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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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案案號：UR-11107)     

期初報告書審查會議議程 

 

壹、前言 

為協助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本分署前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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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簡稱：108 年規劃案)，係以雲林縣古坑鄉為例進行課題盤點

及擇定重點規劃地區，及主要以麻園村設置「有機農業促進區」

之配套需求為主要方向規劃，相關成果已提供雲林縣政府參考 

查 108 年規劃案辦理當時，作為其政策指導之雲林縣國土

計畫仍在審議中，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
2
 (簡稱：鄉村規

劃手冊)當時亦同步滾動檢討中；至今則均已陸續定案。爰本案

延續 108 年規劃案成果，依雲林縣國土計畫之指導，並參酌該

鄉村規劃手冊內容，續於古坑鄉內擇定進行案例實作之範圍。

辦理內容包括 108 年古坑鄉規劃案內容更新與執行情形檢視，

以及第二期古坑鄉規劃案重點議題及規劃地區選定。 

考量時空環境變遷對規劃議題或規劃地區指認之影響，本

案業經本分署召開 2 場次工作坊，邀集相關單位共同討論，以

瞭解相關部門政策、地方實際狀況與當前意見等，且規劃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也已進行數次相關團體訪談，及更新基本調查

與分析等規劃報告內容。 

本案規劃單位依契約規定提送期初報告，經本分署初步查

核(邀標書相關內容、業務單位查核意見，詳附錄)，為審查期

初報告內容，爰召開本次審查會議，俾規劃作業之進行。 

 

  

                                                      
1
請於本分署網頁下載(訊息公告>業務辦理情形>區域發展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輔導服務專區>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計畫>歷年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計畫) 
2
請於內政部營建署網頁下載(最新消息>業務新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專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

冊(111年 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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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簡報  

請國立成功大學就本案期初報告書內容簡報說明(時間 20

分鐘) 

 

參、綜合討論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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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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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空間發展及成

長管理計畫，同時整合各部會現有政策資源投入公共建

設，從生活、生產、生態等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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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載明事項之一，

惟考量直轄市、縣(市)政府作業能量，並經內政部國土

計畫審議會討論，第 1 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係先

行指認優先規劃地區，俟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

告實施後，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實質規劃作業，再依

國土計畫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啟動各該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適時檢討變更，以作為後續土地使用或空間發

展指導原則。 

為協助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查本分署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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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查該規劃案辦理當時，作為其政

策指導之雲林縣國土計畫仍在審議中，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作業手冊(簡稱：鄉村規劃手冊)當時亦同步滾動檢討

中；至今則均已陸續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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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本案延續 108 年古坑鄉規劃案成果(詳參本分署

網頁>訊息公告>業務辦理情形>區域發展課: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輔導服務專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計畫>歷年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計畫)，依雲林縣國土計畫之指導，

並參酌該鄉村規劃手冊內容，於古坑鄉內擇定進行案例

實作之範圍，俾逐步充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內容。 

貳、工作項目及內容 

一、108年古坑鄉規劃案(含法定計畫書草案)內容更新與

執行情形檢視 

（一）總結報告書：以 108 年古坑鄉規劃案之研究成

果為基礎，參照雲林縣國土計畫、鄉村規劃手

冊，及近年實際發展情形等，就「基本調查與

分析」、「規劃課題與建議規劃方式」及「推動

策略與機制」等酌為修正。 

（二）法定計畫草案：依據雲林縣政府委託辦理之「古

坑麻園有機農業園區評估暨整體規劃委託案」

之最新進度、階段性研究成果，並訪談雲林縣

政府瞭解其後續辦理時程規劃，以評估是否須

修正相關內容。 

二、第二期古坑鄉規劃案(含法定計畫書草案) 

以 108年古坑鄉規劃案內容為基礎，並以參與式規

劃方式辦理下列事項 

（一）基本調查與分析 

1.上位及相關計畫 

彙整與雲林縣古坑鄉有關之雲林縣國土計畫、

相關部會計畫政策方案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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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查與分析資料 

參照鄉村規劃手冊之建議，蒐集適當尺度基

本資料，及進行基礎分析。 

3.包括工作項目一相關內容，並以參與式規劃方

式瞭解民眾或相關團體等之意見。 

（二）規劃課題與建議規劃方式 

1.108年古坑鄉規劃案重點規劃地區 

該規劃案係以有機農業促進區設置為前提，及

因應可能衍生之使用需求，研訂土地使用管制

原則，及麻園村聚落擴大居住生活區使用許可

指導原則。惟考量時間推移，相關政策可能變

動，故需重新檢視有機農業促進區設置推動情

形，並檢視該規劃案所提規劃課題是否變更。 

2.本第 2期規劃案之重點規劃地區 

延續 108 年古坑鄉規劃案「重點議題及重點規

劃地區」之基礎，於經徵詢雲林縣政府推動意

願及本分署同意後，另行擇定本案進行示範案

例實作之議題範疇與空間範圍。 

3.以參與式規劃方式將上述地區民眾或相關團體

等意見納入考慮，及釐清是否屬空間發展或土

地使用管制範疇者，且確屬地方關切議題。 

（三）推動策略與機制 

針對示範地區(含 108 年古坑鄉規劃案重點規劃

地區)參照國土計畫法相關內容，研提推動策略與

機制(例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調整、土地使用管

制原則、使用許可指導原則及部門計畫協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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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雲林縣政府、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續建

