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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雲林縣古坑鄉第二期示範規劃案」 

第 1 次工作坊(有機農業促進區設置規劃) 
 

壹、前言 

過去都市計畫地區以外之鄉村地區，受限於非都市土地多採現況編

定，並未進行較整體的土地使用規劃，導致鄉村地區常有公共設施不足、

環境窳陋、居住生活品質不佳等課題。為改善鄉村地區公共設施、居住、

產業等發展問題，內政部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

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為國土空間發展之重要策略，期望透過鄉村地

區課題盤點，研擬空間發展策略及土地利用配置構想，同時整合各部會現

有政策資源投入公共建設，從生態、生產、生活等面向，協助環境改善、

協調產業需求並維護生態景觀，以建立鄉村地區永續發展的制度系統。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一部分。依內政部營

建署(簡稱：本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111 年 1 月版，參考本署網頁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專區)所示，為達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目標，可運用的政

策工具包括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另訂土地使用管制原則或使用許可指

導原則，及協調部門計畫等。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簡稱：本分署)前辦理之「108 年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簡稱：108 年古坑鄉規劃

案)，係以雲林縣古坑鄉為示範地區，其研究成果包括總結報告書及以古坑

鄉麻園村之有機農業為主之「變更雲林縣國土計畫-古坑鄉整體規劃(草

案)」，並已提供雲林縣政府據以辦理後續審議程序。 

「111 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雲林縣

古坑鄉第二期示範規劃案』委託專業服務案」(簡稱：本案)工作重點有二：

(一)延續 108 年古坑鄉規劃案之規劃主軸「因應有機農業促進及其衍伸發展

需求」，配合「古坑麻園有機農業園區評估暨整體規劃委託案」最新進度、

階段性研究成果及後續辦理時程規劃，以及實際發展情形(如：相關計畫及

政策)，更新或修正法定計畫草案之內容。(二)以 108 年古坑鄉規劃案盤點

之其他議題(「友善生態場域願景規劃」、「山林休閒觀光節點營造選定景觀

平台設置場址」)為基礎，配合地方創生、水環境改善、國土綠網計畫、整

體觀光規劃等相關計畫之辦理進度，因應有關機關之意向及需求，與之共

同深化議題探討內容、共議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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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先期確立本案執行方向，爰召開本次工作坊，就「配合『古坑麻園

有機農業園區評估暨整體規劃委託案』更新或修正本案內容之策略」、「有

機農業促進之其他延伸議題探討」進行討論。 

 

貳、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一：配合「古坑麻園有機農業園區評估暨整體規劃委託案」更新

或修正本案內容之策略。(附件 1) 

說明： 

一、雲林縣政府農業處委辦之「古坑麻園有機農業園區評估暨整體規劃委

託案」已完成結案驗收，並提出有機農業促進區設置之規劃構想。 

二、請規劃團隊簡報說明 108 年古坑鄉規劃案針對因應有機農業促進提出

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以及使用許可指導原則，以及古坑麻園有機農業

促進區設置辦理進度之掌握情形。 

三、請雲林縣政府農業處、「古坑麻園有機農業園區評估暨整體規劃委託

案」規劃團隊、保證責任雲林縣麻園有機農業生產合作社、慈心有機

驗證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針對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以及使用許可指導原則提出建議。 

擬辦：請規劃團隊將本次工作坊意見整理納入期初報告書。 

 

討論事項二：有機農業促進之其他延伸議題探討。 

說明： 

一、規劃團隊前於 111 年 5 月 2 日訪談「古坑麻園有機農業園區評估暨整

體規劃委託案」規劃團隊、地方有機農業業者，受訪者提出有機農業

促進法相關子法、配套措施等面向之其他延伸議題。訪談摘要如附件

2。 

二、請規劃團隊簡報說明延續上述訪談結果之其他延伸議題內容。 

三、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充說明有機農業促進之政策推行方向。 

四、請雲林縣政府農業處補充說明有機農業促進區設置之業務辦理情形及

相關需求。 

擬辦：請規劃團隊將本次工作坊意見整理納入期初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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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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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壹、108 年古坑鄉規劃案提出之因應有機農業促進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使用

許可指導原則 

108 年古坑鄉規劃案因應有機農業生產、六級化，針對使用項目「10.

農作產銷設施」、「52.再生能源相關設施」、「56.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63.

教育設施」另訂適度限縮或彈性放寬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並因應有機農

業促進區設置後可能衍生之居住需求，針對使用項目「19.住宅」另訂彈性

放寬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並擬定「改善既有聚落環境暨擴大居住生活區

使用許可指導原則」。前述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如表 1。 

本案擬依「古坑麻園有機農業園區評估暨整體規劃委託案」規劃內容、

相關政策，檢視前述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如：適用區位、附帶條件、辦理程

序)是否需變更。 

表 1 108 年古坑鄉規劃案因應有機農業促進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構想一覽表 

使用 

項目 
細目 

使用情形表(110 年 2 月版) 變更建議 

農 1 農 2 備註 農 1 農 2 備註 

10.農作
產銷設施 

農作加工
設施 

● ●  ○* ● 

1. 適用古坑鄉有機農業促進
區內之農 1。 

2. 限於依農產品初級加工場
管理辦法申請之農產品加工設
施。 

農產品製
儲銷設施 

○* ○ 

限於原依該農產品製儲
銷設施興辦事業計畫變
更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 

○* ○ 

1. 適用古坑鄉有機農業促進
區內之農 1。 

2. 限於原依該農產品製儲銷
設施興辦事業計畫變更編定之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3. 前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外
之土地，限於依農產品初級加
工場管理辦法申請之農產品加
工設施。 

