩陣表 

 國土保育 海洋資源 農業發展 城鄉發展 

1 2 3 4 1-1 1-2 1-3 2 3 1 2 3 4 5 1 2-1 2-2 2-3 3 

國
土
保
育 

1                    

2 國 1                   

3 國 3 國 3                  

4 國 4 國 4 國 3                 

海
洋
資
源 

1-1 海 1-1 海 1-1 國 3 國 4                

1-2 海 1-2 海 1-2 國 3 國 4 海 1-1               

1-3 海 1-3 海 1-3 國 3 國 4 海 1-1 海 1-2              

2 海 2 海 2 國 3 國 4 海 1-1 海 1-2 海 1-3             

3 海 3 海 3 國 3 國 4 海 1-1 海 1-2 海 1-3 海 2            

農
業
發
展 

1 國 1 國 2 國 3 國 4 海 1-1 海 1-2 海 1-3 海 2 海 3           

2 國 1 國 2 國 3 國 4 海 1-1 海 1-2 海 1-3 海 2 海 3 農 1          

3 國 1 國 2 註 1 國 3 國 4 海 1-1 海 1-2 海 1-3 海 2 海 3 農 1 農 3         

4 農 4 註 4 農 4 國 3 國 4 農 4 農 4 海 1-3 農 4 農 4 農 4 註 4 農 4 農 4        

5 農 5 農 5 國 3 國 4 農 5 農 5 海 1-3 農 5 農 5 農 5 農 5 農 5 農 5       

城
鄉
發
展 

1 城 1 城 1 國 3 國 4 城 1 城 1 城 1 城 1 城 1 城 1 城 1 城 1 城 1 農 5      

2-1 城 2-1 城 2-1 國 3 國 4 城 2-1 城 2-1 城 2-1 城 2-1 城 2-1 城 2-1 城 2-1 城 2-1 農 4 註 2 農 5 城 1     

2-2 城 2-2 城 2-2 國 3 國 4 城 2-2 城 2-2 城 2-2 城 2-2 城 2-2 城 2-2 城 2-2 城 2-2 城 2-2 農 5 城 1 城 2-2    

2-3 
城 2-3 之範圍劃設應避開國 1 及農 1 範圍，並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劃設條件，考量保障既有權益，既有發展地區中都市

計畫範圍得優先劃設為城 1；開發許可範圍得優先劃設為城 2-2；鄉村區、特定專用區、工業區得優先劃設為城 2-1 
  

3 城 3 城 3 國 3 國 4 城 3 城 3 海 1-3 城 3 城 3 城 3 城 3 城 3 農 4 註 3 農 5 城 1 城 3 城 3   

註 1：屬農業主管機關提供不影響國土保安、水源保護必要之農業經營專區、農糧產業專區、集團產區或坡地農業，

面積 2 公頃以上者，得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註 2：屬已核定或申請中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鄉村區，或刻正參訓「培根計畫」者，建議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其餘鄉村區再依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劃設 

註 3：屬已核定或申請中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鄉村區，或刻正參訓「培根計畫」者，建議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並與地方原民主管機關確認 

註 4：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之原住民聚落，原則應避免使用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如有

不可避免而納入之考量因素，應敘明相關論述及劃設條件於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章節 6-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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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體性原則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順序，於考量國土保育、全國糧食安全、產業及居

住發展等原則下，其先後順序依次以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農

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為原則。 

根據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既有發展地區應優先劃設，

故既有發展地區劃設優先順序如下： 

A.與國家公園範圍轉換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相疊時，應以國土保育地

區第三類優先。 

B.都市計畫相關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及農業發

展地區第五類與其他功能分區相疊時，應以都市計畫轉換之功能分區

分類優先。 

C.與開發許可範圍轉換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相疊時，應以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優先。 

D.原住民聚落、依區域計畫劃定之鄉村區、特定專用區及工業區，考量

亦屬既有發展地區，與其他功能分區相疊時，亦以農業發展地區第四

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及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為優先。 

（2）國土保育地區與其他功能分區分類相疊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重疊 

A.根據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優先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

第二類。惟屬農業主管機關提供不影響國土保安、水源保護必要之農

業經營專區、農糧產業專區、集團產區或坡地農業，面積 2公頃以上

者，得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並於重疊分區分類以註 1表

示。 

B.有關後續操作方式，挑選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農委會農業試驗

所山坡地農糧作物分布地區，並將相距 100公尺之坡地農業坵塊整併

後，將面積規模大於 2公頃之整併後坵塊由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範圍

改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惟調整後之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範圍，

屬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者，農業主管機關應針對農藥、肥料

等污染源研提相關改善、精進輔導措施或管控機制。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與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重疊 

考量國土保育地區及專法管制地區應優先劃設，優先劃設為國土保

育地區第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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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資源地區與其他功能分區分類相疊 

海洋資源地區與其他分類相疊 

劃設優先順序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

二、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海洋資源地區第

三類。 

海洋資源地區與農業發展地區相疊 

考量目前海域及陸域之分界為平均高潮線而非地籍外界線，農業發

展地區之劃設母體為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及林業用地，且劃

設條件未註明屬陸域地區，實有重疊之情形，考量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順序，優先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 

（4）農業發展地區與其他功能分區分類相疊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與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重疊 

屬已核定或申請中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鄉村區，或刻正參訓「培

根計畫」者，考量後續農業資源挹注情形，建議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四類，其餘鄉村區再依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劃設，於重疊分區分類以

註 2表示。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與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重疊 

考量後續應依核發開發計畫管制，優先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之二。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與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重疊 

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如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與國土

保育地區第一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重疊時，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功能

分區劃設順序，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惟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之原住民聚落，依劃設條件原則應避免使用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如有不可避免而納入之考

量因素，應敘明相關論述及劃設條件於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章

節 6-1中。 

（5）城鄉發展地區與其他功能分區分類相疊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與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重疊 

屬已核定或申請中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鄉村區，或刻正參訓「培

根計畫」者，考量後續農業資源挹注情形，建議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四類，並與地方原民主管機關確認，於重疊分區分類以註 3 表示。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與城鄉發展地區第

一類重疊 

考量都市計畫範圍屬優先既有發展地區，優先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與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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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非都市土地工業區屬開發許可案件、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

或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應優先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非都市土地鄉村區屬核發開發許可地區

（除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者），後續應循開發計畫管制，亦應優先

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與其他功能分區分類相疊 

考量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土地使用管制將影響民眾權益，前

述矩陣表中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與既有發展地區相疊時，直轄市、

縣（市）政府得自行評估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範圍完整劃設為城

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並應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中敘明其土

地使用管制原則。 

另得評估以既有發展地區優先劃設，故都市計畫範圍得劃設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一類、開發許可範圍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非

都市土地鄉村區、特定專用區、工業區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

一，惟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原則應避開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範圍，並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劃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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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空白地處理 

（一）空白地處理原則 

各功能分區分類底圖劃設完畢，並且處理完畢重疊分區後，將各底圖套疊至

該縣市功能分區劃設範圍後將產生尚未分類之空白地，其中海域部分功能分區分

類底圖因其他未規劃之海域將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故不會產生空白地。

陸域部分則會產生三類空白地，分別為未編定地或未登錄地、未符功能分區劃設

條件之特定專用區、未符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之其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以上空

白地類型對應之處理原則如下表，個別原則詳述如下： 

 

圖3-32 空白地形成原因示意圖 

表3-14 空白地類型及處理原則彙整表 

空白地類型 空白地處理原則 

未符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之特定

專用區（如資源型使用分區、公

共設施及公用設備、軍事用地） 

1.參考其土地資源條件性質或按特定專用區原核定計畫內容，配合

毗鄰國土功能分區進行劃設，如屬河川廊道、海岸濕地周邊，原則

劃設為國土保育相關分類；具農業生產及多元利用功能者，原則劃

設為農業發展相關分類。 

2.界線劃設部分，特定專用區建議以完整分區轉換為原則，其餘空白

地建議以完整宗地為範圍，前述樣態皆須考量範圍完整性，狹長型

之宗地可適當切割。 

未符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之其餘

空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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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 

依前述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原則劃設各功能分區分類後，考量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對

後續功能分區分類圖之製作具指導性質，應於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敘明以下項目。 

（一）縣市國土計畫章節 6-1 

1.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條件 

如屬除國土計畫法、全國國土計畫或本手冊訂定之一般性原則，則無須將

相關內容悉數納入，僅需述明遵照國土計畫法、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即可。建

議敘明各直轄市、縣（市）國土主管機關擬定之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2.新增分類 

（1）新增該分類特殊性、相容性、公益性、合理性 

（2）該分類劃設條件及劃設順序 

（3）劃定後範圍檢討調整條件、時機 

（二）縣市國土計畫章節 6-2 

1.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說明 

依全國國土計畫之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條件劃設並以文字說明劃設內容，其

中涉及城鄉發展性質或農村聚落、原住民聚落之功能分區分類（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城鄉發展地區

第三類、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應予明確說明，包括分布區位、總處數、面積

及劃設條件等。 

各分區分類劃設應敘明項目如下表所示，原則應於第二階段完成下述工作

項目，惟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畫主管單位評估，於第二階段工作無

法完成界線劃設者，得於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敘明： 

（1）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之一、第二類之二、第二類之三、第三類及農

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該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係暫行劃設範圍，後續將於第三

階段工作再行配合調整及確認該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界線。 

（2）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原住民聚落：該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係暫行劃設範圍，

後續應俟原住民族主管單位劃設聚落範圍後，於第三階段工作再行配合調

整及確認該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界線。 

表3-15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說明應表述內容 

功能分區分類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說明應表述內容 

國 土

保 育

地區 

第一類 1.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2.可建築用地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第二類 1.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2.可建築用地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第三類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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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區分類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說明應表述內容 

第四類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海 洋

資 源

地區 

第一類之一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第一類之二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第一類之三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第二類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第三類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農 業

發 展

地區 

第一類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第二類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第三類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第四類 鄉村區單元、原住民聚落：分布區位、總處數、面積、劃設條件、

界線劃設原則等。 

第五類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城 鄉

發 展

地區 

第一類 分布區位、總處數、面積及劃設條件 

第二類之一 1.分布區位、總處數、面積及劃設條件 

2.鄉村區單元界線劃設原則 

第二類之二 分布區位、總處數、面積及劃設條件 

第二類之三 1.分布區位、總處數、面積及劃設條件 

2.分案說明分區分類界線劃設原則及面積 

第三類 1.分布區位、總處數、面積及劃設條件 

2.鄉村區單元界線劃設原則 

註：面積皆以公頃為單位，並以整數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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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及面積統計表 

應以全縣市及各鄉鎮市區為單位各一圖幅呈現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並統

計各分區分類面積，面積皆以公頃為單位，並以整數表明，前述涉及城鄉發展

性質或農村聚落、原住民聚落之功能分區分類應另統計處數。 

（1）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 

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製作格式如下表所示，圖說範例以下圖所示。 

表3-16 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格式 

項目 說明 

底圖 縣市界、鄉鎮市區界、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 

規格 1.以全縣市為單位以一圖幅呈現。 

2.以 A3 圖紙出圖，視計畫範圍大小、形狀決定圖紙縱高、衡長。 

3.圖幅四周距邊緣 3 公分至 5 公分，並應加圖框。 

型式 依直轄市、縣（市）計畫範圍製作，其內容應包含下列項目： 

1.圖名（應由左向右橫寫）。 

2.指北針、比例尺、製圖日期、製圖單位。 

圖說內容 1.圖例應明確表明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之標誌。 

2.得依據直轄市、縣（市）計畫範圍大小、形狀自行決定比例尺，但不宜小於 1：400,000。 

3.需納入海域範圍。 

4.分區分類以填色表示，著色請依下表所列顏色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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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3 臺中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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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面積統計表 

表3-17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面積統計表格式 

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 處數 面積（公頃）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新增分類   

小計   

海洋資源地區 第一類之一   

第一類之二   

第一類之三   

第二類   

第三類   

新增分類   

小計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新增分類   

小計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第二類之一   

第二類之二   

第二類之三   

第三類   

新增分類   

小計   

總計  

註： 

1.上表新增分類之名稱、面積，得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定需要，修改、增減欄位。 

2.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加註「實際面積仍應以核定公告之國土功能分區圖為準。」等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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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範圍示意圖 

各處應予編號並以可識明方式標示劃設範圍示意圖，惟如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三範圍內因零星夾雜而一併劃入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或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土地，應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予以說明其分布情形，並研擬相

關土地使用規劃原則。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範圍製作格式如下表所示，

圖說範例以下圖所示。 

表3-18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範圍示意圖格式 

項目 說明 

底圖 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為底圖，應表明內容包括行政界線、道路、國道、省道、縣道、鄉道

等道路系統（並標明公路編號標誌）、高速鐵路、鐵路、雙鐵捷運車站站點、機場等重要

交通運輸地標，河川、水庫湖泊、水系範圍、地形圖及等高線資訊，以及建物、區塊及重

要地標等。 

規格 1.各案分別以單一圖幅呈現。 

2.以 A3 或 A4 圖紙出圖，視計畫範圍大小、形狀決定圖紙縱高、衡長。 

3.圖幅四周距邊緣 3 公分至 5 公分，並應加圖框。 

型式 依個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範圍製作，其內容應包含指北針、比例尺、製圖日

期、製圖單位。 

圖說內容 1.以框線著色表明，建議表明鄰近功能分區分類，分區框線著色請依下表繪製，其邊框

以 2 至 4 毫米線寬繪製，並增製 0.1 至 0.4 毫米之黑色外框線。  

 
2.面積規模屬 60 公頃以下者，每案建議各自表明於 A4 圖紙，以 1/5000 比例尺表明之。 

3.面積規模屬 60 公頃以上者，每案建議各自表明於 A3 圖紙，以可視比例表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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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4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示意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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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劃設檢核表 

劃設完畢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後，為確認示意圖之正確性，並使第三階

段之業務單位確認第二階段劃設成果的完整性，建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國

土主管機關填寫下列檢核表於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技術報告中。 

表3-19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劃設檢核表 

工作項目 檢核情形 

1.基本圖製作 

劃設鄉村區單元界線 □是 

□否 

2.各功能分區分類底圖劃設 

國土保育地區 中央管河川廊帶於圖面上是否呈現連續分布? □是 

□否 

農業發展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夾雜之農路、水路是否已併入鄰近農業發

展地區中? 

□是 

□否 

涉及核定部落範圍之直轄市、縣（市），是否劃設完畢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原住民聚落? 

□未涉及核定部落

範圍 

□是 

□否 

3.空白地處理 

是否已完成空白地處理? □是 

□否 

4.成果複核 

都市計畫範圍內除涉及國家公園外，是否僅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

地區第四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是 

□否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是否以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為單位劃設? 

□是 

□否 

除原依區域計畫法劃設之鄉村區相關功能分區外，各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是否皆

具範圍完整性，且無畸零狹小之坵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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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模擬案例 

（一）國家公園、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交界 

1.案例介紹 

（1）案例範圍 

本案例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秀林（崇德地區）都市計畫、新秀（新

城一秀林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如下圖所示，範圍訂定以地形地貌、國家

公園使用分區線以及平均高潮線為原則。 

 

圖3-35 太魯閣國家公園、秀林（崇德地區）都市計畫、新秀（新城一秀林地區）都市計畫模擬案

例範圍示意圖 

（2）總面積：4,148.23公頃 

（3）案例特性：屬國家公園、都市計畫以及非都市土地交會處。 

（4）欲劃設功能分區:包含國土保育地區第一、三、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二、三、四、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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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一級海岸保護區、保安林、國有

林事業區內國土保安區及自然保育區，其他公有森林區。 

（6）辦理重製情形：秀林（崇德地區）都市計畫、新秀（新城一秀林地區）都市

計畫業已於 107年 6月申請辦理重製。 

 

圖3-36 太魯閣國家公園航照圖 

資料來源：國土規劃地理資訊系統 

 

圖3-37 秀林（崇德地區）都市計畫、新秀（新城一秀林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資料來源：國土規劃地理資訊系統 

2.劃設模擬 

（1）國土保育地區底圖劃設 

第一類底圖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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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範圍內涉及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包括國有

林事業區內國土保安區、自然保護區、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及保安林等，

前述指標以及聯集後產生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底圖如下圖所示。 

 

圖3-38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底圖劃設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底圖劃設 

本案例範圍內涉及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參考指標包括土石

流潛勢溪流以及地質敏感區山崩地滑等，前述指標、聯集成果，以及依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範圍調整原則後產生之底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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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9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底圖劃設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底圖劃設 

本案例範圍內涉及之國家公園為太魯閣國家公園，依其範圍劃設為

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底圖如下圖所示。 

 

圖3-40 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底圖劃設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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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劃設條件中，其他都市計畫涉及中央管河

川之保護保育分區，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惟因新秀（崇德地

區）都市計畫、新秀（新城一秀林地區）都市計畫屬其他都市計畫，且

無涉及中央管河川，故得不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2）農業發展地區底圖劃設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五類底圖 

根據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五類底圖劃設方式，可得農

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五類底圖，如下圖所示。 

 

圖3-41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五類底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本案例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底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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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2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底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經檢核本案例範圍內之鄉村區不符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建議

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如下圖所示。 

 

圖3-43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底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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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鄉發展地區底圖劃設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將都市計畫範圍扣除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底圖後，可得本案例之城

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底圖，如下圖所示。 

 