議辦理事項。 

三、參照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手冊，研擬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示範地區之法定計畫書草案。 

四、以本案之操作經驗，研提對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及

相關法令等之建議 

（一）就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之建議事項。 

（二）就國土計畫相關子法等之建議事項。 

（三）就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需求圖資之建議事項。 

五、辦理參與式規劃相關事宜 

（一）廠商須配合本案辦理與在地民眾、地方政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團體、鄉（鎮、市、

區）公所等之意見訪談(並作成紀錄)及聯繫溝

通工作。 

（二）廠商須辦理本案工作坊、座談會 

1.工作坊：廠商至少辦理 6場次；蒐集當地民眾、

意見領袖、地方行政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地方團體及專家學者等對示範地區之意見或願

景，並就規劃草案進行討論、修正，以凝聚共

識。 

2.座談會：廠商辦理 2場次；與各界交流本案「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初步構想及規劃草案內容。

參加對象包括直轄市、縣（市）政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工程顧問公司、相關團體及專家

學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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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開工作坊、座談會須合計達 200 人次參與。

其辦理形式、時間或內容等，得於本案執行過

程中視實際需要，經本分署同意後調整。 

4.上開廠商應辦工作坊或座談會等之場次、人次

等未達上述要求數量時，因非可歸責於廠商，

致無法達成預期場次或人次，或另為追加亦無

預期效用，廠商應於該期履約期限前 15工作天

內檢具相關事證並敘明理由以書面向本分署申

請，經本分署書面同意後，依實際場次、人次，

按標價清單相關項次計價，不計算違約金。 

參、計畫經費及期限 

本案計畫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300 萬元整，本案履約

期限(375 日曆天)應依各階段辦理時程內完成相關工作

（審查期間不計入工期）。 

肆、辦理時程 

一、本案執行設有各階段審查，分別為工作計畫書、期

初、期中、期末及總結成果審查，廠商於各階段審

查會議應配合本分署作業，提送資料並進行報告： 

（一）工作計畫書： 

1.廠商應於決標日次日起 10日曆天內，具函送達

工作計畫書（乙式 10份，併同電子檔案光碟乙

式 3份）至本分署審查，作為計畫執行依據。 

2.工作計畫書內容以各工作內容項目及架構為主，

並應先與本分署共同確認作業方向。 

（二）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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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廠商應自工作計畫書審查通過發文日次日起

60 日曆天內，具函送達期初報告書（乙式 20

份，併同電子檔案光碟乙式 10份）及相關資料

至本分署審查。 

2.期初報告書應至少包含： 

(1)基本調查與分析 

上位及相關計畫。 

調查與分析資料。 

(2)辦理訪談、工作坊(至少 2 場次)等相關成

果。 

(3)彙整工作會議、研商會、行政協商或工作坊

等紀錄及意見回應對照表。 

（三）期中： 

1.廠商應於期初報告書審查通過發文日次日起

120 日曆天內，具函送達期中報告書（乙式 20

份，併同電子檔案光碟乙式 10份）及相關資料

至本分署。 

2.期中報告書應至少包含： 

(1)規劃課題與建議規劃方式 

108年古坑鄉規劃案重點規劃地區 

本第 2期規劃案之重點規劃地區 

(2)辦理訪談、工作坊(累計至少達 6場次)等相

關成果。 

(3)彙整工作會議、研商會、行政協商或工作坊

等紀錄及意見回應對照表。  

（四）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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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廠商應於期中報告書審查通過發文日次日起

130 日曆天內，具函送達期末報告書（乙式 20

份，併同電子檔案光碟乙式 10份）及相關資料

至本分署。 

2.期末報告書應至少包含： 

(1)針對示範地區(含 108 年古坑鄉規劃案重點

規劃地區)研提推動策略與機制。 

(2)參照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研擬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示範地區之法定計畫書草

案。 

(3)以本案之操作經驗，研提對於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及相關法令等之建議。 

(4)辦理訪談、座談會(初步構想 1 場、規劃草

案 1場)等相關成果。 

(5)彙整工作會議、研商會、行政協商、工作坊

或座談會等紀錄及意見回應對照表。 

(6)全案規劃過程重要議題及其處理情形彙

整。 

(7)光碟另附 20~30 分鐘之規劃過程紀錄影片

電子檔(初稿版）。 

（五）總結成果審查：廠商應於期末報告書經本分署

審查通過發文日次日起 45日曆天內，完成本案

各工作項目，並具函送達總結報告書、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法定計畫書草案之初稿版各乙式 10