52.再生
能源相關
設施 

再生能源
發電設施
(不含沼
氣發電) 

●*/

○* 

●*/

○* 

1. 限於再生能源發展條
例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所定太陽能、地熱能、風
力及非抽蓄式水力設施。 

2. 一定使用面積以下者
得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
關同意使用。 

○* ○* 

1. 適用古坑鄉有機農業促進
區內之農 1、農 2。 

2. 限於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第
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太陽
能、地熱能、風力及非抽蓄式
水力設施。 

3. 申請設置地面型太陽光
電，限於有機農業主管機關認
定為不影響有機農業促進者。 

4. 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或設
立風機需經本縣國土審議委員
會同意，始得申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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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項目 
細目 

使用情形表(110 年 2 月版) 變更建議 

農 1 農 2 備註 農 1 農 2 備註 

56.廢棄
物清除處
理設施 

事業廢棄
物處理設
施 

× ×  ○* ○* 

1. 適用古坑鄉有機農業促進
區內之農 1、農 2。 

2. 限於依農業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管理辦法認定之農業事業
廢棄物再利用。 

3. 其事業廢棄物來源限於有
機農業促進區範圍內。 

63.教育
設施 

其他教育
設施 

× ×  ○* ○* 

1. 適用古坑鄉有機農業促進
區內之農 1、農 2。 

2. 限於農業主管機關認定為
有助於有機農業之教育觀光推
廣者。 

19.住宅 住宅 ●* ●* 

僅得於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之鄉村區，或依該法
編定之甲種、乙種、丙
種、丁種建築用地等範圍
使用。 

○* ○* 

1. 適用古坑鄉擴大居住生活
區內之農 1、農 2。 

2. 限於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條例、本計畫擬定之「改善既
有聚落環境暨擴大居住生活區
使用許可指導原則」辦理者。 

3.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甲
種建築用地，得免經申請同意
使用，不受第 2 點限制。 

「●」代表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代表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如達一定規模以上，
則須使用申請許可；「╳」代表不允許使用。註：淺灰底為本案建議修改處。 

資料來源：參照「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陸域部分)容許使用情形表(OX 表形式)(110 年 2 月版)」。108 年度

古坑鄉規劃案。 

貳、「古坑麻園有機農業園區評估暨整體規劃委託案」之執行情形 

該案已辦理完成。研究成果預計以既有有機田(約 97 公頃)為核心，設

置約 445.8 公頃之有機農業促進區，並分為三階段實施(如圖 1)。除前述生

產面向之規劃及經營策略外，亦給予生態、生活等方面之建議，包含(1)湧

泉帶周邊設置蓄水農塘；(2)於鄉道雲 194、雲 188、雲 204、雲 206 周邊設

置緩衝綠帶；(3)針對中洲、麻園、後湖仔等聚落評估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及規劃集村農舍之可行性。 

本案擬持續掌握該案最新進度、階段性研究成果，並向雲林縣政府瞭

解後續辦理時程規劃，以評估是否須修正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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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機農業促進區設置範圍 

 
(b) 分階段實施規劃示意 

圖 2-5 古坑鄉有機農業促進區設置範圍及分階段實施規劃示意圖 

資料來源：取自《古坑麻園有機農業園區評估暨整體規劃委託案》期末報告書(修正版)，圖 31，p.81，

圖 50，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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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111 年 5 月 2 日訪談摘要(有機農業促進區設置規劃) 

一、參與人員：本案計畫主持人(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陳志宏副教

授)、本案專業顧問(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蔡

福昌執行長)、「古坑麻園有機農業園區評估暨整體規劃委託案」規劃

團隊(福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地方有機農業業者(保證責任雲林縣麻

園有機農業生產合作社) 

二、摘要紀錄 

(一) 有機農業促進法相關子法草案(如：施行細則、輔導要點)尚在提

案審議中。由中興大學黃炳文教授協助。審議進度待查。 

(二) 雲林古坑麻園有機農業促進區南擴至省道台 3 線、鄉道雲 206 線、

崁腳村興昌國小附近，面積超過 400 公頃。目前該地區耕作方式

為一年種薑，4-5 年休耕期間輪種甘蔗。 

(三) 已驗證之有機田區(如：合作社、大自然莊園、自耕農等)已超過

100 公頃。 

(四) 驗證重點：土壤、水的重金屬汙染。 

1. 海口：水常超標。 

2. 麻園：水質穩定，但常因肥料來源而汙染。如：雞糞(鋅)、豬糞

(銅)牛糞(無)。未來可能與台糖(飼料較無重金屬)崁腳養豬場合

作。 

(五) 設施：集貨、加工、堆肥、教育、物流、倉儲、農機具存放。 

(六) 未來促進區範圍內可能有未驗證之土地在其中。若範圍內一律適

用特殊土管(古坑示範案一期做法：結合目的事業法(惟相關法規

尚在審議中)另訂彈性放寬的特殊土管)，可能會吸引非有機農之

業者至該範圍經營與有機農業促進無關之物流、加工、倉儲等事

業，反而有礙有機農業發展。 

(七) 建議機制：將未來促進區範圍內之台糖土地變更為農 1；增加適

用特殊土管之要件(需有助於有機農業促進)。 

(八) 可延伸探討之議題： 

1. 有機農業促進法相關子法與本法(國土計畫法)、本計畫(國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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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關聯與配套措施。 

2. 是否需變更分區? 亦或設計變更分區與有機農業促進區設置聯

動之機制(如：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條件)。 

3. 有機農業促進區之基礎設施與有機農業之願景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