圖3-44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底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經檢核本案例範圍內之工業區屬編定工業區，為原獎勵投資條例同

意案件，不符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本案例範圍內之鄉村

區未符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本案例範圍內無特定專用區，

綜上所述，本案例無須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底圖。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本案例範圍內之和平工業區，經檢核屬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

為經濟部工業局所編定，故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底圖，如下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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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5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底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經檢核本案例範圍內三處鄉村區位於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內，建議優

先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底圖，如下圖所示。 

 

圖3-46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底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參、第二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操作流程｜七、模擬案例 

3-92 

（4）重疊分區分類處理 

本案例各功能分區分類底圖劃設完成後，應根據重疊分區分類處理原

則調整功能分區分類界線，經檢核，太魯閣國家公園與秀林（崇德地區）

都市計畫之邊界產生重疊情形。 

 

圖3-47 重疊分區處理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經查變更秀林（崇德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所述計畫

範圍：「東至海灘邊，西至蘇花公路（省道台九線）以西約80公尺至200公

尺附近山坡，南至海邊道路南側，北至崇德車站以北約850公尺處，區位上

鄰近太魯閣國家公園。」，可知秀林（崇德地區）都市計畫西側邊界無明

確說明。另查太魯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範圍所述：「

東部範圍由清水山連接良里（卡那剛）溪出海口，南下經清水斷崖，由崇

德（不含崇德都市計畫範圍）西行至太魯閣口，連接新城山、偶屈山、加

禮宛山之天然稜線。」，可知太魯閣國家公園之邊界不含秀林（崇德地區

）都市計畫，重疊之示意圖如下所示。 

因應秀林（崇德地區）都市計畫刻正辦理重製作業中，建議重疊部分

於第二階段仍以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為優先。後續第三階段功能分區及分

類圖劃設階段，考量秀林（崇德地區）都市計畫重製後精度較高，初步建

議以都市計畫範圍界為準修正國家公園範圍線，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辦理

通盤檢討時，再行調整國家公園計畫範圍邊界，並建議召集都市計畫主管

機關及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進行界線協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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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8 都市計畫地區與國家公園地區邊界重疊示意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圖3-49 都市計畫地區與國家公園地區邊界重疊建議處理原則 

（5）空白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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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功能分區分類底圖經重疊分區分類處理後，即可進行空白地處理，

本案例範圍內之空白地為平均高潮線往陸地側之未登錄地，以及屬縣市管

河川之立霧溪，亦屬未登錄地。 

有關平均高潮線往陸地側之未登錄地，根據空白地處理原則，應優先

併入鄰近分區，故建議併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有關立霧溪，考量立霧

溪亦屬重要河川廊帶，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圖3-50 空白地處理原則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根據空白地處理原則，本案例之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成果如下圖所示，

其中立霧溪部分考量其亦屬重要河川廊道，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初步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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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1 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成果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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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鄉村區轉換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1.鄉村區轉換功能分區分類操作流程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於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劃設之章節，有關

鄉村區應屬何功能分區分類已作指導，功能分區分類圖之劃設應參考前述計畫

指導。依據區域計畫法劃設之鄉村區未來欲劃設之功能分區分類共有四種，分

別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

二、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如涉及鄉村區擴大範圍，則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一或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則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條件及劃設順序，鄉村區

轉換為功能分區分類之流程如下圖，以下逐步說明。 

（1）檢核是否屬核發開發許可（非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 

若屬核發開發許可（非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則建議劃設為城

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因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未來應依核發開發許

可計畫管制，故無納入零星土地之彈性。 

（2）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 

將鄉村區分類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城

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前，考量鄉村區之功能分區分類界線劃設應考量範圍完

整性，應納入零星土地，以完整坵塊為範圍劃設界線，故應參考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對鄉村區分類之指導，依據本手冊參、資料收集及基本

圖建置中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方式，劃設鄉村區單元基本圖，俾利後續

鄉村區分類作業。 

（3）檢核是否屬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鄉村區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後，鄉村區單元若位於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

則近一步評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或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其餘鄉村區單元，則評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或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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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檢核是否屬農村再生範圍或刻正參訓「培根計畫」者 

以鄉村區單元基本圖為分析單元，建議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裁

量各鄉村區單元適當之功能分區分類。首先檢核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屬農村

再生範圍或刻正參訓「培根計畫」者，考量已屬農業資源挹注範圍，或未

來欲申請農業資源挹注地區，建議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另外

，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者，建議劃設為城

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不符者則建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惟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鄉村區單元，亦須考量後續農業資源挹注情

形，建議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區公所或部落會議協助確認該鄉村

區單元，欲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或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圖3-52 鄉村區轉換功能分區分類操作流程 

2.案例介紹 

以下模擬針對苗栗縣以及臺南市二行政區內之鄉村區進行模擬。 

（1）案例特性 

苗栗縣之鄉村區規模較小，平均面積約2.18公頃，多分布於都市計畫

區周邊，數量共計226處；臺南市之鄉村區規模較大，平均面積約8.62公頃

，距離都市計畫區較遠，數量共計467處。考量苗栗縣及臺南市之鄉村區規

模及分布區位不同，故以此二縣市作為鄉村區劃設模擬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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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模擬結果 

 
臺南市模擬結果 

圖3-53 苗栗縣及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及鄉村區分布示意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2）苗栗縣都市計畫相關數據統計 

苗栗縣之都市計畫區數量共20個，依106年內政部國土資訊系統社會

經濟資料庫戶籍人口空間資料統計，相關人口密度數據如下所示： 

總平均密度：59.30（人/公頃）。 

市鎮計畫平均密度：75.47（人/公頃）。 

鄉街計畫平均密度：61.55（人/公頃）。 

特定區計畫平均密度：40.14（人/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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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扣除風景型、保育型特定區計畫）平均人口淨密度：63.20（人

/公頃）。 

（3）臺南市都市計畫相關數據統計 

臺南市之都市計畫區數量共41個，依106年內政部國土資訊系統社會

經濟資料庫戶籍人口空間資料統計，相關人口密度數據如下所示： 

總平均密度：38.51（人/公頃）。 

都市計畫（扣除風景型、保育型特定區計畫）平均人口淨密度：42.74（人

/公頃）。 

2.劃設模擬 

苗栗縣與臺南市之案例分析僅針對鄉村區轉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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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流程說明，故以下模擬建立於

已劃設完畢鄉村區單元基本圖之情形，下述鄉村區單元處數初步以鄉村區相距

25公尺為一處計，不模擬屬開發許可案件部分。 

（1）檢核是否涉及農村再生範圍或刻正參訓「培根計畫」者 

因為取得苗栗縣與臺南市刻正參訓培根計畫之鄉村區，故僅分析鄉村

區單元涉及農村再生範圍部分。苗栗縣涉及農村再生範圍之鄉村區，共計

82個，未符條件之鄉村區共計144個；臺南市符合條件之鄉村區共計112個

，未符條件之鄉村區共計355個，劃設結果如下圖所示。 

 
苗栗縣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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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模擬結果 

圖3-54 苗栗縣及臺南市涉及農村再生範圍之鄉村區模擬結果示意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2）檢核是否屬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鄉村區 

苗栗縣屬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鄉村區單元，共計12個，未符條件之

鄉村區共計214個；臺南市無涉及原住民族土地範圍之鄉村區，劃設結果如

下圖所示。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3-101 

 

圖3-55 苗栗縣屬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鄉村區模擬結果示意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3）檢核是否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 

位於都市計畫區（都市發展率達一定比例以上）周邊相距一定距離內 

苗栗縣符合距離都市發展率達 80%以上都市計畫區 2 公里範圍內條

件之鄉村區，共計 39 個，未符條件之鄉村區共計 187 個；臺南市符合

條件之鄉村區共計 37 個，未符條件之鄉村區共計 430 個，劃設結果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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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模擬結果 

 
臺南市模擬結果 

圖3-56 苗栗縣及臺南市位於都市計畫區（都市發展率達一定比例以上）周邊相距一定距離內之鄉

村區模擬結果示意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非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例 

苗栗縣符合非農業活動人口達 50%以上之鄉村區，共計 199 個，未

符條件之鄉村區共計 27 個；臺南市符合條件之鄉村區共計 124 個，未

符條件之鄉村區共計 343個，劃設結果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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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模擬結果 

 
臺南市模擬結果 

圖3-57 苗栗縣及臺南市非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例之鄉村區模擬結果示意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人口密度較高者 

苗栗縣符合人口密度達該縣之平均都市計畫（扣除風景型、保育型

特定區計畫）人口淨密度之鄉村區，共計 172個，未符條件之鄉村區共

計 54 個；臺南市符合條件之鄉村區共計 260 個，未符條件之鄉村區共

計 207個，劃設結果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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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模擬結果 

 
臺南市模擬結果 

圖3-58 苗栗縣及臺南市人口密度較高之鄉村區模擬結果示意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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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11條規定鄉街計畫條件 

苗栗縣無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11 條規定鄉街計畫條件之鄉村區；臺

南市符合鄉公所所在地條件之鄉村區共計 4 個，未符都市計畫法第 11

條規定之鄉村區共計 463個，劃設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3-59 臺南市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11 條規定鄉街計畫條件之鄉村區模擬結果示意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3）劃設結果 

依上述原則模擬結果，苗栗縣之鄉村區共劃設為137個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一、83個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及6個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臺南市

共劃設258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及209個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統計

及劃設結果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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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劃設成果 

 
臺南市劃設成果 

圖3-60 苗栗縣及臺南市鄉村區轉換功能分區結果綜整示意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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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苗栗縣及臺南市劃設成果中，根據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

條件，對所有鄉村區進行分析，苗栗縣及臺南市鄉村區符合條件數分析如

下圖所示。其中紅字為「符合此條件之鄉村區處數」，黑字為「僅符合此

條件之鄉村區處數」，以位於都市計畫區（都市發展率達一定比例以上）

周邊相距一定距離內之圓圈為例，符合此條件之鄉村區共39處，僅符合此

條件之鄉村區為1處，同時符合此條件及人口密度較高之鄉村區為1處，以

此類推。 

 
苗栗縣（鄉村區 226 處扣除涉及農村再生範圍得劃設為農四之鄉村區 82 處，以及原住民族土地範圍之

鄉村區 6 處後，其餘鄉村區共 138 處之次數分配分析） 

 
臺南市（鄉村區 467 處扣除涉及農村再生範圍得劃設為農四之鄉村區 112 處後，其餘鄉村區共 355 處

之次數分配分析 

圖3-61 苗栗縣及臺南市劃設原則模擬結果綜整示意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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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劃設結果 

 
臺南市劃設結果 

圖3-62 苗栗縣及臺南市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結果示意圖 

註：本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該縣市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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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 SHP 檔 

考量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皆須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 SHP檔

供審議過程使用，並作為後續第三階段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之依據，以下說明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示意圖 SHP檔之建置格式，以作為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參酌。 

（一）檔案內容 

1.以全縣市所有功能分區分類合併為一個檔案。 

2.以全縣市各單一功能分區分類為檔案單元。 

（二）檔案名稱 

1.以全縣市所有功能分區分類合併為一個檔案時，檔案名稱為「直轄市、縣（市）

名稱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 

（1）範例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SHP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SHX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DBF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PRJ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CPG 

2.以全縣市各單一功能分區分類為檔案單元時，檔案名稱為「直轄市、縣(市)名

稱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名稱示意圖」。 

（1）以宜蘭縣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為例 

宜蘭縣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示意圖.SHP 

宜蘭縣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示意圖.SHX 

宜蘭縣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示意圖.DBF 

宜蘭縣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示意圖.PRJ 

宜蘭縣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示意圖.CPG 

（2）以宜蘭縣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為例 

宜蘭縣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示意圖.SHP 

宜蘭縣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示意圖.SHX 

宜蘭縣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示意圖.DBF 

宜蘭縣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示意圖.PRJ 

宜蘭縣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示意圖.CPG 

3.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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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土保育地區：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國土保育地

區第三類、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2）海洋資源地區：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海

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 

（3）農業發展地區：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農業發展地

區第三類、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4）城鄉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三）圖形型式 

功能分區分類圖形型式應為面狀圖形（Polygon）。 

（四）檔案字元編碼 

採 UTF8。 

（五）檔案坐標系統 

1.TM2（TWD97，中央經線 121度）（適用臺灣本島）： EPSG=3826 

2.TM2（TWD97，中央經線 119度）（適用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EPSG=3825 

（六）檔案屬性欄位 

1.必要欄位：直轄市、縣(市)名稱(cityname)及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類別名稱

(zonename)，其欄位名稱、資料型態、欄位寬度、範例如下所示。 

表3-20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 SHP 檔檔案屬性欄位 

Field Name 

(欄位名稱) 

Data Type 

(資料型態) 

Length 

(欄位寬度) 
範例 

cityname Text(文字) 10 宜蘭市 

zonename Text(文字) 24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2.非必要欄位：直轄市、縣(市)可視其需求建置其他屬性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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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劃設操作

流程 
此章節旨在於說明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及編定使用地，即第三階段之劃設操作流程，本章

節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之劃設係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所載劃設條件，以第二階段國土功能

分區分類示意圖之成果為基礎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並保留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實

際地形地勢酌予調整邊界之空間。 

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影響人民權益甚鉅，且各項圖資繪製精度不一，第三階段功能分

區分類圖應以第二階段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為基礎，並以法定計畫界線、地籍圖宗地界線、劃

設指標公告範圍為依據，且參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道路水路或等高線等地形地貌做為參考依

據。此外，為減少地籍圖接合之誤差，以鄉鎮市區或地段為單位進行分區線劃設以地形為邊界，

並考量不違背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原意前提下，以完整地籍宗地邊界為分區界線劃設原則，以最

大化減少地籍分割之必要。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劃設概念圖如下圖所示。 

 

圖4-1 第三階段功能分區圖劃設概念 I 

故第三階段主要應釐清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第二階段功能分區線、地籍展繪線、都市計畫

範圍展繪線之關係，該概念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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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第三階段功能分區圖劃設概念 II 

根據上述操作概念，第三階段操作步驟如下圖所示。 

 

圖4-3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繪製建議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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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收集 

（一）功能分區劃設所需圖資 

考量第二階段至第三階段劃設功能分區分類界線作業前，仍有新辦理完成之

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更正或劃定案件，以及新核發之開發許可

案件等案件，亦須依各類劃設條件參考指標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界線，故

更新相關圖資以利後續劃設界線事宜。 

 

圖4-4 第三階段資料收集原則 

為彙整第三階段劃設國土功能分區應搜集圖資之類型、來源及屬性，提出下

表國土功能分區所需圖資彙整表，供各縣市政府對照，表格中若為自中央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取得之數值圖資，將彙整其數值圖資屬性、涉及之縣市與圖資使用

注意事項供縣市政府參酌；表格中所列圖資若縣市政府具有較新且準確的資料，

則以各縣市政府較新之資料為準，如各縣市都市計畫範圍與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部分，則須由各縣市政府之最新資料為主。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所需圖

資彙整表詳如下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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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階段劃設國土功能分區所需圖資一覽表格式 

圖資名稱 
功能分區 

應用類別 
申請單位 檔案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坐標 

系統 
涵蓋縣市 備註 

第二階段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

成果 

基本圖資 直轄市、縣

（市）政府 

shp. - TWD97 全臺除臺北市、嘉義市、金

門縣外 

 

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 

shp. 108.03.29 TWD97 全臺  

等高線（內政部

20 公尺網格數

值地形模型資

料）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地政

司 

CSV/TXT 105.08.29 TWD97 全臺  

直轄市、縣市界

線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 

shp. 107.12.26 TWD97 全臺  

鄉鎮市區界線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 

shp. 107.12.26 TWD97 全臺  

村（里）界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 

shp. 108.01.04 TWD97 全臺  

國土利用調查

成果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 

shp. 108.03.29 TWD97 全臺  

地籍圖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

直轄市、縣

（市）政府 

shp.  TWD97 全臺 1.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之

GIS地籍圖，由內政部國

土測繪中心所提供，係

整合各縣市政府所提供

測量結果及未登記土地

測量、基本控制測量等，

強制接合各地段，部分

地區可能與地籍實際坐

落位置有所誤差，且有

半年以上時間落差，請

謹慎使用。若 GIS 地籍

圖資料、土地地段資料

及控制測量結果等資訊

與各縣市政府資訊產生

誤差時，以各縣市政府

重新測量結果為準。 

2.地籍圖之權屬部分建議

以直轄市、縣（市）政府

蒐集為準。 

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 

基本圖資 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

分署、直轄

市、縣（市）

政府 

shp. 108.03.29 TWD97 全臺除臺北市、金門縣、嘉

義市外 

向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

分署申請之圖資乃由國土

測繪中心產製之 GIS 地籍

圖製作而成。 

非都市土地使

用編定 

基本圖資 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

分署、直轄

市、縣（市）

政府 

shp. 108.03.29 TWD97 全臺除臺北市、金門縣、嘉

義市外 

向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

分署申請之圖資乃由國土

測繪中心產製之 GIS 地籍

圖製作而成。 

平均高潮線 基本圖資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7.08.03 TWD97 全臺除南投縣、臺北市、嘉

義市外 

 

山坡地範圍 基本圖資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直

轄市政府 

shp. 106.05.31 TWD97 全臺 各直轄市山坡地範圍請逕

洽各直轄市水保單位。 

縣市海域管轄

範圍 

基本圖資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8.7.12 TWD97 全臺除南投縣、臺北市、嘉

