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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6日
發文字號：營授城區字第110081980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備註一

開會事由：召開「原鄉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先
期評估研商會議

開會時間：110年1月19日(星期二)下午2時整

開會地點：本署城鄉發展分署2樓會議室（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
段342號）

主持人：陳分署長興隆

聯絡人及電話：陳仲篪 　　　聯絡電話：02-27721350分機502
　　　　　　 電子信箱：chihsjob@tcd.gov.tw

出席者：國家發展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桃園市
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本署綜合計畫組

列席者：

副本：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北區規劃隊、區域發展課)(均含附件)

備註：

一、檢附議程資料1份，請攜帶與會。

二、請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署，另本署車位有限，請儘量搭

乘大眾運具。

三、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如有發燒或咳嗽等情形者，請勿

參加會議，若有意見表達可提書面意見，並洽請業務單位

代為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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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先期評估研商會議 

壹、緣由 

一、為解決原住民族土地之空間規劃問題，在國土計畫法

架構下，除得擬定特定區域計畫外，於全國國土計畫

業針對鄉村地區提出整體規劃相關策略，指導未來直

轄市、縣（市）政府可就原住民族之鄉村地區研提空

間發展配置策略與執行機制，整合政府資源投入改善

環境，並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達成因應

原住民族土地特殊使用需求之目的。故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於本次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已指

認優先辦理整體規劃之鄉村地區（詳表 1），後續將針

對該地區進行規劃作業，並按其結果依國土計畫法第

15條第3項第5款之規定，適時檢討變更各該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 

表 1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優先規劃地區彙整表 

 

 

 

 

 

 

 

 
註： 
1.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優先地區屬原鄉地區之鄉(鎮、市、區)合計 28處(以紅字

標示) 。 
2. 標示*為區內有重要濕地。 
3. 標示_為有向本署申請規劃補助(申請案總計 23案，惟部分非屬優先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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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相關作業，本署已成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專區」

網頁，提供背景說明、規劃案例資訊，並邀請專家學

者及有關單位成立專案推動小組，以強化議題討論及

確立政策方向，逐步引導建立鄉村地區規劃所需之規

劃作業程序，規劃工具與方法，以提供直轄市、縣(市)

政府作為辦理依循。另 109 年 9月 11 日本部函頒「內

政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作業須知」，每案 300萬元為原則，採競爭型方式辦

理補助，以直轄市、縣（市）政府為申請補助單位。

同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手冊」訂於 110 年出版，提

供完整的規劃作業說明及法定書圖格式等資訊。 

三、另為持續協助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本署城鄉發展

分署前已研擬「106 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國

土功能分區指導原則」，獲致初步實務操作經驗；目前

亦正辦理「108 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規劃作業，以供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後續規劃之參考。考量原住民族鄉

村地區之特殊需求，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即將啟動「原

鄉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計畫」，前業以 109 年

11 月 2 日城區字第 1099017254 號函請桃園市、新竹

縣及苗栗縣政府提供本案建議範圍及相關資料並獲函

復，後續將納入示範計畫範圍評估參考，而於先期評

估作業階段，為了解評估範圍內各部會已投入或欲投

入之資源，爰召開本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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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議題：北部區域原鄉地區之部會資源投入情形 

說明： 

一、 為進行本案先期評估作業，就計畫評估範圍內原住民

族土地所遭遇之相關問題進行盤點，包含部門資源整

合、建地、殯葬用地不足以及傳統慣俗使用受限於土

地使用管制等問題，後續可能涉及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指導、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因地制宜之土

地使用管制，而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時，將會以空間

計畫指導各部門資源投入，用以解決各種問題為主軸。

因此，針對目前桃園市、新竹縣與苗栗縣國土計畫（草

案）針對原住民土地之相關規劃情形與土地使用管制

指導，彙整有關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劃設方式、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及農業發展

地區第 4 類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內容如表 2、表 3、

圖 1 所示： 

表 2  桃園市、新竹縣與苗栗縣國土計畫(草案)原民部落相關內容彙整表 

縣市 農 4 

(原民聚落劃設方式) 