份(各含電子檔案光碟 3 份)，及規劃紀實之收

錄初稿版光碟 3 份，至本分署辦理審查。經本

分署審查同意發文日次日起 10日曆天內，依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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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所訂數量，續檢送前開書件定稿版至本分署

辦理驗收結案。 

二、本案係以日曆天計算，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

他休息日均予計入。 

伍、預期成果 

工作成果驗收事項包括： 

一、階段成果：期初、期中及期末報告暨電子檔光碟各

10份。 

二、總結成果： 

（一）印製總結報告書(同規劃技術報告) 暨電子檔案

光碟 20份（定稿版），內容包含： 

1.依據期初、期中及期末報告審查結論等完成內

容修正。 

2.中、英文摘要各 1頁。 

3.全案規劃過程重要議題及其處理情形彙整。 

4.本規劃案所提策略或建議事項。 

5.期初、期中、期末審查會議，及工作會議、工

作坊或座談會等紀錄及意見回應表。 

6.其他。 

（二）印製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法定計畫書草案暨電子

檔案光碟 20份（定稿版）。 

（三）編成規劃紀實之收錄光碟 20份（定稿版） 

1.工作計畫書、歷次會議(工作會議、工作坊及座

談會等)議程、簡報、會議紀錄及照片等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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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光碟。 

2.輔以實景、採訪或其他方式，呈現本案自然及

人文環境背景、相關層面課題及因應策略或建

議等，製成 20~30 分鐘之規劃過程紀錄影片光

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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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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報告審查會議 

業務單位查核意見 

一、 本案目前盤點之潛力重點規劃地區(P137，圖 4-3)，經

查似涉及雲林縣國土計畫指定之古坑人工湖、崁腳農場

等中長期未來發展地區(P86，表 3-23。P88，圖 3-11)，

建議可再釐清原國土計畫之中長期發展規劃及部門計

畫(推動有機農業)是否有競合情形。 

二、 本案初步評估第二期潛在議題之重點規劃地區有 3 處

(P132)，其中： 

(一)「推動山林觀光發展平衡其他使用」：報告書中觀光

提及建設合法化(P132)、觀光地區及休閒農業區使用

合法化(P134，表 4-3)等文字，但基本調查與分析並

未有空間合法性分析等內容，建議可參考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作業手冊(簡稱：手冊)有關合法性檢視部分

(手冊 P14)酌予補充。 

(二)「引導社區發展與地方教育結合」：提及延伸探討相

關設施之使用需求及規劃策略(P132)，但並未指明土

地使用項目及型態，建議可再補充調查或訪談，以利

具體檢視其空間使用型態可否由鄉村地區整體劃予

以處理。 

三、 本案似以表 3-1表達「基本調查與分析」內容與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簡稱：手冊)不同之處；惟仍請規

劃單位補充說明未進行氣候變遷及災害風險分析、居住

與環境敏感交叉分析之原因(P43~46)。 

四、 表 3-1中「公共設施供需分析」於本計畫以農再所提公

設需求為對應(P45)，然本案範圍內共 20 個村中僅 14

村有農再計畫，且各農再計畫具年份差異，應評估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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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共設施需求參考之妥適性。另於公共設施章節中僅

說明防災避難設施(P116)，建議可評估其他類型之公設

供需情形是否應一併檢討。 

五、 考古遺址新圖資顯示本鄉考古遺址全數解除(P49)，但

表 3-44 文化資產一覽表仍列有考古遺址(P118)，請規

劃單位再查明釐清。 

六、 查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已更新低度用電住宅比率資

料更新，請規劃單位引用較近期之資料，及說明運用該

資料於住宅供給率分析之分法與限制(P75~77)。 

七、 本案已於 111 年 6 月 10 日辦理 2 場次工作坊，有關工

作坊中與會單位所提相關部門計畫及意見，建議補充納

入分析其與本案規劃之相關性(如與擬發展之議題範疇

與空間範圍，或期中階段工作坊議題之關係等)。 

八、 其他 

(一)表 3-16住宅存量欄為空白，請補充(P77)。 

(二)表 3-41 應接續於表 3-40 (P115)，再行調整排版位

置。 

(三)圖 3-23 分布圖，主要呈現醫療、長照設施及農再所

提公設需求(建議圖例於"缺乏之公設"備註來源為農

再)無其他公共設施分布，與圖名不符(P122)。 

(四)表 3-47 訪談及工作坊概要一覽表，建議註明相關紀

錄頁次(P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