義市外 

 

直轄市、縣（市）

第一次公告使

用分區編定作

業報告 

基本圖資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 - 全臺除臺北市、金門縣、嘉

義市外 

 

非都市土地特

定專用區，以及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基本圖資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 - 全臺除臺北市、金門縣、嘉

義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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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名稱 
功能分區 

應用類別 
申請單位 檔案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坐標 

系統 
涵蓋縣市 備註 

丙種建築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農牧用

地、窯業用地等

6 種使用地之

個別目的事業

機關核定計畫、

範圍及土地利

用現況 

都市計畫圖、都

市計畫使用分

區 

城 1、國 4、

農 5 

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

分署、直轄

市、縣（市）

政府 

shp. 108.03.06 TWD97 全臺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

署所提供的都市計畫圖為

每年統計整合圖資，於劃

設功能分區時須以各縣市

政府最新資訊為準。 

自然保護區 國 1、國 4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 

shp. 106.05.23 TWD97 苗栗縣、臺中市、高雄市、

臺東縣 

 

自然保留區 國 1、國 4、

海 1-1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海洋委

員會海洋保

育署 

shp. 106.05.23 TWD97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

臺中市、南投市、高雄市、

臺東縣、屏東縣、宜蘭縣、

澎湖縣 

 

野生動物保護

區 

國 1、國 4、

海 1-1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海洋委

員會 

shp. 104.07.23 TWD97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

彰化縣、臺中市、臺南市、

宜蘭縣、臺東縣、澎湖縣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 

國 1、國 4、

海 1-1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海洋委

員會 

shp. 104.07.23 TWD97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

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

嘉義縣、彰化縣、雲林縣、

南投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

臺東縣、澎湖縣 

 

一級海岸保護

區 

國 1、國 4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6.03.04 TWD97 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國際級重要濕

地 

國 1、國 4、

海 1-1 

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

分署 

shp. 108.01.15 TWD97 臺南市   

國家級重要濕

地 

國 1、國 4、

海 1-1 

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

分署 

shp. 108.01.15 TWD97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

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

彰化縣、嘉義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

金門縣、連江縣 

  

濕地保育利用

計畫 

國 1、國 4 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

分署 

shp.  TWD97 新北市、桃園市、臺南市、

花蓮縣、臺東縣 

 

飲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 

國 1、國 4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shp. 105.05.03 TWD97 基隆市、新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苗栗縣、臺中市、

南投縣、嘉義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花蓮縣、

臺東縣、宜蘭縣、澎湖縣、

金門縣 

 

飲用水取水口

一定距離內之

地區 

國 1、國 4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shp. 105.05.03 TWD97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南投縣、嘉義縣、高雄市、

屏東縣、宜蘭縣、臺東縣 

 

水庫蓄水範圍 國 1、國 4 經濟部水利

署 

shp. 106.05.17 TWD97 基隆市、新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苗栗縣、臺中縣、

南投縣、嘉義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 

 

中央管河川 國 1、國 4 經濟部水利

署 

shp. 106.06.29 TWD97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肆、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劃設操作流程｜一、資料收集 

4-6 

圖資名稱 
功能分區 

應用類別 
申請單位 檔案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坐標 

系統 
涵蓋縣市 備註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中央管河川圖

籍 

國 1、國 4 經濟部水利

署 

cad. - -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縣市管河川 國 1、國 4 直轄市、縣

（市）政府 

shp. - - - 建議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將縣市管河川劃入國1。 

縣市管河川圖

籍 

國 1、國 4 直轄市、縣

（市）政府 

cad. - - -  

保安林 國 1、國 4、

海 1-1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 

shp. 105.09.30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國有林事業區 國 1、國 2、

國 4、海 1-

1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 

shp. 105.06.30 TWD97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

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 

 

國有林區林地

分區圖 

國 1、國 2、

國 4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 

shp. 106.06.21 TWD67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

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 

 

大專院校實驗

林地 

國 2 教育部 shp. 106.07.18 TWD97 新北市、臺中市、南投縣、

嘉義縣、臺南市、屏東縣、

宜蘭縣、臺東縣 

 

林業試驗林地 國 2、海 1-

1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業

試驗所 

shp.  TWD97 新北市、南投縣、雲林縣、

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

宜蘭縣、臺東縣 

 

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 

國 2 經濟部水利

署 

shp. 108.04.15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 

 

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 

國 2 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 

shp. 105.08.29 TWD97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

臺東縣 

 

土石流潛勢溪

流 

國 2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 

shp. 108.01.16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

新竹縣、臺中市、宜蘭縣、

南投縣、嘉義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 

 

山坡地土地可

利用限度調查 

國 2、農 3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直

轄市政府 

shp. 、

xlsx.、txt. 

 
TWD97 、

TWD67 

全臺除臺北市、嘉義市、金

門縣外 

有地號清冊，缺部分縣市，

以縣市重測調查結果為

主。 

直轄縣市外由農委會提

供，直轄市部分由直轄市

政府自行提供。 

國家公園範圍 國 3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8.03.29 TWD97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新竹縣、苗栗縣、臺中市、

南投縣、嘉義縣、高雄市、

屏東縣、花蓮縣、澎湖縣、

金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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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名稱 
功能分區 

應用類別 
申請單位 檔案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坐標 

系統 
涵蓋縣市 備註 

歷史建築 海 1-1 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shp. 104.04.07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

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

彰化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

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 

 

文化景觀保存

區 

海 1-1 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shp. 104.04.07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彰化縣、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澎湖縣、金門縣 

 

溫泉露頭及其

一定範圍 

海 1-1 經濟部水利

署 

shp.  TWD97 宜蘭縣。  

水產動植物繁

殖保育區 

海 1-1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

署 

shp. 106.04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苗栗縣、

彰化縣、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

金門縣。 

 

人工魚礁區及

保護礁區 

海 1-1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

署 

shp. 106.04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臺中市、彰化縣、嘉義縣、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澎湖縣、金門縣。 

 

地質遺跡地質

敏感區 

海 1-1 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 

shp. 107.12.25 TWD97 、

TWD67 

基隆市、新北市、苗栗縣、

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澎湖縣。 

 

地方級重要濕

地 

海 1-1 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

分署 

shp. 108.01.15 TWD97 高雄市。  

水下文化資產 海 1-1 文化部 shp. - - - 目前文化部尚未公告此項

範圍，故尚未取得。 

定置漁業權範

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7.06.22 TWD97 新北市、新竹市、苗栗縣、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區劃漁業權範

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7.06.22 TWD97 嘉義縣、臺南市、澎湖縣。  

漁業設施設置

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5.10.20 TWD97 彰化縣、澎湖縣、金門縣。  

潮汐發電設施

設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

位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風力發電設施

設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8.01.30 TWD97 桃園市、苗栗縣、彰化縣、

雲林縣。 

 

海洋溫差發電

設施設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

位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波浪發電設施

設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

位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海流發電設施

設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5.10 TWD97 屏東縣。  

土石採取設施

設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7.05.09 TWD97 桃園市、苗栗縣、彰化縣、

雲林縣。 

 

採礦相關設施

設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

位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深層海水資源

利用及設施設

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7.05.09 TWD97 苗栗縣、臺東縣。  

海水淡化設施

設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

位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海上平台設置

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5.08.16 TWD97 澎湖縣。  

港區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8.01.30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

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

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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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名稱 
功能分區 

應用類別 
申請單位 檔案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坐標 

系統 
涵蓋縣市 備註 

海底電纜或管

道設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7.05.25 TWD97 全臺除臺北市、嘉義市、南

投縣、花蓮縣外。 

 

海堤區域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6.06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

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

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

連江縣。 

 

資料浮標站設

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5.08.18 TWD97 新北市、新竹市、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

金門縣、連江縣。 

 

海上觀測設施

及儀器設置範

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5.08.18 TWD97 彰化縣。  

底碇式觀測儀

器設置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5.10.20 TWD97 澎湖縣。  

海域石油礦探

採設施設置範

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

位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跨海橋樑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6.11.14 TWD97 金門縣。  

其他工程範圍 海 1-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6.06.13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高雄市、

花蓮縣、連江縣。 

 

專用漁業權範

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8.01.30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

雲林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花蓮縣。 

 

水域遊憩活動

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8.01.15 TWD97 新北市、新竹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 

 

航道及其疏濬

工程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5.10.20 TWD97 嘉義縣、臺南市、花蓮縣。  

錨地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5.08.22 TWD97 桃園市、彰化縣。  

海洋科學與水

下文化資產研

究活動設施設

置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

位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排洩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6.01.09 TWD97 新北市、高雄市。  

海洋棄置指定

海域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5.10.20 TWD97 新北市 苗栗縣、臺中市、彰

化縣、臺南市、高雄市、屏

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

東縣。 

 

軍事相關設施

設置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6.11.14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臺中市、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

金門縣、連江縣。 

 

防救災相關設

施設置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

位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原住民族傳統

海域使用範圍 

海 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 - - 目前無已取得海域用地區

位許可申請案，故無圖資。 

重大農業改良

設施 

農 1、農 2、

農 5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Shp. - - - 請逕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申請。 

修正全國區域

計畫辦理分區

檢討變更後之

特定農業區、一

般農業區 

農 1、農 2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 - 全臺除臺北市、金門縣、嘉

義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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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名稱 
功能分區 

應用類別 
申請單位 檔案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坐標 

系統 
涵蓋縣市 備註 

行政院主計總

處農林漁牧普

查資料（民國

104年） 

城 2-1 行政院主計

總處 

Xls.xlsx. - - 全臺 以村里為單位，目前可取

得最新圖資年度為民國

104年，後續須以更新之資

料為準 

開發許可地區 城 2-2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08.03.05 TWD97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 

開發許可又可分為由中央

（內政部）及地方政府審

議 2 類，以下說明各該圖

資之辦理情形： 

1.由內政部審議之開發許

可案件，目前已完成資

料檢核及數化作業，惟

數化作業係依紙本圖資

及地籍圖為依據，可能

產生誤差，且部分案件

涉及變更，資料重複產

製且範圍不盡相同，仍

請地方政府查認後再劃

城 2-2 之範圍。 

2.由地方政府審議之開發

許可案件，仍應請地方

秉於權責取得相關圖資

後作為城 2-2 劃設參

考。 

獎勵投資條例

同意案件 

城 2-2 內政部營建

署、直轄市、

縣（市）政

府 

shp. 108.02.15 GRS1980 - 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可

分為中央（經濟部）及地

方政府同意 2 類，目前僅

取得中央同意案件，待綜

合計畫組二科取得地方政

府同意案件再予更新。 

行政院專案核

定免徵得區域

計畫擬定機關

同意案件 

城 2-2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 - 全臺除臺北市、金門縣、嘉

義市外。 

地政司提供之行政院專案

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

機關同意案件清冊，僅表

列案件名稱，故尚無此項

圖資。 

重大建設計畫 城 2-3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 - -  

新設產業用地 城 2-3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 - -  

新訂.擴大都市

計畫（草擬.核

定） 

城 2-3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 - -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本表圖資資訊更新至民國 108 年 05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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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資更新時間點 

考量各環境敏感地可能隨時配合各目的事業法令公告新範圍，故有關蒐集各

環境敏感地圖資，將由內政部統一收集並提供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後續如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更新範圍，再由內政部統一提供。 

其餘如都市計畫、地籍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等，因屬各地方政府

之權責，則建議以第三階段案件啟動、公展前一定期限、公告實施前一定期限等

三個時間點收集圖資為原則，其中一定期限以一個月為原則，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第三階段業務單位則可視其需求，調整該一定期限，並於功能分區分類圖上

註明相關資料收集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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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底圖建置 

（一）功能分區劃設範圍 

國土計畫法第三條明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以直轄市、縣（市）行政

轄區及其海域管轄範圍，所訂定實質發展及管制之國土計畫。故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於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前定義劃設範圍，並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繪製基

本底圖，其中海域及陸域劃設範圍分述如下，其中陸域與海域以依海岸管理法劃

設之平均高潮線為界： 

1.陸域：第二階段係以國土測繪中心產製之縣市界為準，惟個直轄市、縣（市）所

轄地籍可能超出該直轄市、縣（市）之行政界線，故於第三階段改為以國土測繪

中心產製之縣市界及各直轄市、縣（市）所轄地籍最外界線聯集後之最外框線。 

2.海域：以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為準。 

各縣市製作功能分區劃設範圍後，建議各縣市說明陸域及海域劃設範圍、面

積，以便劃設功能分區及使用地作業完成後，可透過其面積檢核劃設成果。 

另為避免功能分區分類在行政界線交界處產生遺漏，於第三階段應另增製自

陸域界外鄰近縣市 500 公尺範圍內之功能分區分類，圖資可使用功能分區輔導服

務團之劃設成果，惟須註明涉及鄰近縣市轄區部分以該縣市公告之功能分區圖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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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功能分區圖套合於基本底圖 

將第二階段功能分區線套合至基本底圖上，並以紅線為外框線、並以國土功

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之各功能分區分類圖例填色表示。 

 

圖4-5 第二階段功能分區圖套合於基本底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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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籍展繪線展繪套合於基本底圖 

1.操作流程 

目前國土測繪中心已產製以各縣市轄區為單位接合之 GIS 地籍圖，惟該圖

資非屬法定圖資，係整合各縣市政府所提供測量結果及未登記土地測量、基本

控制測量等，強制接合各地段，部分地區可能與地籍實際坐落位置有所誤差，

且有半年以上時間落差，僅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劃設參考。 

因此，建議直轄市、縣（市）政府優先以各地方政府地政單位提供地籍圖

為主，其中已重測地區建議使用重測後之地籍圖，其餘未重測地籍則可由地方

地政單位自行參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接合，或使用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 GIS 地

籍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接合完成之地籍圖，即為後續劃設功能分

區分類參酌之地籍圖。 

將地籍展繪線展繪套合於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於圖面上重測且為 TWD97 坐

標系統者以藍線表示，其他坐標系統則以藍虛線表示。此外，建議由各縣市政

府地政單位盡速辦理圖解地籍圖整合建置作業或辦理經界址點鑑界之 TWD97 參

數轉換暨地籍圖轉換作業。 

 

圖4-6 地籍展繪線展繪套合於基本底圖操作流程 

（1）檢視地籍圖數化情形 

向各縣市政府地政單位申請各地段之地籍圖，並清查各地段地籍圖之

重測情形及坐標系統。地籍圖清查格式及示意圖如下圖及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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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查表建置格式 

事務所 鄉鎮市 段名/段代碼 測量方法 測量類別 成圖年月 坐標系統 比例尺 

鹿港地政

事務所 

鹿港鎮 東昇段 0305 圖解法 農地重劃 59-6 地籍坐標 1200 

鹿港鎮 永安段 0308 圖解法 農地重劃 56-6 地籍坐標 1200 

鹿港鎮 永福段 0309 圖解法 農地重劃 56-6 地籍坐標 1200 

鹿港鎮 振興段 0311 圖解法 農地重劃 56-6 地籍坐標 1200 

鹿港鎮 鹿海段 0321 數值法 海岸土地重劃 70-2 TWD67 1000 

鹿港鎮 草港段 0323 圖解法 農地重劃 70-4 地籍坐標 1000 

鹿港鎮 新生段 0324 圖解法 農地重劃 52-6 地籍坐標 1200 

資料來源：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示範計畫案期末報告（民國 107 年 10 月） 

 

圖4-7 坐標系統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示範計畫案期末報告（民國 1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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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轉換後地籍展繪線展繪於基本底圖 

將地籍展繪線展繪套合於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於圖面上重測且為

TWD97坐標系統者以藍線表示，其他坐標系統則以藍虛線表示。 

 

圖4-8 轉換後地籍展繪線展繪於基本底圖示意圖 

2.依據地籍圖產製之圖資 

目前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產製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非都市土地

使用地類別等圖資，皆以國土測繪中心產製之 GIS 地籍圖為基礎製作而成，故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接合地籍圖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非都市土

地使用地類別等圖資應根據各縣市地籍圖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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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市計畫範圍展繪線套合於基本底圖 

考量都市計畫範圍屬後續各分區劃設之依據，惟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國土保育

地區第四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等功能分區分類，待與其他功能分區處理完畢

才得確認範圍線，故先將都市計畫範圍展繪於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於圖面上以黃

線及黃虛線表示。 

 

圖4-9 都市計畫範圍展繪線套合於基本底圖操作流程 

註：各縣市轄內都市計畫未能於第三階段前完成都市計畫重製作業者，得於功能分區圖進行註記，以公告都市計畫範

圍為準。待都市計畫重製作業辦理完畢後，於下次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調整功能分區界線。 

 

圖4-10 都市計畫範圍展繪線套合於基本底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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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分區分類邊界調整修正 

（一）操作概念與流程 

1.各功能分區分類界線劃設依據 

考量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之劃設係以第二階段功能分區示意圖為

依據，以下清查第二階段功能分區示意圖界線劃設依據。如下表所示，國土保

育地區第三類屬依據公告國家公園範圍所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農業發

展地區第五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係依公告之都市計畫圖劃設；城鄉發展地

區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多依地籍劃設；而海洋

資源地區多依坐標劃設，故前述分區皆屬原依國家公園法、都市計畫法或區域

計畫法等法令劃設之邊界，具明確劃設依據。 

惟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屬部分環境敏感地，圖資產

製精度不一；而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三類係依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道路、水路為邊界劃設依據，考量前述功能分區