現況部落範圍之

國土功能分區 

土地使用管制 

桃園市 暫未劃設，將配合原住民
族部落慣習土地使用調
查及聚落範圍界定相關
作業，辦理部落土地使用
慣習、現況調查並徵詢部
落意願，以部落內「建築
用地或建物集中範圍」劃
設原住民族聚落。 

城 1、城 2-2、國 1、
國 2、國 4、農 3、
農 4。 

未另訂土地使用
管制。 

新竹縣 暫以核定部落範圍劃設。 農 4。 未另訂土地使用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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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核定部落範圍內「建築用
地或建物集中分布範圍」
進行劃設。 

城 2-2、城 2-3、國
1、國 2、國 3、農
3、農 4。 

農 4：畜牧設施、
休閒農業設施、
無公害性小型工
業設施、廢棄物
清理設施項目，
應經國土計畫主
管機關同意下使
用。免經申請同
意使用項目除上
述使用項目外，
依循「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農 4之規定辦
理。 

註： 
1.因目前尚有桃園市未於該市國土計畫劃設農 4原民聚落，為利分析一致性，採

部落範圍進行套疊，後續將會以農 4為主要範疇。 
2.依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有關國 3、國 4、城 1、城 2-2、城 2-3、農 4(鄉村區)

將優先劃設(專法管制與既有權益保障)，餘依劃設順序劃為適當之國土功能
分區。 

 

 

 

 

 

 

 

 

 

 

圖 1 桃園市、新竹縣與苗栗縣國土計畫(草案)原民部落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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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農 4(原民土地)內容彙整表 

既有權利保障 
6礦業使用及其設施 探採礦（不含石油、天然氣礦）、石油、天

然氣探採礦、貯礦場及廢土堆積場、火藥庫
相關設施、礦業廠庫或其所需房屋、其他在
礦業上必要之工程設施及其附屬設施 

14農舍 農舍及農舍附屬設施、農產品之零售、農作
物生產資材及日用品零售、民宿 

19住宅 住宅、民宿 
20零售設施 綜合商品零售設施、一般零售設施 
23辦公處所 事務所、農(漁)團體辦公廳舍及相關設施 
24營業處所 一般服務設施、金融保險設施、健身服務設

施、娛樂服務設施 
25餐飲設施 餐飲設施 
26旅館 國際觀光旅館、一般觀光旅館、一般旅館 
71特定工業設施 特定工業設施 

新設者 

1自然生態保育設施 自然保育設施、生態體系保護設施 
2水源保護設施 保護水源之職工辦公室及宿舍、水庫及與水

庫有關的構造物及設施、水文觀測設施、其
他水源保護設施 

3林業使用 造林、苗圃、林下經濟經營使用 
4林業設施 林業經營設施、其他林業設施 
6礦業使用及其設施 運輸設施（含道路、載運礦石之索道相關設

施等） 
7土石採取及其設施 運輸設施 
8農作使用（包括牧草） 農作使用 
9農田水利設施 農田水利設施 
10農作產銷設施 農作生產設施、農作管理設施、農作加工設

施、農作集運設施、農產品批發市場、農產
品製儲銷設施 

11水產設施 室外水產養殖生產設施、室內水產養殖生產
設施、水產養殖管理設施、漁產品加工設施、
漁產品集運設施、其他水產養殖設施 

12畜牧設施 畜設施、養禽設施、孵化場(室)設施、青貯
設施、禽畜糞尿資源化設施、畜牧事業設施 

13農業科技設施 農業科技設施 
15私設通路 私設通路 
16休閒農業設施 休閒農業遊憩設施、休閒農業體驗設施、休

閒農業安全及管理設施、其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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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動物保護相關設施 動物保護、收容、照護相關設施、寵物繁殖
（買賣）、寄養、訓練設施、其他動物保護
設施 

18寵物生命紀念設施 寵物骨灰灑葬區、寵物生命紀念設施 
19住宅 住宅、民宿 
20零售設施 綜合商品零售設施、一般零售設施、特種零

售設施 
21批發設施 批發設施 
22倉儲設施 倉儲設施 
23辦公處所 事務所、農(漁)團體辦公廳舍及相關設施 
24營業處所 一般服務設施、金融保險設施、健身服務設