分類非屬專法管制範圍、地籍或坐標劃設者，可能造成後續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地政單位地籍分割業務量過大。若逕行劃設功能分區界線，將造成大量土

地所有權人不必要的擾動，故可能產生須考量依地籍劃設或依地形劃設等不同

方案之界線劃設方式。 

 各功能分區分類界線劃設依據 

功能分區分類 界線劃設依據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地形、地籍 

第二類 地形、地籍 

第三類 公告國家公園範圍 

第四類 公告之都市計畫圖 

海洋資源地區 第一類之一 地形 

第一類之二 坐標 

第一類之三 坐標 

第二類 坐標 

第三類 坐標、地形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地形 

第二類 地形 

第三類 地形、地籍 

第四類 地形、地籍 

第五類 公告之都市計畫圖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公告之都市計畫圖 

第二類之一 地籍 

第二類之二 地籍 

第二類之三 地形、地籍 

第三類 地籍 

 

  



肆、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劃設操作流程｜三、功能分區分類邊界調整修正｜（一）操作概念與流程 

4-18 

2.劃設方式說明 

（1）劃設方案說明 

各直轄市、縣（市）第三階段業務單位得視實際需要選擇不同劃設方

案，惟無論情境，原參考指標係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範圍者，則逕依

計畫範圍線劃設；原參考指標係依地籍劃設者，則逕依地籍劃設界線；但

屬道路、水路等線型地籍者，仍按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分。如原參考指標

係「非」依地籍劃設者，則建議按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方案一：依地形劃設 

依公告圖說劃設，即按地形劃設。以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為例，

因該環境敏感地非依地籍劃設，故以方案一劃設時，即依公告範圍劃設。 

 

圖4-11 都市計畫範圍展繪線套合於基本底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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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依地籍劃設 

為使減少後續須分割之地籍數量，單宗地籍涉及不同功能分區分類

時，將整筆地籍併入重疊面積達 50%之功能分區分類。以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為例，因該環境敏感地非依地籍劃設，故以方案二劃設時，將

重疊單宗地籍 50%以上之地籍納入時之範圍，如下圖所示。 

 

圖4-12 都市計畫範圍展繪線套合於基本底圖示意圖 

 

  



肆、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劃設操作流程｜三、功能分區分類邊界調整修正｜（一）操作概念與流程 

4-20 

方案三：依地籍範圍折點連接線劃設 

為使後續地政單位辦理分割無須於現場指界，得直接於紙上作業，

單宗地籍涉及不同功能分區分類時，依地籍範圍折點連接線劃設。以山

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為例，因該環境敏感地非依地籍劃設，故以方案三

劃設時，確認第二階段功能分區線及地籍線的交集點，尋找距交集點最

近的地籍折點後，將折點連線可得分區分類範圍，如下圖所示。 

 

圖4-13 都市計畫範圍展繪線套合於基本底圖示意圖 

（2）劃設方案比較 

考量各方案之執行各有優缺點，如下所示。 

 第三階段劃設方案比較 

項目 方案一：依地形劃設 方案二：依地籍劃設 
方案三：依地籍範圍折點連

接線劃設 

優點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第

二類第二階段功能分區劃設

條件，並符合原全國國土計畫

最低保護範圍之原意。 

後續無須進行地籍分割作業，

且第三階段操作較簡單。 

為方案一及方案二之折衷方

案。後續進行地籍分割作業

時，地所人員得直接於紙上作

業。 

缺點 後續須地籍分割作業。 可保全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一

類、第二類範圍減少，且與國

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原意

中「不限面積規模皆應劃設」

不符。 

因地籍範圍折點連接線需人

工判斷，使第三階段劃設時程

較其他方案長。 

除上述優缺點外，使用不同方案後，後續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開發建築

時，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為例，地號A與地號B因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

類劃設參考指標，於第二階段被劃設為部分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部分國

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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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4 第二階段劃設情境模擬 

依第三階段方案不同，於各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公告實施後，土

地所有權人如有申請開發建築之需要時，所有權人需申請地籍分割，此時

如依不同方案劃設之情境如下所述： 

方案一（依地形劃設）：依公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指標範圍劃設

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故地號 A與地號 B皆劃設為部分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部分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為進行開發建築行為，須將國土保

育地區第一類部分分割時，申請地籍分割後，則依公告國土保育地區第

一類劃設指標範圍分割，後續仍可保全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範圍。 

方案二（依地籍劃設）：將單一宗地劃設為重疊達 50%之功能分區分類，

故地號 A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地號 B則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一類。為進行開發建築行為，須將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部分分割時，地

號 A地籍分割後原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指標範圍仍維持為國土保育

地區第二類；地號 B於地籍分割後非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指標範圍

仍維持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方案三（依地籍範圍折點連接線劃設）：依地籍範圍折點連接線劃設為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故地號 A與地號 B皆劃設為部分國土保育地區第

一類、部分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為進行開發建築行為，須將第一級環

境敏感地區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部分分割時，地籍分割後可大致保全

國 1範圍，惟地號 B仍須分割環敏一之範圍。 

 

方案一：依地形劃設 方案二：依地籍劃設 
方案三： 

依地籍範圍折點連接線劃設 

圖4-15 第三階段劃設情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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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議劃設原則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全國國土計畫（第一階段）及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內容（第二階段）為基礎，

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第三階段），並應明確釐清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之邊界。 

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邊界決定原則如下： 

A.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以都市計畫之計畫範圍或使用分區界線為邊界線。 

B.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以國家公園計畫之計畫範圍線為邊界線。 

C.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者）、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一、二類之二及第三類：考量各該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係依區域計畫法劃定或變更之使用分區，包含鄉村區、工業區、特定

專用區等，原則以地籍線為邊界線；惟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

區者，基於規劃完整性，亦得以明顯地形地貌（例如河川、道路等）

為邊界線。 

D.海洋資源地區：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公告範圍為邊界線。 

E.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第二類： 

（A）原則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公告範圍為邊界線。 

（B）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公告範圍非以地籍為劃設依據者，應考

量範圍完整性，於徵詢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後，以地形或依地

籍折點劃設邊界線，且應併同考量相關法令規定之地籍最小分割

面積後決定之。 

F.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 

（A）原則以農業主管機關劃設範圍為邊界線。 

（B）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應考量範圍完整性，其餘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二類；涉及穿越二種以上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者（例如農水路

等），應考量範圍完整性決定其邊界。 

（C）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之劃設方式係山坡地範圍扣除國土保育地區

及城鄉發展地區，即該分類係於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範圍確定

後劃設。 

涉及私有土地者，應考量對民眾權益影響較小原則。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邊界，應徵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並提各該直

轄市、縣（市）政府之府內平台討論決定，且應載明其依據及理由納入

劃設說明書，以供後續查考。 

是否辦理地籍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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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關逕為分割，本署已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

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併同考量其他相關法規規定辦理地籍分

割作業。 

B.考量配合國土功能分區辦理地籍分割作業量大，直轄市、縣（市）政

府得視實際情形逐年完成地籍分割，並配合民眾提出申請時辦理地籍

分割作業。 

3.操作流程 

綜合上述方案，考量各功能分區分類操作難易度，並參考全國國土計畫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功能分區分類邊界調整修正之操作流程如下所述。 

 

圖4-16 功能分區分類邊界調整修正之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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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1.操作概念 

考量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多

係依地籍線作為依據劃設之功能分區分類，故優先處理此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等功能分區分類之操作概念

如下圖所示，原則主要檢核功能分區分類外框線是否與地籍線相符，並透過基

本底圖之地形地貌，輔助檢視位置。 

 

圖4-17 農 4、城 2、城 3 操作概念說明 

（1）如第二階段功能分區分類線（以下簡稱紅線）依已重測且坐標系統為 TWD97

之地籍線（以下簡稱藍線）劃設時：第三階段功能分區分類線（以下簡稱

黑線）逕依紅線劃設。 

（2）如紅線依未重測或坐標系統非 TWD97之地籍線（以下簡稱藍虛線）劃設時：

黑線依紅線劃設後，將黑線配合底圖之地形地貌挪移至適當的區位。 

（3）如紅線未依藍線劃設時：黑線依藍線劃設。 

（4）如紅線未依藍虛線劃設時：黑線依藍虛線劃設後，將黑線配合底圖之地形

地貌挪移至適當的區位。 

2.操作步驟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等功能

分區分類之操作步驟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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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8 農 4、城 2、城 3 界線調整操作流程 

（1）邊界修正調整：主要檢視紅線與藍（虛線）之一致情形，使黑線依據藍（虛

線）劃設。 

（2）因應新增減範圍邊界調整：更新劃設指標圖資（如新核發開發許可案），並

將新增範圍劃設為紅虛線，黑線直接依紅虛線增減調整範圍。 

（3）產出土地清冊：依黑線範圍產製土地清冊。 

（4）參考地形地貌調整位置：如涉及藍虛線者，得參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道

路、水路或建物等現況為依據，將黑線移至適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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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說明（南投縣仁愛鄉） 

（1）邊界修正調整 

以南投縣仁愛鄉為例，考量此區域地籍圖尚未重測，與底圖的道路、

建物往西偏移，故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外框線應向東邊挪移，調整至

與藍虛線一致。 

  
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套疊地籍線 調整至與未重測地籍線一致 

圖4-19 農 4、城 2、城 3 邊界修正調整-以南投縣仁愛鄉為例 

（2）參考地形地貌調整位置 

將該鄉村區外框線調整與地籍線一致後，將外框線與底圖套疊，考量

地籍圖坐標為地籍坐標，故地籍、該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外框線與底圖之

地形不符。故參考地籍圖之道路經界線，將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外框線（

黑線）以及本幅地籍圖併同向西北挪移，以使地籍與地形相符。 

  
調整至與地籍線一致後套疊底圖 調整至與地形相符 

圖4-20 農 4、城 2、城 3 參考地形地貌調整位置-以南投縣仁愛鄉為例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4-27 

（三）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1.國家公園範圍清查 

國家公園範圍將轉換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且部分國家公園會與都市計

畫及非都市土地重合，故需確認國家公園範圍於 1/5,000 比例尺功能分區分類

圖面上之正確性，以利後續功能分區分類劃設事宜。目前國家公園範圍係參考

原公告紙圖數化所得數化檔，部分則有釘樁確認邊界，國家公園通盤檢討情形

與圖資產製方式綜整如下表。 

 國家公園通盤檢討情形與圖資產製方式綜整表 

現行計畫 實施日期 
通檢 

進度 

計畫圖 

比例尺 
地籍分割 樁位圖 備註 

雪霸國家公

園計畫（二

通） 

102.07.10 三 通 前

籌備 

1/50,000  否 無  

太魯閣國家

公園計畫（三

通） 

104.01.19 四 通 前

籌備 

1/50,000  否 無  

玉山國家公

園計畫（三

通） 

101.11.20 四 通 前

籌備 

1/50,000 

 

否 無  

陽明山國家

公園計畫（三

通） 

102.07.15 四 通 前

籌備 

計 畫 圖

1/19,000 

 

樁 位 圖

1/1,000 

部 分 未 分

割，未分割

部 分 目 前

辦 理 分 割

作業中 

有  

台江國家公

園計畫（一

通） 

107.08.22 一 通 公

告實施 

1/25,000 否 有 樁位圖委外辦理中，公

告後始釘樁、分割。海

域部分係參沿海 20 米

等深線，5*54KM 東吉嶼

-鹿耳門航道，具坐標

點。 

壽山國家自

然公園計畫 

100.11.01 一 通 草

案 

已公展 

1/25,000 否 有 以高雄市 1/1000 都市

計畫圖為底圖，辦理釘

樁。樁位圖（CAD）未公

告。 

金門國家公

園計畫（二

通） 

101.10.8 三 通 前

籌備 

計 畫 圖

1/30,000 

樁 位 圖

1/1,000 

否 有  

墾丁國家公

園計畫（三

通） 

107.11.7 四 通 公

告實施 

1/25,000 

陸域另以

比 例 尺

1/5,000

繪製 

否 有 就陸域部分，以比例尺

1/5,000 繪製 52 幅圖，

據以為釘樁、套繪樁位

成果圖。海域範圍除將

墾丁風景特定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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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 實施日期 
通檢 

進度 

計畫圖 

比例尺 
地籍分割 樁位圖 備註 

已劃設為海域資源保

護區之佳樂水至鵝鑾

鼻、鵝鑾鼻至貓鼻頭間

之海域全部列入外，九

棚至佳樂水、龜山至貓

鼻頭間及鵝鑾鼻附近

距海岸線 1 公里內之

海域均劃入範圍。 

澎湖南方四

島國家公園

計畫 

103.6.08 一 通 前

籌備 

1/30,000  否 無 國家公園界於海域部

分具坐標點；範圍內陸

域以 80或 90年代航照

圖，或行政區界圖為底

圖，採地號管理。 

東沙環礁國

家公園計畫

（一通） 

103.02.25 核定 海 域

1/50,000 

島 嶼

1/5,000 

否 無 國家公園界於海域部

分，以環礁為核心向外

延伸 12 海浬為範圍；

範圍內陸域以 90 年代

有 地 形 測 量 結 果 

1/5,000 CAD 底圖，採

地號管理。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製表時間為 108 年 2 月 15 日 

2.界線劃設方式 

國家公園範圍將轉換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惟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第 3

條，僅規定國家公園計畫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五萬分之一，尚無硬性統一比例尺

及測製精度規範，未來國土功能分區以比例尺為五千分之一之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作為底圖，在比例尺不一致狀況下，各功能分區在轉繪過程中，國家公園、

都市計畫區與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在界線劃設時，可能產生疑義。此時，得依

據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第五條，國家公園區域內，已核定之開發計畫或建設計

畫、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應協調配合國家公園計畫修訂，建議透

過有關機關協商調整界線，並希冀透過以下國家公園界線劃設方式，以供縣市

政府劃設功能分區之參考依據，經內政部營建署釐清各國家公園界線疑義，疑

義類型可分為國家公園計畫範圍內有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以及計畫範圍內有其

他非都市土地分區、外有非都市土地國家公園區等，各國家公園應釐清疑義及

建議處理方式彙整如下： 

（1）雪霸國家公園 

將國家公園界線與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套疊，發現有三處國家公園範

圍與非都市土地國家公園區不相符，如下圖所示，以下分案說明。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4-29 

 

圖4-21 雪霸國家公園界線疑義標示 

第 1 案：新竹縣尖石鄉境內。境界山東測、白石溪、南馬洋山東南側、

泰崗溪附近 

A.疑義類型 

（A）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內，有非都市土地森林區。 

（B）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外，有國家公園區。 

B.建議處理方式：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界線，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

新竹縣政府，依國家公園界線辦理地籍分割、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釐

正。 

 

圖4-22 雪霸國家公園界線疑義：第 1 案 

第 2案：苗栗縣泰安鄉境內。鹿場大山以南，至南坑山以北間，北坑溪

及大安溪以西附近。 

A.疑義類型 

（A）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內，有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保育區。 

（B）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外，有國家公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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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建議處理方式：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黑線，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

苗栗縣政府，依國家公園界線辦理地籍分割、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釐

正。 

 

圖4-23 雪霸國家公園界線疑義：第 2 案 

第 3案：臺中市和平區境內。武陵管理站以南大甲溪沿側。 

A.疑義類型 

（A）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內，有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保育區。 

（B）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外，有國家公園區。 

B.建議處理方式：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黑線，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

臺中市政府，依國家公園界線辦理地籍分割、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釐

正。 

 

圖4-24 雪霸國家公園界線疑義：第 3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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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魯閣國家公園 

將國家公園界線與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套疊，發現有三處國家公園範

圍與非都市土地國家公園區、周邊都市計畫界線不相符，如下圖所示，以

下分案說明。 

 

圖4-25 太魯閣國家公園界線疑義標示 

第 1案：南投縣仁愛鄉境內。西合歡山西側，與合歡溪間。 

A.疑義類型：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外，有國家公園區。 

B.建議處理方式：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黑線，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

南投縣政府，依國家公園界線辦理地籍分割、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釐

正。 

 

圖4-26 太魯閣國家公園界線疑義：第 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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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花蓮縣秀林鄉境內。石公溪口以南，至三棧溪上游之計畫區西

側、西南側。 

A.疑義類型 

（A）國家公園範圍內，有非都市土地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 

（B）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外，有國家公園區。 

B.建議處理方式：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黑線，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

花蓮縣政府，依國家公園界線辦理地籍分割、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釐

正。 

 

圖4-27 太魯閣國家公園界線疑義：第 2 案 

第 3案：花蓮縣秀林鄉境內。秀林（崇德地區）都市計畫西界。 

A.疑義類型：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內，有都市計畫保護區、墓地。 

B.建議處理方式：考量國家公園計畫（三通）計畫書已敘明不含都市計

畫範圍，建議以都計範圍界劃設黑線，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辦理通盤

檢討時，再行調整國家公園計畫範圍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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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8 太魯閣國家公園界線疑義：第 3 案 

（3）玉山國家公園 

將國家公園界線與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套疊，發現有三處國家公園範

圍與非都市土地國家公園區不相符，如下圖所示，以下分案說明。 

 

圖4-29 玉山國家公園界線疑義標示 

第 1案：南投縣信義鄉境內。東埔風景特定區計畫東南側。 

A.疑義類型：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外，有國家公園區。 

B.建議處理方式：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黑線，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

南投縣政府，依國家公園界線辦理地籍分割、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釐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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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0 玉山國家公園界線疑義：第 1 案 

第 2案：高雄市桃源區境內。荖濃溪以東側、庫哈諾辛山以西，台 20線、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梅山管理中心附近。 

A.疑義類型 

（A）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內，有非都市土地森林區。 

（B）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外，有國家公園區。 

B.建議處理方式：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黑線，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

高雄市政府，依國家公園界線辦理地籍分割、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釐

正。 

 

圖4-31 玉山國家公園界線疑義：第 2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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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陽明山國家公園 

將國家公園界線與都市計畫使用分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套疊，發

現有四處國家公園範圍與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國家公園區不

相符，如下圖所示，以下分案說明。 

 

圖4-32 陽明山國家公園界線疑義標示 

第 1案：新北市淡水區境內。 

A.疑義類型：範圍內有非都山坡地保育區（其他各處亦有零星分布），

且地籍未分割。 

B.建議處理方式：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黑線，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

新北市政府，依國家公園範圍界樁，盡速完成地籍分割、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釐正。 

 

圖4-33 陽明山國家公園界線疑義：第 1 案 

第 2案：新北市淡水區境內。 

A.疑義類型：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外，有國家公園區 

B.建議處理方式：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界線，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

新北市政府，依國家公園範圍界樁，盡速完成地籍分割、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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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 陽明山國家公園界線疑義：第 2 案 

第 3、4案：臺北市境內。 

A.疑義類型：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內，有都市計畫保護區 

B.建議處理方式：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黑線，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

臺北市政府，依國家公園範圍界樁，盡速完成地籍分割、都市計畫使

用分區釐正。 

 

圖4-35 陽明山國家公園界線疑義：第 3、4 案 

（4）台江國家公園 

將國家公園界線與都市計畫使用分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套疊，發

現有11處國家公園範圍與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與其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重疊，以下分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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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6 台江國家公園界線疑義標示（第 1~6 案） 

 

 

圖4-37 台江國家公園界線疑義標示（第 7~1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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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案：臺南市將軍區境內。 

A.疑義類型：國家公園範圍內，有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國家公園範

圍界線多參照地籍，少部分尚涉地籍分割 

B.建議處理方式：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黑線，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於完

成樁位成果後，提供資料予臺南市政府，據以修正國家公園範圍。 

  

  

  

圖4-38 台江國家公園界線疑義：第 1~6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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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11案：臺南市將軍區境內。 

A.疑義類型：國家公園範圍內，有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國家公園範圍界

線多參照地籍，少部分尚涉地籍分割 

B.建議處理方式：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黑線，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於完

成樁位成果後，提供資料予臺南市政府，據以修正國家公園範圍。 

  

  

 

 

圖4-39 台江國家公園界線疑義：第 7~1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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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將國家公園界線與都市計畫使用分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套疊，發

現有7處國家公園範圍與都市計畫使用分區重疊，以下分案說明。 

 

圖4-40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界線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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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案：高雄市主要計畫境內。 

A.疑義類型：國家公園範圍與都市計畫地區重疊 

B.建議處理方式：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黑線，並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將

疑義納入國家公園第 1次通盤檢討中釐清。 

  

  

  

 

 

圖4-41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界線疑義：第 1~7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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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洋資源地區 

1.操作概念 

考量海洋資源地區多係依坐標為依據劃設之功能分區分類，故海洋資源地

區之操作概念如下圖所示，原則主要檢核功能分區分類外框線是否與平均高潮

線重疊，並透過基本底圖之地形地貌，輔助檢視位置；其餘則依其坐標劃設即

可。 

 

圖4-42 海洋資源地區界線調整操作流程 

註：依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108.05）第 19 條，海洋資源地區無須繕造土地清冊，但為了解本市劃為

海洋資源地區之宗地數，仍建議於此步驟製作海洋資源地區之土地清冊 

2.案例說明 

（1）彰濱工業區之港區範圍、崙尾灣漁港之港區範圍、彰化區漁會之專用漁業

權範圍 

疑義說明 

檢視彰濱工業區之港區範圍、崙尾灣漁港之港區範圍、彰化區漁會

之專用漁業權範圍與平均高潮線或地籍圖資套疊，皆有產生邊界無法接

合之情形，如彰化區漁會之專用漁業權範圍及平均高潮線兩者所示之海

岸堤防位置不相符，又如彰濱工業區、崙尾灣漁港之港區範圍與地籍範

圍明顯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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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3 彰濱工業區海堤位置圖資邊界不合情形示意圖 

資料來源：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示範計畫案期末報告（民國 107 年 10 月） 

 

圖4-44 海洋資源地區圖資邊界不合情形示意圖 

資料來源：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示範計畫案期末報告（民國 1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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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5 崙尾灣漁港海堤位置圖資邊界不合情形示意圖 

資料來源：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示範計畫案期末報告（民國 107 年 10 月） 

建議調整方式 

雖平均高潮線依海岸管理法施行細則規定其劃設不得低於五千分

之一，但將各項圖資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套繪後，皆有與現況地形不相

符之情形產生。其中有關海岸堤防位置不合之情形，惟考量平均高潮線

精度較高，建議可依平均高潮線調整專用漁業權範圍；而有關彰濱工業

區、崙尾灣漁港之港區範圍則建議依地籍範圍調整，若經調整後兩者均

為已登記土地，且位於平均高潮線之內，則歸屬至陸域範圍處理。 

有關各項圖資邊界不合之情形，建議後續應會同相關主管機關檢視

各圖資正確性並協調處理方式。 

 

圖4-46 依地籍範圍調整圖資偏移調整示範圖 

資料來源：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示範計畫案期末報告（民國 1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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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7 海洋資源地區圖資套繪情形示意圖 

資料來源：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示範計畫案期末報告（民國 1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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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1.操作概念 

考量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多屬依各目的事業法令公

告之環境敏感地，劃設依據繁多，可能造成功能分區分類界線劃設完畢後之地

籍產生部分○○、部分●●之情形。此外，因各目的事業法令圖資繪製精度不

一，可能造成圖資有偏移情形。故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等功能分區分類之操作概念如下圖所示，原則主要檢核功能分區分類外框線是

否依地籍線劃設，如是則調整至與地籍線一致，並透過基本底圖之地形地貌，

輔助檢視位置；如否，則得依各縣市政府實際需求選擇適當方案劃設。 

 

圖4-48 國 1、2 操作概念說明 

2.操作步驟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等功能分區分類之操作步驟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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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9 國 1、2 界線調整操作流程 

（1）劃設原意清查 

可分為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之劃設參考指標，以及由各直轄市

、（縣）市國土主管機關劃設之空白地，應逐一清查其劃設原意。 

（2）邊界修正調整 

如紅線即依地籍線劃設，則調整至與地籍線一致；惟紅線若非依地籍

線劃設，為減少後續需要地籍分割作業，以下提出三項方案供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參酌。 

紅線依地籍劃設：主要檢視紅線與藍（虛線）之一致情形，使黑線依據

藍（虛線）劃設。 

紅線非依地籍劃設 

A.方案一（依地形劃設）：檢視紅線是否依明顯地形地貌劃設，如一致，

黑線直接依紅線劃設；如不一致，則依該劃設指標公告圖說檢討其劃

設原意，並請主管機關表示意見後劃設黑線 

B.方案二（依地籍劃設）：將該地籍劃設為重疊面積達 50%之分區，並

以黑線表示。 

C.方案三（依地籍範圍折點連接線劃設）：將該地籍依地籍範圍折點連

接線劃設，並以黑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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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1 最外框線之劃設依據 

劃設參考指標 劃設原意 
圖資產

製精度 

是否公告

地段地號 

是否依地

籍線劃設 

是否依地

形劃設 

自然保留區 林班地、道路水路等地形地貌、地籍、

一定距離 

約

1/5000 
部分 部分 部分 

野生動物保護區 林班地、道路水路等地形地貌、地籍、

行政區界、一定距離 

約

1/5000 
部分 部分 部分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林班地、地籍、道路水路等地形地貌、

一定距離 

約

1/5000 
部分 部分 部分 

國有林事業區內之自然

保護區、國土保安區 

以天然地形、林班地為界線 約

1/5000 
部分 部分 是 

保安林地 除平坦地或情形特殊者使用人工界標

外，以天然地形、林班地為界線 

約

1/5000 
部分 部分 部分 

公有森林區 依地籍劃設 約

1/5000 
否 是 - 

自然保護區 林班地、地籍、道路水路等地形地貌、

村里界、一定距離 

約

1/5000 
部分 部分 部分 

水庫蓄水範圍 水庫滿水位與其迴水所及蓄水域、蓄水

相關重要設施一定距離 
- 否 否 -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集水區稜線、行水區、國有林、保安林、

一定距離 
- 否 部分 - 

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

之地區 

一定距離、橋道路等地形地貌 
- 否 否 - 

公告河川區域線 水道治理計畫線、用地範圍線、尋常洪

水位行水區域，可參考公告之河川圖籍 
- 否 部分 - 

一級海岸保護區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原則劃設 - 否 否 - 

國際級、國家級重要濕

地內之核心保育區、生

態復育區 

堤防、道路、溝渠等地形地貌，濕地保

育利用計畫皆附地籍清冊 1/5000 是 部分 部分 

 國 2 最外框線之劃設依據 

劃設參考指標 劃設原意 
圖資產

製精度 

是否公告

地段地號 

是否依地

籍線劃設 

是否依地

形劃設 

國有林事業區內之林

木經營區、森林育樂區 

以天然地形、林班地為界線。森林育樂

區部分得以「森林遊樂區範圍圖」作為

劃設參考。 

約

1/5000 
部分 部分 是 

大專院校實驗林 依地籍劃設 - 否 是 否 

林業試驗林 依地籍劃設 1/5000 否 是 部分 

地質敏感地區（山崩與

地滑） 

曾經發生土石崩塌(近期山崩與地滑

區)、有山崩或地滑條件(順向坡)，及該

兩類區域外擴 5 公尺環域範圍為劃定原

則。 

成圖比

例尺採

1:25000 

否 否 
是，依據

自然邊界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

範圍 

溢流點位置（如谷口處、障礙物處或地

形突然變緩處）劃設扇形影響範圍，而

後根據現地地形修正劃設扇形影響範

圍，而後根據現地地形修正 

1/25000 否 否 是 

山坡地查定加強保育

地 

依地籍劃設 
- 否 是 否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 

以自來水取水口以上之天然排水匯集地

區及取水口下方須一併保護之範圍，為

主要劃定原則 

- 否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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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應新增減範圍邊界調整：更新劃設指標圖資（如新公告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並將新增範圍劃設為紅虛線，黑線直接依紅虛線增減調整範圍。 

（4）產出土地清冊：依黑線範圍產製土地清冊。 

（5）參考地形地貌調整位置：如涉及藍虛線或屬依地形地貌劃設者，得參考臺

灣通用電子地圖之道路、水路或建物等現況為依據，將黑線移至適當的位

置。 

3.案例說明（以桃園市復興區為例） 

（1）案例 1 

劃設原意清查 

首先應清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第二類最外框線之劃設原義，以

及是否依照地籍劃設，本案例針對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最外框線清查結

果如下。 

 

圖4-50 國 1、國 2 劃設原意清查-以桃園市復興區為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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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修正調整 

清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最外框線後，原依地籍劃設者，則得直接

調整與各縣市之地籍圖一致，其他非依地籍劃設之界線，則可視各縣市

政府實際需求依不同方案劃設，惟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屬水道，或依

中央管河川區域線劃設之界線，考量水系保留之完整性，建議皆採方案

一劃設。 

A.方案一（依公告範圍劃設） 

採方案一時，案例範圍中自然保留區部分界線，依公告範圍劃設，

成果如下圖所示。 

 

圖4-51 國 1、國 2 邊界修正調整（方案 1）-以桃園市復興區為例 I 

B.方案二（依地籍劃設） 

採方案二時，案例範圍中自然保留區部分界線，按重疊比例達 50%

之功能分區劃設，成果如下圖所示。 

其中如單宗地籍面積較大，雖與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重疊達 50%，

但未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之範圍約 2.5公頃，為維護土地所有權

人之權益，得依地形劃設，後續再予以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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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2 國 1、國 2 邊界修正調整（方案 2）-以桃園市復興區為例 I 

C.方案三（依地籍範圍折點連接線劃設） 

採方案三時，案例範圍中自然保留區部分界線，依地籍範圍折點

連接線劃設，成果如下圖所示。 

如地籍範圍折點連接線鄰近地籍線時，得參考最小分割面積相關

規定，將黑線調整至與地籍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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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3 國 1、國 2 邊界修正調整（方案 3）-以桃園市復興區為例 I 

D.三方案綜整 

依各方案劃設完畢後，自然保留區部分界線劃設成果比較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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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依地形劃設） 方案二（依地籍劃設） 方案三（依地籍範圍折點連接線

劃設） 

圖4-54 國 1、國 2 邊界修正調整（三方案綜整）-以桃園市復興區為例 I 

案例 2 

A.劃設原意清查 

首先應清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第二類最外框線之劃設原義，

以及是否依照地籍劃設，本案例針對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最外框線清

查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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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5 國 1、國 2 劃設原意清查-以桃園市復興區為例 II 

B.邊界修正調整 

清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最外框線後，原依地籍劃設者，則得直

接調整與各縣市之地籍圖一致，其他非依地籍劃設之界線，則可視各

縣市政府實際需求依不同方案劃設，惟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屬水道，

或依中央管河川區域線劃設之界線，考量水系保留之完整性，建議皆

採方案一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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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6 國 1、國 2 劃設原意清查-以桃園市復興區為例 II 



肆、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劃設操作流程｜三、功能分區分類邊界調整修正｜（六）農一、農二、農三 

4-56 

（六）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1.操作概念 

考量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係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

道路、水路為劃設依據，惟為減少後續地籍分割事宜，應盡量調整至與地籍線

一致，而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係將山坡地扣除城鄉發展地區、國土保育地區及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等分區分類後所產生，故此三類之操作概念如下圖所示，

原則主要將功能分區分類外框線盡量調整至與地籍線相符，並透過基本底圖之

地形地貌，輔助檢視位置。 

 

圖4-57 農 1、農 2、農 3 操作概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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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驟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等功能

分區分類之操作步驟如下圖所示。 

 

圖4-58 農 1、農 2、農 3 界線調整操作流程 

（1）邊界修正調整 

如紅線得依地籍線劃設，則調整至與藍虛線一致；惟紅線若非依地籍

線劃設，為減少後續需要地籍分割作業，以下提出兩項方案供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參酌。 

紅線得依地籍線劃設：主要檢視紅線與藍（虛線）之一致情形，使黑線

依據藍（虛線）劃設。 

紅線不得依地籍線劃設 

A.方案一（依地形劃設）：黑線直接依紅線劃設。 

B.方案二（依地籍劃設）：將該地籍劃設為重疊面積達 50%之分區，並

以黑線表示。 

（2）因應新增減範圍邊界調整：更新劃設指標圖資（如新審定之特調一範圍），

並將新增範圍劃設為紅虛線，黑線直接依紅虛線增減調整範圍。 

（3）產出土地清冊：依黑線範圍產製土地清冊。 

（4）參考地形地貌調整位置：如涉及藍虛線者，得參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道

路、水路或建物等現況為依據，將黑線移至適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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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說明 

（1）紅線得依地籍線劃設 

以桃園市觀音區為例，考量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之紅線原依臺灣通用

電子地圖之道路、水路劃設，且地籍皆配合現況分割，故紅線皆可依照地

籍線調整，惟遇到長形的地籍如交通用地或水利用地時，仍建議考量範圍

完整性適當切割地籍。 

 
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 第三階段功能分區界線劃設 

圖4-59 農 1、農 2、農 3 界線調整操作案例 1-以桃園市觀音區為例 

（2）紅線不得依地籍線劃設 

此情形出現於地籍線未配合現況道路分割，以致紅線無鄰近之地籍線

可作為依據調整。以桃園市觀音區為例，考量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之紅線

原依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道路、水路劃設，但地籍未配合現況分割。 

本案例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之南側紅線無法依照地籍線調整，故南側

紅線後續得視直轄市、線（市）政府之需求選擇依據地形劃設，後續有地

籍分割必要時，則由地方政府農業局現場指界；或者以分區重疊比例考量

時，則南側地籍後續則整宗地籍由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轉換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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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 

  
方案一（依地形劃設） 方案二（依地籍劃設） 

圖4-60 農 1、農 2、農 3 界線調整操作案例 2-以桃園市觀音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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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1.操作概念 

考量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係

依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作為依據劃設之功能分區分類，故操作概念如下圖所

示，原則主要檢核功能分區分類外框線是否與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相符。 

 

圖4-61 城 1、國 4、農 5 操作概念說明 

2.操作步驟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等功能

分區分類之操作步驟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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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2 城 1、國 4、農 5 界線調整操作流程 

註：土地清冊中屬部分都計相關分區、部分其他分區者，應於備註欄附註以都市計畫分區證明為準 

（1）因應新增減範圍邊界調整：將新取得之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農業發展地

區第五類劃設指標圖資範圍，檢核是否涉及分區界線調整後，以完整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劃設黑線。 

（2）產出土地清冊：依黑線範圍產製土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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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地編定 

（一）使用地編定原則 

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108年 12月，後續將納入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研訂），使用地之編定原則如屬現行區域計畫法下之使用地，