施、娛樂服務設施、特種服務設施 
25餐飲設施 餐飲設施 
26旅館 國際觀光旅館、一般觀光旅館、一般旅館 
27觀光遊憩管理服務
設施 

風景區管理服務設施（管理處所、遊 客中
心、展示陳列設施、門票、收費 站、停車場、
眺望臺、公廁）、文物展示中心、汽車客運
業設施、觀光零售服務站、藝品特產店、游
泳池、其他觀光遊憩服務及管理設施 

28遊憩設施 兒童遊憩場、青少年遊憩場、小型公園或里
鄰公園、室內桌球館或撞球場、球場、溜冰
場或游泳池、其他室內及小型遊憩設施、其
他室內及小型運動設施 

29戶外遊憩設施 公園、綜合運動場、運動場館及其附屬設施、
賽車場、遊樂園及主題樂園、露營野餐設施、
動物園、滑雪設施、登山設施、高爾夫球場
與其附屬建築物及設施、馬場、滑翔設施、
野外健身訓練設施、海水浴場、園藝設施、
垂釣設施、小型遊憩船艇停泊設施、超輕型
載具起降場、其他戶外遊憩設施、其他戶外
運動設施 

30戶外公共遊憩設施 人行步道、涼亭、公廁設施、遊客服務設施、
山屋 

31水岸遊憩設施 水岸遊憩建築及構造物、水上遊憩器材租售
店、船泊加油設施、遊憩停泊碼頭及修護設
施、遊艇出租、警衛或消防救生設備及建築、
其他水岸遊憩設施 

32宗教建築 寺廟、教會（堂）、其他宗教建築物 
34鹽業設施 鹽田及鹽堆積場、倉儲設施、鹽廠及食鹽加

工廠及辦公廳員工宿舍、轉運設施、其他必
要之鹽業設施 

40無公害性小型工業
設施 

無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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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綠地 綠地 
45隔離綠帶 隔離綠帶、隔離設施 
46溫泉井及溫泉儲槽 溫泉井及溫泉儲槽 
47文化資產保存設施 文化資產相關保存設施 
48運輸設施 道路與公路及其設施、鐵路及其設施、港灣

及其設施、大眾捷運系統及其設施、道路收
費站、道路服務及管理設施、道路之養護、
監理安全等設施、纜車系統、飛行場、助航
設施（含航路相關標識）、隔離設施、其他
運輸設施 

49氣象設施 氣象觀測站、地震觀測站、海象觀測站、雨
量觀測站、雷達站、天文臺、其他氣象設施 

50通訊設施 地平發射站、電信公司營運處（所）、電信
線路中心及機房設施電信、微波收發站（含
基地臺）、電信監測站、衛星地面站、電視、
廣播訊號收發站、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無線
及有線電視、廣播電臺及其相關設施、有線
電視管線設施、輸送電信設施、其他通訊設
施 

51油（氣）設施 加油站、加氣站、漁船加油站、整壓站、輸
油(氣)管線及相關設施 

52電力設施 發電設施、輸電、配電設施、變電、售電設
施、充電站、其他電力設施 

53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不含沼氣發電）、沼氣
發電設施、再生能源輸送管線設施  

54自來水設施 取水貯水設施、 導水及送水設施、淨水設
施、配水設施、簡易自來水設施、其他自來
水設施 

55水利設施 蓄水、供水、抽水、引水等設施、防洪排水
設施、海堤設施、其他水利相關設施 

56其他經河川、排水或
海堤區域管理機關核
准者 

其他經河川、排水或海堤區域管理機 關核准
者 

57廢棄物清除處理設
施 

一般廢棄物回收貯存設施、一般廢棄物清除
處理設施 

58廢（污）水處理設施 廢（污）水處理設施、再生水處理設施 
59郵政設施 郵政局所、郵件處理場所及郵政相關 設施 
60運輸服務設施 汽車修理業、汽車運輸業場站、設施、公路

汽車客運業、市區汽車客運業（場站）設施、
汽車貨運業、汽車路線貨運業暨汽車貨櫃貨
運業之停車場、駕駛訓練班、其他運輸服務
設施 

61停車場 停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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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行政設施 政府機關、鄉（鎮、市）民代表會及鄉（鎮、 
市）公所、村里辦公處及集會所、各種農業
改良物及試驗場地及設施、其他行政設施 