係按使用現況編定。如屬開發許可者，按開發計畫編定，屬現行都市計畫地區及

國家公園範圍者則無需編定使用地。 

 使用地劃設準則綜整表 

國土計畫法下之 

使用地 
使用情形 劃設準則 

1.建築用地 供住宅、商業及其相關設施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甲、乙、丙種建築

用地 

2.產業用地 供工業及其相關設施建築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丁種建築用地 

3.農業生產用地 供農業生產所需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 

4.農業設施用地 供農業加工、集運、銷售、休閒及科技

等相關設施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供農業加

工、集運、銷售、休閒及科技等相關設

施使用者 

5.林業用地 供營林及其設施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林業用地 

6.養殖用地 供水產養殖及其設施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養殖用地 

7.礦石用地 供礦業、土石採取、營建剩餘土石方及

其設施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礦業用地、鹽

業用地及窯業用地 

8.交通用地 供鐵路、公路、道路、捷運系統、港埠、

空運、郵政及其設施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交通用地 

9.水利用地 供水利及其設施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水利用地 

10.遊憩用地 供遊憩及其設施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遊憩用地 

11.文化資產保存用地 供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登錄之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考古遺址、

史蹟、文化景觀及其設施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古蹟保存用地 

12.生態保護用地 供保護生態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生態保護用地 

13.國土保安用地 供國土保安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國土保安用地 

14.殯葬用地 供殯葬設施或寵物骨灰灑葬區使用

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殯葬用地 

15.海域用地 供各類用海及其設施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海域用地，且

位屬海洋資源地區者 

16.宗教用地 供宗教及其設施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甲、乙、丙種建築

用地、遊憩用地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經民政主管機關依法核定供宗教及相

關設施使用者 

17.能源用地 供能源及其設施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經能源主管機關依法核定供能

源及其設施使用者 

18.環保用地 供廢棄物及廢（污）水處理設施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經環保主管機關依法核定供廢

棄物、廢（污）水處理設施使用者 

19.機關用地 供機關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經有關機關依法核定供機關使

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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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下之 

使用地 
使用情形 劃設準則 

20.文教用地 供文化、教育及其設施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經有關機關依法核定供文化、教

育及其設施使用者 

21.衛生及福利用地 供衛生、社會福利及其設施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經有關機關依法核定供衛生、社

會福利及其設施使用者 

22.特定用地 供公共設施、公用事業或特定事業建

築使用者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得逕予編定為特定用地，惟如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明有符合

前 20 項使用地規定者，得編定為其他

使用地編定類別。除第一次編定者外，

後續不得再新增編定。 

23.特定產業用地 供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取得特定工廠

登記之特定工廠使用者 

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變更編定為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者 

24.暫未編定 除第一款至第二十二款使用地類別外

之土地 

尚未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土地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108 年 12 月，後續將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研訂） 

（二）第一次使用地編定原則 

為使區域計畫與國土計畫順利接軌，使用地第一次編定作業除縣市國土計畫

另有規定者外，其餘直接按現行區域計畫法之使用地編定方式辦理，惟酌予調整

名稱；未來屬使用許可者，再予按使用計畫編定。除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變更

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得編定為特定產業用地外，其餘依原區域計畫法編

定之使用地，按第一次使用地編定原則綜整表原則辦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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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使用地劃設準則綜整表 

現行使用地類別 國土計畫法下之使用地 劃設準則 

1.甲種建築用地 

2.乙種建築用地 

3.丙種建築用地 

1.建築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甲、乙、丙種建築用地 

16.宗教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甲、乙、丙種建築用地，經

民政主管機關依法核定供宗教及相關設施使用

者，得編定為宗教用地。 

4.丁種建築用地 2.產業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丁種建築用地 

5.農牧用地 3.農業生產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 

6.林業用地 5.林業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林業用地 

7.養殖用地 6.養殖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養殖用地 

8.鹽業用地 7.礦石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礦業用地、鹽業用地及窯

業用地 9.礦業用地 

10.窯業用地 

11.交通用地 8.交通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交通用地 

12.水利用地 9.水利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水利用地 

13.遊憩用地 10.遊憩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遊憩用地 

16.宗教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遊憩用地，經民政主管機關

依法核定供宗教及相關設施使用者 

14.古蹟保存用地 11.文化資產保存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古蹟保存用地 

15.生態保護用地 12.生態保護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生態保護用地 

16.國土保安用地 13.國土保安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國土保安用地 

17.殯葬用地 14.殯葬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殯葬用地 

18.海域用地 14.海域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海域用地，且位屬海洋資

源地區者 

19.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4.農業設施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經農

業主管機關同意供農業加工、集運、銷售、休閒

及科技等相關設施使用者 

16.宗教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經民政

主管機關依法核定供宗教及相關設施使用者 

17.能源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經能

源主管機關依法核定供能源及其設施使用者 

18.環保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經環

保主管機關依法核定供廢棄物、廢（污）水處理

設施使用者 

19.機關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經有

關機關依法核定供機關使用者 

20.文教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經有

關機關依法核定供文化、教育及其設施使用者 

21.衛生及福利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經有

關機關依法核定供衛生、社會福利及其設施使用

者 

22.特定用地 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得逕

予編定為特定用地，惟如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查明有符合前 20 項使用地規定者，得編

定為其他使用地編定類別。除第一次編定者外，

後續不得再新增編定。 

20.暫未編定（山坡地範

圍內尚未查定者） 

24.暫未編定 依原區域計畫法暫未編定之土地 

有地號尚未編定 （維持空白）  

未登錄地 （維持空白）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108 年 12 月，後續將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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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製作土地清冊 

（一）操作流程 

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108年 12月）第十四條，國土功能

分區分類圖製定完竣後，除海洋資源地區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繕造土

地清冊電子檔。惟國家公園及都市計畫皆屬專法管制範圍，故建議完全位於國家

公園及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地籍，亦無需建置土地清冊，僅需建置部分屬國家公園

或都市計畫、部分屬其餘功能分區之土地清冊即可。其製作流程如下所示。 

 

圖4-63 土地清冊製作流程 

1.依各功能分區分類製作之清冊成果，合併各功能分區分類製作之清冊 

2.匯入使用地編定成果 

3.匯入原地籍謄本屬計畫管制相關內容於備註欄，如興辦事業計畫、開發計畫及

其範圍內之裡地等 

（二）清冊建置格式 

匯入各地段地號以及謄本面積等相關資料後，應建置法定土地清冊，將載入

功能分區、使用地、並於備註欄內註記興辦事業計畫、開發計畫及其範圍內之裡

地等內容。法定土地清冊格式如下。 

1.土地清冊電子檔以地段為單位。 

2.檔案格式：以 EXCEL 之 XLS 檔建置，各地段分別製作，亦即不要將各段資料以

工作表方式同時儲於一個 XLS檔中。 

3.檔案內容 

A：填寫完整直轄市、縣（市）名稱，例如「雲林縣」。 

B：填寫完整鄉鎮市區名稱，例如「古坑鄉」。 

C：填寫地所代碼（2碼），例如「PA」。 

D：填寫完整段小段名稱（包括段與小段），例如「大湖底段」。 

E：填寫段小段代碼，例如「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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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填寫地號（如有子號時請於地號母號與子號間加「-」），如「214-200」。 

G：填寫面積（單位：公頃），例如「1.0350」。 

H：填寫劃設或檢討變更前分區分類，例如「山坡地保育區」。 

I：填寫劃設或檢討變更前分區分類，例如「農牧用地」。 

J：填寫劃設或檢討變更後分區分類，例如「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K：填寫劃設或檢討變更後分區分類，例如「農業生產用地」。 

 法定土地清冊電子檔格式-○○縣（市）○○區○○段○○小段土地清冊 

直轄市、

縣（市）

名稱 

鄉（鎮、

市、區）

名稱 

地

所

代

碼 

地

段

代

碼 

地

號 

面積

（平

方公

尺） 

劃設或檢討變更前 劃設或檢討變更後 

備

註 
國土功

能分區 

使用地

編定類

別 

國土功

能分區 

使用地

編定類

別 

A B C E F G H I J K L 

           

           

註：第一次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作業，「劃設或檢討變更前」欄位，係填寫原區域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編定類別」等二項資料；「劃設或檢討變更後」係填寫第一次劃設之「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編

定類別」等二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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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產製法定書圖 

（一）研擬劃設說明書 

根據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108.11）第十三條，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研擬劃設說明書，載明下列事項： 

1.計畫概述 

（1）範圍及面積。 

（2）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構想及未來發展地區分布範圍。 

（3）現行國家公園計畫、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設）及使用地

編定情形。 

（4）天然災害、自然生態、自然與人文景觀、自然資源分布空間區位。 

（5）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情形。 

2.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使用地編定情形及結果 

（1）各國土功能分區處數及面積。 

（2）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檢討變更及其符合情形說明。 

（3）國土功能分區邊界決定方式。 

（4）使用地編定方式及面積統計。 

（5）可建築用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分布空間區位及面積。 

3.其他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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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 

依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108年 12月）第 11條至第 12條規範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圖說製定方法，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冊無論功能分區分類，

原則以 A3尺寸紙張印製，該圖冊之型式及應表明下列事項如下。 

1.以直轄市、縣（市）行政轄區範圍所涉及圖幅製作為圖冊，並得視需要（地區性

或圖幅）予以分冊。考量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等陸域地

區以 1/5000 航照圖圖幅為單位進行繪製，故建議每冊約 200-250幅為原則，得

按圖幅數等分圖幅數量分冊。 

2.封面及內頁應表明內容 

（1）封面 

應表明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之名稱、擬定機關、製

圖日期；如有分冊應載明其區位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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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4 圖冊封面（以第一冊為例） 

（2）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全圖 

以該直轄市、縣（市）為範圍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全圖，並標示

鄉鎮市區名稱、鄉鎮市區界、圖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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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5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以花蓮縣為例） 

（3）索引圖（標明分冊對照位置） 

若該縣市之圖幅數量多於250幅，由西至東、由北至南，每冊約200-250

幅為原則，按圖幅數等分圖幅數量。以花蓮縣為例其陸域範圍共有747幅圖

幅，陸域範圍得拆為3冊（每冊約250幅圖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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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6 索引圖（以花蓮縣為例） 

（4）圖幅接合表 

以一冊範圍於A3圖紙上呈現，惟下圖範例幅員較大，故以A2尺寸呈現

。圖幅接合表I為表示該冊圖名、圖號及頁碼於空間上之相對關係，圖幅接

合表II則為表示各圖幅套疊功能分區分類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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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7 圖幅接合表 I（以花蓮縣第一冊為例） 

 

 

圖4-68 圖幅接合表 II（以花蓮縣第一冊為例） 

（5）全圖例 

表明所有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例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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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9 全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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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 

陸域 

A.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 

（A）圖名：位於圖框線上方正中，由左向右橫寫，依五千分之一基本

地形圖圖名標註。 

（B）圖號：位於圖框線右上方，由左向右橫寫，依五千分之一基本地

形圖圖號標註。 

（C）圖冊名稱：位於圖框線左上方，由左向右標註縣市名稱及「國土

功能分區分類圖」。 

（D）基本底圖 

a.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為底圖，並得參酌其它圖資載明道路、鐵

路、水系、建物、等高線及區塊等圖層。 

b.各圖層圖例，依下表表明之。 

 基本底圖圖例 

圖層名稱 圖例 

道路 
 

高速鐵路 
 

鐵路 
 

河川、水系 
 

建物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108 年 12 月） 

（E）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以上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例所列顏色標

繪外框線，邊框為二至五毫米線寬。 

（F）檢討變更範圍以變更前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顏色為邊界外框

線，以變更後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顏色為邊界內框線，邊框

為二至五毫米線寬，並每隔一至二公分，加劃二至三毫米線寬之

斜線。 

（G）位於行政轄區交界處之圖幅，應增製自行政界線向外五百公尺之

陸域範圍，並註明該範圍以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圖為準，海域地區則無需向外增製。 

（H）方格線：於圖幅內以每 10公分之間隔繪製。 

（I）方格線註記：標註方格線縱坐標於圖框左、右側，橫坐標於上、

下側。 

（J）尚未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得免繪

製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 

B.比例尺：不小於一萬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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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圖例：按下表表明之。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例 

 使用地分類 統一圖例 R.G.B 值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000,128,000 

第二類  000,255,000 

第三類  160,064,255 

第四類  198,255,000 

海洋資源地區 

第一類之一  000,000,128 

第一類之二  000,000,255 

第一類之三  000,168,255 

第二類  000,255,255 

第三類  200,255,255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255,255,000 

第二類  255,128,000 

第三類  255,204,128 

第四類  255,198,198 

第五類  168,128,000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200,168,200 

第二類之一  255,000,000 

第二類之二  110,000,000 

第二類之三  198,050,050 

第三類  255,000,255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108 年 12 月） 

D.方位。 

E.陸域地區圖幅接合表及頁碼。 

位於比例尺與指北針右方，建議除表明圖號、圖名外，亦表明頁

碼以便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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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0 功能分區圖內圖幅接合表範例（以桃園市復興區高坡（二）為例） 

F.行政界線略圖：位於圖幅位置圖左，內容包括本圖幅涵蓋之鄉鎮市區

界線，並標註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區名稱。 

G.圖幅位置圖：內容包括全直轄市、縣（市）之所有圖幅、鄉鎮市區界

線及海域管轄範圍， 並以紅色填滿之方式標示本圖幅。 

H.頁碼。 

I.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亦得視實際需要，另以附圖繪製。 

J.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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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1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繪製格式-以桃園市復興區高坡（二）為例 

  



肆、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劃設操作流程｜六、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 

4-78 

海域 

各直轄市、縣（市）之海域管轄範圍以一幅為原則。但毗鄰陸域或

面積過小者，得另以附圖繪製。海域圖幅應與陸域圖幅一併裝訂成冊。 

A.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 

（A）圖名：位於圖框線上方正中，由左向右橫寫，標註為「海洋資源

地區」。 

（B）圖冊名稱：位於圖框線左上方，由左向右標註縣市名稱及「國土

功能分區分類圖」。 

（C）基本底圖：以空白圖紙為底圖。 

（D）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以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例所列顏色標繪外

框線，邊框為二至五毫米線寬。 

（E）平均高潮線向陸側以灰階表示，並表明鄉鎮市區界及其名稱。 

（F）檢討變更範圍以變更前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顏色為邊界外框

線，以變更後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顏色為邊界內框線，邊框

為二至五毫米線寬，並每隔一至二公分，加劃二至三毫米線寬之

斜線。 

（G）海域之圖幅應標註交界點、轉折點之經緯度坐標（WGS84），難以

於圖面精確劃設之分區界線者，應以定性描述方式詳加註明清楚。 

（H）方格線：於圖幅內以每 10公分之間隔繪製。 

（I）方格線註記：標註方格線縱坐標於圖框左、右側，橫坐標於上、

下側。 

B.比例尺：不限。 

C.圖例：按下表表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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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例 

 使用地分類 統一圖例 R.G.B 值 

海洋資源地區 

第一類之一  000,000,128 

第一類之二  000,000,255 

第一類之三  000,168,255 

第二類  000,255,255 

第三類  200,255,255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200,168,200 

第二類之一  255,000,000 

第二類之二  110,000,000 

第二類之三  198,050,050 

第三類  255,000,255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108 年 12 月） 

D.方位。 

F.行政界線略圖：表明本圖幅涵蓋之鄉鎮市區界線，標註直轄市、 縣

（市）及鄉鎮市區名稱，並加粗黑線表明平均高潮線。 

G.圖幅位置圖：表明全直轄市、 縣（市）之所有圖幅、鄉鎮市區界線及

海域管轄範圍，並以紅色斜線填滿之方式標示本圖幅位置。 

H.頁碼。 

I.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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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2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繪製格式-以桃園市復興區高坡（二）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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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置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 SHP 檔及邊界決定過程圖檔 

（一）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 SHP 檔 

考量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皆須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 SHP

檔供審議過程使用，並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查詢系統，以下說明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圖 SHP檔之建置格式，以作為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參酌。 

1.檔案內容 

（1）以全縣市所有功能分區分類合併為一個檔案。 

（2）以全縣市各單一功能分區分類為檔案單元。 

2.檔案名稱 

（1）以全縣市所有功能分區分類合併為一個檔案時，檔案名稱為「直轄市、縣

（市）名稱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 

範例 

A.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SHP 

B.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SHX 

C.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DBF 

D.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PRJ 

E.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CPG 

（2）以全縣市各單一功能分區分類為檔案單元時，檔案名稱為「直轄市、縣（市）

名稱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名稱圖」。 

以宜蘭縣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為例 

A.宜蘭縣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圖.SHP 

B.宜蘭縣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圖.SHX 

C.宜蘭縣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圖.DBF 

D.宜蘭縣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圖.PRJ 

E.宜蘭縣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圖.CPG 

以宜蘭縣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為例 

A.宜蘭縣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圖.SHP 

B.宜蘭縣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圖.SHX 

C.宜蘭縣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圖.DBF 

D.宜蘭縣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圖.PRJ 

E.宜蘭縣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圖.C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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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名稱 

國土保育地區：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國土保育

地區第三類、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海洋資源地區：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 

農業發展地區：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農業發展

地區第三類、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城鄉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城鄉

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3.圖形型式：功能分區分類圖形型式應為面狀圖形（Polygon）。 

4.檔案字元編碼：採 UTF8。 

5.檔案坐標系統： 

（1）TM2（TWD97，中央經線 121度）（適用臺灣本島）： EPSG=3826 

（2）TM2（TWD97，中央經線 119度）（適用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EPSG=3825 

6.檔案屬性欄位 

（1）必要欄位：直轄市、縣（市）名稱（cityname）及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類別名

稱（zonename），其欄位名稱、資料型態、欄位寬度、範例如下所示。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 SHP 檔檔案屬性欄位 

Field Name 

（欄位名稱） 

Data Type 

（資料型態） 

Length 

（欄位寬度） 
範例 

cityname Text（文字） 10 宜蘭市 

zonename Text（文字） 24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2）非必要欄位：直轄市、縣（市）可視其需求建置其他屬性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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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邊界決定過程圖檔 

1.概念說明 

調整完各功能分區分類之界線後，為建立功能分區分類圖複核機制，以利

後續地政單位辦理土地分割事宜，以及後續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通盤檢討，

應建置各功能分區分類之邊界決定過程圖檔。 

 

圖4-73 調整後國一界線套疊國一劃設參考指標-以桃園市復興區為例 

將各指標套疊後，可得各坵塊涉及之劃設參考指標，據以建置各坵塊劃設

為各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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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4 邊界決定過程圖檔示意圖-以復興區國一為例 

2.建議建置格式 

（1）參考圖檔 

將二、基本底圖建置中之相關圖資各自輸出為參考圖檔。 

第二階段功能分區圖 

地籍展繪線 

都市計畫範圍 

（2）邊界決定過程圖檔 

檔案格式：shapefile 

資料型態：線資料 

檔案字元編碼：採 UTF8 

檔案坐標系統 

A.TM2（TWD97，中央經線 121度）（適用臺灣本島）： EPSG=3826 

B.TM2（TWD97，中央經線 119 度）（適用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EPSG=3825 

建置範圍 

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順序中，優先劃設之分區分類中如屬都

市計畫相關分區、國家公園相關分區、或原依區域計畫法劃設之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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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特定專用區以及開發許可案件，皆屬功能分區分類界線中依既

有專法管制範圍線或依地籍劃設者。 

故考量上述界線依據較為明確，且為節省邊界決定過程圖檔的製作

時程，建議直轄市、縣（市）政府僅需建置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農業發

展地區第三類等五種分區分類界線之交界界線即可，其餘界線是否建置

邊界決定過程圖檔則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需求增加。 

建置格式說明 

應建置之欄位名稱、資料型態、欄位寬度、範例如下表所示。 

A.編號（ID）：各線段之編號，得參考功能分區分類圖圖幅編號。 

B.直轄市、縣（市）名稱：以中文表明該直轄市、縣（市）名稱。 

C.功能分區分類（zonename）：為各線段之功能分區分類，以國土功能

分區分類全名表明之。 

D.劃設指標或原則（index）：敘明該線段之劃設指標或原則，如屬國土

保育地區第一類、第二類，則僅需敘明劃設指標；如屬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考量係依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道路、水路

劃設，則得依各縣市實際需求建置路名、河流名稱等。 

E.界線決定方案（option）：依據所選擇之方案填寫依地籍劃設、依地

籍折點連接線劃設或依地形劃設等，或依各縣市實際情形填寫。 

F.備註（memo）：依各縣市實際需要填寫。 

 邊界決定過程圖檔檔案屬性欄位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欄位寬度 範例 

ID 編號 Integer（整數） 10 1 

cityname 直轄市、縣（市）名稱 Text（文字） 10 新北市 

zonename 功能分區分類 Text（文字） 15 國土保育地區第

一類 

index 劃設指標或原則 Text（文字） 24 飲用水水源水質

保護區 

option 界線決定方案 Text（文字） 50 依地籍劃設 

memo 備註 Text（文字） 50  

3.範例 

以桃園市復興區為例，此圖面範圍屬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第二類之交界

處，故僅需建置屬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界限之劃設依據。此範圍之界線劃設原

意清查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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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5 劃設原意清查-以桃園市復興區為例 

根據上述清查結果，依據原劃設指標、該劃設指標之劃設原意，以及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選擇之界線劃設方案，應將功能分區分類界線分案建置其

劃設依據。故以下依據不同方案說明，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最外框線如原屬不

同劃設指標、不同劃設原意或不同方案，則應將各線段分開建置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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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方案一劃設 

 

圖4-76 邊界決定過程圖檔-以方案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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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方案二劃設 

 

圖4-77 邊界決定過程圖檔-以方案二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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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方案三劃設 

 

圖4-78 邊界決定過程圖檔-以方案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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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見問答 
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階段 

（一）國土保育地區 

問題 1.國土保育地區等於區域計畫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範圍? 

答：否，根據本手冊參、三功能分區分類底圖劃設章節中國土保育地區底圖劃設

方式，可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第二類之劃設參考指標為符合該分類劃設

原意之環境敏感地，並考量劃設完整性調整範圍；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為國

家公園範圍；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以都市計畫保護保育相關分區為基礎劃設，

故國土保育地區不等於區域計畫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範圍。 

問題 2.可以不要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嗎? 

答：可以，依據全國國土計畫第八章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劃設條件：「屬都市計畫

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具有下列條件者，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

區第四類…」，故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經評估有明確都市發展需求，並於

縣市國土計畫當中敘明，得不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問題 3.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劃設後，會使未來都市計畫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更為

困難? 

答：否，根據國土計畫法第二十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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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功能分

區圖公告實施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加強國土保育者，得配合中央管

河川或縣市管河川等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隨時辦理功能分區分類變更，

變更後即可辦理都市計畫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 

問題 4.同時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和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之地區，應該先劃設

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答：是，根據全國國土計畫第八章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先後順序依次以國土

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為原則。惟經農業

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確認不影響國土保安、水源保護必要之農業經營專區、

農糧產業專區或集團產區，考量已屬農業資源挹注範圍，面積 2公頃以上者，

得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第區第三類。 

（二）海洋資源地區 

問題 1.海洋資源地區之邊界線是地籍最外界線嗎? 

答：否，根據全國國土計畫所定義之計畫範圍之海域部分：「臺灣本島及已公告領

海基線之相關島嶼，係自平均高潮線起至領海外界線間（包括潮間帶、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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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海範圍）未登記水域；其他未公告領海基線者，係自平均高潮線起，至該地

區之限制、禁止水域範圍。」，故海洋資源地區之邊界線為依據海岸管理法劃

設之平均高潮線。 

問題 2.未來重大建設範圍欲採填海造地，範圍跨都市計畫海域用地、港埠用地及

非都市土地海域區，未來應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還是海洋資源地

區第一類之三？ 

答：依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針對擬進行填海造地範

圍，應以「行政院專案核准之計畫」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之

電信、能源等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並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定為城

鄉發展地區者為限。 

問題 3.未來於海域區推動之填海造地案件係由地方國土計畫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三或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其劃設之差別為何？如高雄市商

港區之填築，臺灣港務公司在「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6-

110 年）」中規劃，高雄港中長程發展計畫將推動「高雄港第三港區開發

計畫（第一期）（112-125 年）」，其推動時程於本市國土計畫計畫年期

內，但其具體規劃內容尚未確定，是否係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 

答：針對高雄港部分，港務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107 年 4 月 9 日：「高雄港洲際

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業於 100年 3月 10日奉行政院核定，並已於 106

年 11 月 22 日全數填築完成，目前本分公司無尚未核定之高雄港相關填海造

地計畫。」，故請高雄市政府洽該公司確認是否仍有填海造地計畫，如經行政

院專案核准者，則應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問題 4.以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海洋資源地區第

一類之三、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之順序劃設，可能導致海洋資源地區第一

類之三無法於國土功能分區圖面上呈現。（以桃園離岸風力發電為例） 

答：經查桃園離岸風力發電業者已向營建署申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爰於公告國

土功能分區圖前倘已取得海域用地區位許可，應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

之二。 

為呈現海域中重疊使用之情況，營建署將評估以另一套圖輔助說明並作為後

續管制依據。至國土功能分區圖，仍維持各分類採不重疊劃設為原則。 

問題 5.國防部於高雄市左營區外海推動中之填海造地案，是否係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三，但其屬軍方機密案件，未來又如何呈現於地方國土計畫。 

答：針對高雄市左營區填海造地部分，依內政部 107 年 2 月 6 日海岸管理審議會

第 13 次會議審議本案決議十二略以：「本計畫業經行政院 94 年 7 月 6 日核

定，並請依國土計畫法規定配合高雄市政府於該市國土計畫劃設為『城鄉發

展地區』」，國防部並於 107年 3月 31日提供外港填築區範圍及堤頭位置坐

標資料予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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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6.左營軍港內港，已屬軍港專用使用範圍，是否全區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

一類之二? 

答：左營軍港之陸域範圍為都市計畫區，應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至水域

部分，如高雄市政府評估將其水域納入都市計畫範圍，則得一併劃設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一類；如繼續維持非都市土地，則按使用計畫，有設施者應劃設

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無設施者則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 

問題 7.為因應氣候變遷，於重要漁港外如需施作防護工程（如消波塊、外堤擴建

或修建），係容許於何種海洋資源地區分類下使用？ 

答：依全國國土計畫第八章，第二節、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順序，壹、二、

（一），「2.第一類之二：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

範圍（包括水面、水體、海床或底土等），設置人為設施，管制人員、船舶或

其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使用。」，故「於重要漁港外如需施作防護工程（如消

波塊、外堤擴建或修建）」應屬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 

問題 8.為推動海域活動發展，於海域中設置海上平台或其他設施以發展觀光遊憩

活動，應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何種分類？ 

答：按海洋資源地區劃設條件，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

域範圍（包括水面、水體、海床或底土等），設置人為設施者，應劃設為海洋

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 

問題 9.雲林嘉義沿海部分土地有地籍，但是因為地層下陷長期泡在海水中，未來

會劃為什麼國土功能分區？ 

答：按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海洋資源地區範圍係自平均高潮線起至領海外界線間，

扣除都市計畫、國家公園及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劃定之鄉村區、

工業區及一定面積規模以上具有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符合前開劃設

條件者，將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並編定為海域用地。反之若位於平均高潮

線靠陸側者，則應劃設為陸域上之其他功能分區。 

問題 10.澎湖石滬目前僅有七美、吉貝兩處依文資法指定為文化景觀，其他未依法

指定之石滬是否可以類比定置網以「⼈為設施」認定予以劃設為「海洋資

源地區第一類之二」，以達石滬保護效果？ 

答：有關禁漁區、其他公告特定禁止航行通過之地區及尚未依法指定為文化景觀

之石滬，建請澎湖縣政府先予釐清前開區域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第 6 條之 2 附表 1-1 所列須申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之許可使用細目，倘澎

湖縣政府認為前開項目係屬須申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者，建議依管制規則相

關規定辦理，以利銜接至海洋資源地區劃設。 

問題 11.澎湖縣之一級產業係以漁業為主，而漁業發展主要之基礎建設為漁港設

施，全縣大小漁港共 67座，為在地漁業生產之重要產業活動空間，而連同

與漁港相連之聚落空間，應屬符合生活、生產、生態之漁村三生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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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且各漁港因應氣候變遷及設施老舊改善之需，具有辦理設施增、修、

改建之必要，為能符合澎湖縣漁業及漁村三生發展所需，建議將漁港內港

水域部分併入鄰近聚落之國土功能分區（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或農業

發展地區第四類）一併劃設，以保留澎湖縣發展與使用之彈性空間。 

答：全國國土計畫針對海域與陸域係以平均高潮線為分界，扣除已實施都市計畫、

國家公園、已核發開發許可、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工業區、鄉村區及一定面

積規模以上具有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範圍後，才屬於海洋資源地區範

圍。 

爰除該漁港（水域）範圍屬都市計畫範圍或屬具有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

區，得劃設為適宜之陸域國土功能分區外，其餘水域部分應劃設為海洋資源

地區。 

另現行海域用地區位許可制度，經討論獲致共識，業將「港埠航運」列為容

許使用項目，「航道及其疏濬工程範圍」、「錨地範圍」及「港區範圍」等

列為許可使用細目，實務執行尚無相關港務單位表示有窒礙難行之處。 

問題 12.漁港涉及漁船停舶與物資補給、漁獲裝卸與加工、漁船與工具的整修等活

動，涉及的空間包括陸地港埠及內港海域。因應漁港活動調整而衍生空間

規劃與設施建設，漁港內海域與漁港陸域範圍，宜規劃為同一功能分區，

以利地方治理與縮減審議時效。 

答：按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海陸邊界係以平均高潮線為準，以利區分實際陸域與

海域範圍，以符合實際地形地貌進行規劃及管制。 

問題 13.高雄市彌陀區、梓官區西側，多屬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乙種建築用地，

農牧用地因屬平均高潮線向領海側者原則劃為海洋資源地區，屬鄉村區乙

種建築用地保障既有權益，原則仍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但因

其現況已屬海洋，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是否合理，另劃設為海洋

資源地區是否涉及補償問題? 

答：查高雄市辦理第一次劃定時間為民國 65 年，另查 64 年農林航測所航照圖，

於民國 64年迄今該範圍皆為海域狀態，故應屬當時劃定錯誤，建議應辦理更

正土地使用分區作業，俾銜接後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按國土計畫法第

32條第 2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經依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時，其所受之損失，應予適當補

償。故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將該土地辦理更正，則應

無補償問題。 

問題 14.嘉義東石外傘頂洲、潟湖、臺南七股潟湖未來會劃為什麼國土功能分區？

以後捕魚、養蚵或海上箱網養殖要不要申請？跟誰申請？申請要不要錢？ 

答：按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海洋資源地區範圍係自平均高潮線起至領海外界線間，

扣除都市計畫、國家公園及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劃定之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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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及一定面積規模以上具有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符合前開劃設

條件者，將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 

查外傘頂洲及潟湖均位於平均高潮線向海側，應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至臺

南七股潟湖則位於國家公園範圍，未來應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 

按目前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海洋資源地區（草案），漁撈免經申請同

意，而定置漁業權、區劃漁業權、專用漁業權及漁業設施設置等細目需依國

土計畫法第 23條申請「應經同意」，並擬規劃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

審議，至是否收取相關費用，營建署刻正研議中。 

問題 15.濕地和養殖漁業範圍重疊，如依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管制，會不會影

響既有養殖漁業漁民權益？ 

答：按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海洋資源地區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基本原則，係尊重

現行之合法使用，故於國土計畫法全面施行前，已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規定，取得海域用地區位許可，且仍屬許可之有效期間者，未來將按海洋

資源地區各分類劃設條件適度轉換，以避免影響既有養殖漁業漁民之合法權

益。 

問題 16.私人土地若被劃入海洋資源地區，是否有相關政策或配套補償措施？ 

答：按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海洋資源地區範圍係自平均高潮線起至領海外界線間，

扣除都市計畫、國家公園及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劃定之鄉村區、

工業區及一定面積規模以上具有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爰並未直接涉

及地權事宜。 

目前屬海域區海域用地範圍者，倘已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取得

海域用地區位許可者，未來將按海洋資源地區各分類劃設條件進行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並按海洋資源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基本原則，尊重現行之合法使用，

故已取得海域用地區位許可者，於國土計畫法體系下，仍得依原許可內容使

用。 

至若私人土地屬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惟因海岸線變遷至位於平均高潮線靠

海側，須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者，考量「滄海桑田」並非因實施國土計畫所

致，故若係因海岸侵蝕、退縮者，非屬國土計畫法第 32條第 2項立法意旨擬

補償之範疇。爰是類土地宜先循程序辦理滅失登記，或註銷其使用地別。俾

利後續重新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並編定為海域用地。至其他符合「實施國土

計畫所受損失補償辦法（草案）」規定得予補償者，則可逕依該辦法相關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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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7.港區範圍內的水域未來會劃什麼國土功能分區？ 

答： 

一、依據本署 108年 9月 24日召開「非都市土地海域區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相關事

宜研商會議」決議，有關第 2 類漁港範圍內之水域納入國土計畫法規定之陸

域功能分區，後續處理原則如下： 

(一)有擴展計畫：針對既有港區範圍(外廓防波堤以內之水域部分)，倘若於近 5

年內具發展需求者（含填海造地），應配合鄰近陸域功能分區採「新訂擴大都

市計畫」或「使用許可」方式進行開發，並敘明開發期程，且應符合劃設原則

者可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二)無擴展計畫：針對既有港區範圍(外廓防波堤以內之水域部分)倘若短期內並

無發展需求，且「外廓防波堤以內之水域」，可配合研訂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

定者，則可配合鄰近陸域土地，因地制宜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或其他

適當功能分區。否則應以「平均高潮線」為界，逕以「海域用地區位許可」之

範圍，轉換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 

二、非屬「防波堤外廓內」之其他水域，或未納入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畫

作業評估者，仍應依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海陸邊界係以「平均高潮線」為準，區

分港區範圍之陸域及海域面積，據以修正申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之面積，以

利本署視同取得區位許可相關證明文件之核發作業，後續順利轉換為國土功

能分區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 

三、考量中央轄管之第 1 類漁港，其劃定目的為從事漁港使用，故請參照前開第

2類漁港處理原則辦理。 

問題 18.潮間帶的自然生態相當豐富，但在潮間帶都在平均高潮線以下，可不可以

劃為國土保育地區？ 

答：查潮間帶為天文潮潮位變動中之最高潮位與最低潮位間之範圍，故其範圍可

涵括平均高潮線二側之區域，並非完全位於平均高潮線以下（靠海側）。 

按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海洋資源地區範圍係自平均高潮線起至領海外界線間，

扣除都市計畫、國家公園及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劃定之鄉村區、

工業區及一定面積規模以上具有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符合前開劃設

條件者，將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反之若位於平均高潮線靠陸側者，則應劃

設為陸域上之其他功能分區。 

考量潮間帶非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規定得劃設為保護（育、留）區之條件

（保護標的），且各海岸段之環境資源重要程度各異，故不宜逕將「潮間帶」

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惟若潮間帶範圍內若已依各目的事業法令劃設為保護

（育、留）區者，則可依其與平均高潮線之相對關係，劃設為適當之國土功

能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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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9.海域使用雖有朝立體使用方向定位，但使用管制如何研擬並未有明確規