63文化設施 博物館、藝文展演場所、電影放映場所、其
他文化設施 

64教育設施 圖書館、學校、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幼
兒園、其他教育設施 

65衛生設施 醫事（療）機構、衛生所（室）、護理機構
及精神復健機構、其他衛生設施 

66社會福利設施 老人福利機構、兒童少年婦女身心障礙福利
機構、托嬰中心、社區活動中心、社會救助
機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其他社會福利設
施 

67國防設施 國防設施 
68安全設施  警政設施、消防設施、海防設施用地及其安

全設施、其他安全設施 
69殯葬設施 公墓、殯儀館、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

施、禮廳及靈堂 
71特定工業設施 特定工業設施 
73農村再生設施 基礎設施、休憩設施、保育設施、安全設施、

其他設施 
註：彙整自「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使用情形表(109 年 2月版)」，

農 4項下免經同意與應經同意之使用項目及細目。 

二、 而依全國國土計畫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及

配合事項，在不影響國土保安原則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評估原住民族部落之居住、經濟生產及公

共設施所需空間，於聚落周邊整體規劃未來生活、生

產活動空間，並劃設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於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就原住民族聚落未來發展需求

提出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內容及研擬適當的土地使用管

制原則，以指導原住民族聚落及周邊地區之空間發展

與土地使用。 

三、 爰此，本案將配合各部會（或地方政府）之需求，針

對為落實相關政策針對原住民族土地範圍進行合理的

空間規劃，惟需酌予調整國土功能分區或土地使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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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內容之部分，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強化機關間之

橫向連結，整合協調達到落實部門計畫之政策目標，

而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下，國土計畫法提供之法定工

具主要包括擬訂計畫、調整功能分區分類、另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等：                                     

(一) 擬訂計畫：依國土計畫法第 15條第 3 項第 5款規

定擬訂，以宣示計畫範圍之政策方向及規劃重點，

引導未來發展方式。 

(二) 調整功能分區分類：依國土計畫法第 22條第 1項

及計畫內容規定，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調整

作業。 

(三) 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依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4 項及計畫內容規定，因地制宜另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 

四、 另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興辦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時，

除應遵循國土計畫之指導外，並應於先期規劃階段，

徵詢同級主管機關之意見。」，爰此，本署 108年 12

月研擬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及後續執行方式」，

於「十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執行方式」中，已敘

明未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配合地方創生、結合農村

再生及整合部會資源方式進行，其中如符合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之土地利用綱要計畫中各部門建設指導內容，

透過該計畫盤點各部會計畫之政策資源，於申請各部

會計畫補助時，能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相互配合者，

應適度給予優先或簡化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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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綜上，本案初步規劃範圍將以原住民族委員會發行部

落事典之部落範圍為主（以部落範圍為分析規劃主體，

不限單一部落），而為利後續規劃作業推動，預先評

估原鄉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適宜範圍，請全國

國土計畫建議之地方創生、農村再生計畫及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本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就桃園市、新竹縣與苗栗縣屬原鄉之優先規劃地區（復

興區、五峰鄉、尖石鄉、泰安鄉、南庄鄉）協助說明

下列事項： 

(一) 過去已核定以及目前已定案之計畫或方案，及研

擬中較具共識或成熟度較高之計畫或方案，其計

畫名稱、區位與年期。 

(二) 目前於評估中之計畫或方案，是否有因涉及相關

法令須酌予調整之情形。 

六、 另配合原民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有實際需求部分，亦

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桃園市政府、新竹縣政府及苗栗

縣政府依說明五協助說明其他部門計畫資源投入情形

等相關事項。 

 

擬辦：敬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依附件表格於會

後 10 日提供相關資料，並請業務單位將各單位提供

之資料納入作為本案範圍評估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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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鄉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部門資源投入 

調查表 

計畫

項目 

區位(鄉、鎮、

市、區) 
計畫名稱 計畫年期 備註 

地方

創生 

    

    

    

    

農村

再生

計畫 

    

    

    

農村

社區

土地

重劃 

    

    

其他     

註: 

1.備註部分可說明是否有因涉及相關法令須酌予調整之情形。 

2.如有實體圖資（如 SHP檔案，如屬點狀區位則以地址或坐標為佳）亦敬請協助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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