範？ 

答：按全國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基本原則，海洋資源地區之各項

使用，係以尊重現行之合法使用為原則。又因海域立體使用之特性，得採重

疊管制，於各該海洋資源地區分類向下增列容許使用項目予以處理，並應區

別其相容性，訂定容許使用項目之主從關係，採較嚴格之管制方式。 

營建署刻正依循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研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有關海洋資源地區之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係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

基本原則以及各分類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內容，並依各項使用於海域立體使用

情形，訂定各分類得容許使用之細目，作為未來海洋資源地區管制規定。 

問題 20.有關平均高潮線外海域範圍尚有地籍部分，是否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並

變更為海域用地？ 

答： 

一、有關平均高潮線外海域範圍，並非以是否有地籍作為劃設國土功能分區之依

據。依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海洋資源地區範圍係自平均高潮線起至領海外界

線間，扣除都市計畫、國家公園及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劃定之鄉

村區、工業區及一定面積規模以上具有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符合前

開劃設條件者，將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其具體原則如下： 

(一)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之地區，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或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二)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之範圍，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三)屬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保護（育、留）區，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

一；已取得海域用地區位許可者，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或海洋資

源地區第二類。其餘地區則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 

二、依上開原則，實務劃設列舉如下： 

(一)觀塘工業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二)彰濱工業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三)雲林離島工業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四)嘉義縣東石鄉外海、東石漁港：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 

(五)花蓮港水域範圍：都市計畫部分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其他海域劃設

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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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倘經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者，應編定為海域用地，至其餘陸域國土功能分區，

則依規定編定為適當用地。 

問題 21.目前金門縣已公告之平均高潮線僅大、小金門有相關圖資可套疊，未來劃

設功能分區時，離小島（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與海洋資源地區界線應如

何劃設？可否依已完成測訂地籍線為界劃設？若有未完成地籍測訂之離

小島如何處理？ 

答：有關「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劃設方式，建議如下： 

(一)已辦理地籍測量未有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或有劃設平均高潮線者，劃設

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 

(二)未辦理地籍測量，且無劃設平均高潮線者，則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 

問題 22.目前金門縣海域範圍內目前部分使用項目業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同意，現況並使用中，後續海洋資源地區劃設時可否依照現有圖資細分？

現況已使用之各項設施在功能分區公告後是否得為原來之使用？後續如

何申請許可？ 

答：按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將延續「區位許可」機制，倘已

取得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之 2 核發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

且仍屬許可之有效期間者，將按海洋資源地區劃設條件劃設為適當之分類。 

另後續申請許可，將視其使用細目、規模及是否屬於性質特殊等條件，採應

經申請同意或使用許可方式辦理。 

問題 23.金門部分離島若無公告平均高潮線，原則應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惟本縣

之離島後續若要興建堤防、碼頭等重大建設，可以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三嗎? 

答：依國土計畫法第 24條第 2項規定「填海造地案件限於城鄉發展地區申請，並

符合海岸及海域之規劃。」，故若擬於海域進行築堤、排水、填土、造陸之填

海造地行為，應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有關興建堤防及碼頭，若非屬上開填海造地行為，而僅屬單純增建堤防、碼

頭等，得逕依原海域用地區位許可內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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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業發展地區 

問題 1.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等於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 

答：否，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為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非都市土地

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特定專用區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及經台糖

盤點供農業使用土地等，且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土地，詳細

劃設方式請詳本手冊參、三、（三）。 

問題 2.可以不要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嗎? 

答：可以，根據全國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條件：「具優良農業生產環

境，能維持糧食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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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都市計畫農業區。」，

故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考量城鄉發展需求與各都市計畫農業區定位，並

於縣市國土計畫述明後，得不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問題 3.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後，會影響未來都市計畫農業區之變更作業更為

困難嗎? 

答：是，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屬未有都市發展需求且具有完整農業生產環境之都

市計畫農業區，故未來若欲變更都市計畫農業區，須於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通盤檢討時敘明其城鄉發展需求，據以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後，才可辦理

都市計畫農業區之變更作業。 

問題 4.農業發展地區就是農地總量嗎? 

答：否，根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第二部分規劃原則及作業程序，

農地總量之推估方法，蓋以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至第三類之非都市農牧用地、

養殖用地以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計算為主，倘有不足，再評估納入國土保

育地區之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養殖用地。 

問題 5.劃成農業發展地區後，後續皆不得變更功能分區分類嗎? 

答：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敘明未來 20

年需發展之未來發展地區，並於通盤檢討階段變更功能分區分類；另農業發

展地區亦得於依據容許使用項目於未來申請使用許可。 

問題 6.為了獲取農產業輔助資源，所以一定要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答：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8年 1月 2日農企國字第 1070013919號函：「農政

資源包含「產業輔導資源」及「農民本身權益」等 2 類，考量資源有限，故

前者將以農業發展地區優先投入，至後者包含農保資格及災損救助等，因涉

及相關法規及是否具有耕作事實等，其與國土功能分類之關聯程度須再研議

規範。」，惟前述內容仍須依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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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如果不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農保資格一定會取消? 

答：否，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8 年 1 月 2 日農企國字第 1070013919 號函：

「農政資源包含「產業輔導資源」及「農民本身權益」等 2 類，考量資源有

限，故前者將以農業發展地區優先投入，至後者包含農保資格及災損救助等，

因涉及相關法規及是否具有耕作事實等，其與國土功能分類之關聯程度須再

研議規範。」，故具有農業耕作事實者，其權益後續應仍受保障，惟後續執行

方式待農委會續研議。 

問題 8.中央對於各直轄市、縣（市）宜維護農地面積有分派量? 

答：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宜維護農地總量，根據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規劃手冊第二部分規劃原則及作業程序，農地總量之推估方法，蓋以農

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至第三類之非都市農牧用地、養殖用地以及農業發展地區

第五類計算為主，倘有不足，再評估納入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非都市農

牧用地、養殖用地，故該總量非由中央進行分派。 

問題 9.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後，以後連道路拓寬、整修都不行? 

答：否，根據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民國 108 年 5 月 8 日），道路與

公路及其設施得於農業發展地區申請使用，故不影響未來道路之拓寬及整修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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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鄉發展地區 

問題 1.既有特定農業區下的甲種建築用地、山坡地保育區下的丙種建築用地，面

積達一定規模以上，可以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嗎? 

答：可以，考量既有合法建地之權益，既有聚集甲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且

面積達一定規模以上之城鄉發展地區劃設方式目前研議中。 

問題 2.既有鄉村區直接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絕對不可以調整邊界，

直接照轉? 

答：否，考量分區劃設完整性，既有鄉村區轉換為功能分區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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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應劃設鄉村區單

元基本圖，將夾雜之零星道路、水路、其他零星土地與鄉村區範圍劃設為一

處鄉村區單元，詳細鄉村區單元劃設方式請詳本手冊參、二、（二）。 

問題 3.都市計畫區（國家公園計畫地區）不用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答：否，根據全國國土計畫第八章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都市計畫地區應轉換

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及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國家

公園範圍則轉換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問題 4.未來 25年需要發展的範圍都可以劃設成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嗎? 

答：否，根據全國國土計畫第五章國土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策略：「…，在 5 年

內有具體發展計畫或需求，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者，始得

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故僅劃設 5 年內有具體發展計畫或需求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問題 5.既有未登記工廠範圍，不論零星或群聚範圍都可以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答：否，考量未來申請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既有未登記工廠範圍群聚達 5公頃，

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敘明未登記工廠清理計畫，得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三。 

問題 6.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一定要有詳細計畫內容嗎? 

答：否，根據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經核定重大建設

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且有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

者。」，故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可敘明該處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

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 

問題 7.所有開發許可案件全部都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答：否，根據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設條件：「核發開發許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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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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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故非所有開發許可案件都劃設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問題 8.新增產業用地面積一定要全部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否則以後

沒有機會了? 

答：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將新增產業用

地敘明於未來 25年需發展之未來發展地區，並於通盤檢討階段變更功能分區

分類。 

問題 9.有些鹽田、魚塭或甘蔗田現況為特定專用區，未來是否可以劃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一？ 

答：依全國國土計畫之城鄉發展地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規定，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特定專用區達一定規模以上，且具城鄉發展性質者，得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一，其原則排除屬開發許可申請同意案、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屬養殖漁業生產區、屬水資源設施及屬國土保育、生態保護性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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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疊分區處理原則 

問題 1.鄉村區如果同時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可

以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決定劃設為其中一種國土功能分區嗎? 

答：是，根據全國國土計畫第八章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依次以國土保育地區

及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為原則，惟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考量後續各鄉村區之農業資源挹注情形，以及其是否具城鄉發展性質，

判定其適當功能分區分類。 

問題 2.原住民族聚落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都要經

過部落會議同意? 

答：否，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屬陀土主管機關之權責，故原住民族聚落劃設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三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得與地方原民主管機關或部落會議

確認。 

問題 3.一筆土地可以同時劃設為 2種國土功能分區嗎? 

答：可以，考量部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原意為依據明顯地形地貌劃設，如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等，故單

宗土地未來可能會被劃設為部分國土保育地區、部分其他功能分區分類之情

形。 

（六）空白地處理原則 

問題 1.不知道該怎麼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可以不劃設，直接空白嗎? 

答：否，根據全國國土計畫第八章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方式：「基於保育利用及

管理之需要，根據土地資源特性，劃分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

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另外考量環境資源條件、土地利用現況、地方特

性及發展需求等因素，在符合本法第 20條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下，予

以劃分其他必要分類，以進行適當土地使用管制。」，為於未來進行適當土地

使用管制，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界定各直轄市、縣（市）功能分區劃設

範圍並依據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劃設適當功能分區分類，其餘未符功能分區

分類劃設條件之空白地，詳見本手冊參、五。 

問題 2.未符合任一種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條件之地區，一定要劃設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嗎? 

答：否，未符合任一種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條件之地區應併入鄰近適當分區分

類劃設，請詳本手冊參、五。 

問題 3 金門國家公園與目前公告平均高潮線間尚有部分空白區塊，功能分區如何

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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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平均高潮線以上之陸域地區，非屬海洋資源地區之範疇。有關零星夾雜土地

之劃設方式，業於本手冊中規定，至於國家公園與平均高潮線夾雜的陸域地

區，建議可評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問題 4.興達港特定區計畫西側，與平均高潮線向陸地側者為零星夾雜且無符合功

能分區劃設條件，高雄市政府建議處理方式為：都市計畫與海洋資源地區

交界處之零星非都市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鄰近海洋資源地區。陸域範圍

及海域範圍交界處之未登記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鄰近海洋資源地區。 

答：平均高潮線往陸側應劃設為陸域之國土功能分區。空白地處理原則詳見本手

冊參、五。 

（七）其他 

問題 1.直轄市、縣（市）政府可以自行新增國土功能分區嗎? 

答：否，依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政府考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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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得新增適當且合理分類，但不得新

增分區。 

問題 2.填海造地僅限城鄉發展地區，後續若海洋資源地區有填海造地需求，功能

分區變更流程為何？若為新增案件，原未納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預

留發展空間，如何配合辦理？原有港埠若有增建工程，是否需比照辦理分

區變更等程序？ 

答：查填海造地係指於海域進行築堤、排水、填土、造陸之行為。有關興建堤防及

碼頭，非屬填海造地行為，故原有港埠如僅增建堤防、碼頭等，得逕依原海域

用地區位許可內容使用。 

至若屬新增填海造地案件，除須符合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僅限以「行政院專

案核准之計畫」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之電信、能源等公共

設施公用事業」，應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如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後始得辦理。 

另如填海造地案件後續擬採都市計畫法進行土地使用管制，考量都市計畫法

之現行程序，尚無較完整針對海岸、海域條件之評估，致使是類案件未針對

填海造地行為進行相關審議，爰是類案件，仍應先經使用許可審議後，再循

都市計畫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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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使用地階段 

（一）整體辦理流程 

問題 1.國土功能分區經公告實施後，除非下次通盤檢討，否則不得變更? 

答：否，根據國土計畫法第二十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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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功能分

區圖公告實施後，為加強國土保育者，得配合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隨時

辦理功能分區分類變更。 

問題 2.以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還是會登載於土地登記簿? 

答：否，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不予登載於土地登記簿，民眾得於本署建置之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資訊系統查詢分區分類，並申請分區分類證明。 

問題 3.現在已經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以後還會有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所以土

地使用管制同時要符合區域計畫法和國土計畫法? 

答：否，根據國土計畫法第四十五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

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起，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故功能分區分類圖公告

後，區域計畫法廢止，僅須符合國土計畫法之管制。 

問題 4.國土功能分區圖辦理過程，應該要辦理民眾參與（例如：拒辦公聽會）? 

答：是，根據內政部營建署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17日營署綜字第 1061130875號

函文，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應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座談會

或工作坊等適當民眾參與方式，詳見本手冊貳。 

問題 5.國土功能分區圖只要送給內政部審查通過就可以，直轄市、縣（市）政府

不用審查? 

答：否，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編定應先經由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審議會審議通過，再提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詳見本手冊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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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分區分類邊界調整修正 

問題 1.在國土計畫核定後，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期間（即第 3階段）由行政院或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可否劃入？如

果可劃入，是否需於第 3條一併納入可調整的情形？ 

答：依據全國國土計畫第八章第二節「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順序」，已明定海

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屬第一類之一及第一類之二以外之地區，於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核定前』，經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

關機關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其使用需設置人為設施且具排他性者」，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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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關高雄市政府建

議將「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期間（即第 3 階段）由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1節，不符上開全國國土計畫之規

定。 

另為利於後續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順遂，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務必

於縣市國土計畫核定前，將已屬於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

機關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內容，納入縣市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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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地編定 

問題 1.都市計畫區及國家公園計畫地區不用編定使用地嗎? 

答：是，依國土計畫法第 23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類別編定、

變更、規模、可建築用地及其強度、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免

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

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屬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

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考量都市計畫及國家公

園計畫皆屬專法管制範圍，無須編定使用地。 

問題 2.澎湖縣政府因島嶼眾多及海岸線長且曲折之特性，將產生於海洋資源地區

中存在有海域用地以外之其他使用地，建請納入考量。 

答：未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方式，將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進行管

制，而非透過「使用地」進行管制。 

另為利後續制度轉換與銜接，並符合土地使用現況及管制，本部於 108 年 2

月 11日修正發布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7

點第 1 款第 10 目「海域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增訂「(3)位於平均高潮

線向海側，已登記地籍者。」故倘於國土計畫全面實施前，貴府有位於海域

之已登記地籍土地，建議應儘速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有關其他使用地劃入海洋資源地區之銜接機制，營建署將另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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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製作土地清冊 

問題 1.查未來海洋資源地區劃設原則為以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到領海外界線間辦理

劃設，而未來海洋資源地區相關分類位置係以坐標點來做界定辨別。因依

區域計畫法劃設的海域區與未來依國土計畫法劃設的海洋資源地區的劃

設原則不同，屆時，有可能造成原已登錄有地籍的非海域區土地，變成位

於海洋資源地區。這些位於海洋資源地區有地號之土地，於分區圖說跟編

定清冊是否應做特殊表現或處置嗎？另有需辦理地號註銷作業嗎？ 

答：為利區域計畫法之海域區與未來依國土計畫法之海洋資源地區得以順利銜接，

本部業於 107 年 11 月 13 日公告修正全國區域計畫「海域區劃定或檢討變更

原則」，位於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已登記地籍者，亦得劃設為海域區。故二者

之劃設原則已趨於一致。各單位若依上開政策方向辦理，應不致產生疑慮之

情形。至於未來是否於分區圖說跟編定清冊註記，係屬地政單位權責，營建

署無相關規定。 

土地權屬並非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之考量因素，故營建署未來亦不會要求註銷

位於海洋資源地區有地號的地籍資料。另土地所有權人如何得知其土地座落

於何種國土功能分區，可透過地理資訊系統查詢，或申請分區使用證明之方

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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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後續相關配套機制 

問題 1.未來如於海洋資源地區有重大建設計畫，能否依第 25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

第 2款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調整？ 

答：按全國國土計畫第八章第二節「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順序」，已明定海洋

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屬第一類之一及第一類之二以外之地區，於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核定前』，經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

關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其使用需設置人為設施且具排他性者。」 

依上開劃設條件，已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者，按全國國土計畫第

九章第二節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規定，重大建設計畫

依本法第 24條完成使用許可程序後，於下次通盤檢討時調整為適當之分類。

但分類尚未配合調整前，依使用許可計畫管制。 

至未能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核定前納入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之

重大建設計畫，則應按本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辦理計畫檢討變更後，依本法

第 22條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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