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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110年1月19日召開「原鄉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

範規劃案」先期評估研商會議紀錄1份，請依決議事項辦

理，不另行文，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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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原鄉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先期評估研商會議記錄 

 
壹、 會議時間：110年 1 月 19 日（二）下午 2:00 

貳、 會議地點：本署城鄉發展分署 2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本署城鄉發展分署 廖副分署長文弘 

肆、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陳仲篪 

伍、 決議 

一、 本案以桃竹苗之 5 個原住民族鄉鎮為主要推動對象，後

續將彙整各單位於本次會議及會後提供之資料，循程序

辦理示範計畫範圍選定作業。 

二、 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依附件表格於會議

紀錄文到 10 日內提供相關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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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為利於後續調查分析作業時，深入了解在地之需求與遭

遇之課題，亦請桃園市、新竹縣及苗栗縣政府提供該範

圍內是否有熟稔相關原住民族事務或能進行深入溝通

之機構、團體或個人相關資訊，本項亦將為本案範圍評

估之重要參據。 

四、 本案將以「須與原住民諮商取得共識」為推動原則，惟

計畫範圍內若有非原住民，則以行政部門之意見為主。

至涉及其他部門相關資料及參與方式、部落特色與議題

提出方式及示範計畫所轄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合

作方式等，俟範圍選定後另行召開會議研商討論。 

五、 如後續涉及部落範圍調整相關作業，將循原住民族委員

會訂定之相關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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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發言摘要： 

一、 國家發展委員會(書面意見) 

(一) 本會僅為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之幕僚統籌規劃相關
工作，透過該會報媒合部會資源，爰國發會非屬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先予陳明。 

(二) 針對部會已投入或欲投入之資源部分，歷次「行政
院地方創生會報」媒合之地方創生計畫相關事業計
畫經費資料如附檔，其他地方創生相關資料可至本
會 網 頁 查 詢
（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
=78EEEFC1D5A43877）。 

(三) 本案為原住民鄉鎮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案，建
議後續相關會議邀請原住民行政區較多之花蓮縣政
府、臺東縣政府及屏東縣政府併同與會，以利該等
縣市未來鄉村地區規劃作業之推動。 

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一) 依國土計畫法規定，部分為原住民之鄉村區周邊聚
落，將依照部落事典範圍劃為農 4，針對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之範圍，營建署於 110 年 1 月 7 日召開申請
補助案審查會議共 23 案，該等案件提出範圍是以鄉
鎮為單元，與本案以部落為範圍不相同，故想確認
二者之差異。當時審議 23案中，屏東地區是以部落
作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提案，其審查委員解釋該
案以鄉鎮為單位，與本案討論的範圍有差異。 

(二) 簡報第 10頁既有權利保障，其中有關免經同意項目，
如依照農發條例興建農舍，是指既存部分還是新設
者也是免經同意?依照現行的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新增的要經過許可，未來新設的是否屬於此情形。 

(三) 現階段推動情形，截至去年年底已經核定農村再生
計畫共計 923案，在原民地區屬於原住民部落有 138
案，未來欲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時，可檢視範圍
內是否有包含該等核定案件，至本案桃園市、新竹
縣及苗栗縣轄內等 5 鄉、鎮、市、區所涉及相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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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資料，將於會後提供。 

(四) 感謝營建署及城鄉發展分署幫忙，於去年 1 月研商
會議中，已將有關農村再生的設施增列在未來國土
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草案）之使用項目內，依照本
會之政策方向，農村再生設施為農業發展地區掌握
農業資源，後續有相關調整再配合國土功能分區做
適度放寬。 

三、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有關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的部分，目前結合農委
會農村再生辦理，近年沒有在原民地區範圍之案子。
改善社區生活環境，以及發展需求等問題，後續城
鄉發展分署在進行原鄉地區之鄉村整體規劃時，如
有需要透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方式改善，本處會協
助處理。 

四、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本次會議係就各部會資源投入情形，了解過程中所
遭遇到土地利用之相關問題，前述討論多以農村、
農再、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較偏向農業發展，爰想
詢問有關在地族人所需之長照機構、觀光資源（如
民宿或露營區等）或是殯葬設施等，其主管機關分
別為衛福部、交通部或內政部，且因各部會資源投
入，至地方政府亦將分屬不同單位承辦，原民單位
並未能掌握全盤資訊，因此是否會再詢問相關部
會。 

(二) 本會目前正積極推動建地統一規劃相關案件，主要
目的為解決建地取得問題，面積 1 公頃以下之土地
變更編定，提供族人建築使用。目前約計 4 案，分
別在花蓮、臺東、屏東，就本案討論之北部地區，
目前尚無申辦案件。 

五、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 目前對復興區部落，依居住聚集之空間劃定為農 4，
現況違法的建物可在本次劃設範圍解決。根據幾次
開部落說明會的意見，復興區蓋露營區，目前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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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 4 皆可申請，民眾較不擔心，但土管細節尚未
底定，露營區是指木棧道可以申請?還是露營區相關
沐浴設施?營區主體是否可以申請?因前開原因目前
尚無法評估，本案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可對部落帶來
改善之效益可能有限。 

(二) 另有關復興區種植水蜜桃問題，其癥結在與森林法
有所競合，因此水蜜桃產區多為非法土地使用情形，
亦不確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是否可以解決森林法之
問題，例如劃設水蜜桃專用區，是否可以突破森林
法之限制。 

(三) 依目前國土功能分區之聚落劃設條件，其範圍無法
將工寮劃設進去，未來工寮在農 3 內是否可以合法
申請。 

(四) 綜上，本局目前認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能幫助民眾
的只有未來新增建地的需求，若是未來人口居住需
求，考量是否現在就需啟動該計畫尚待評估，因現
在尚未合法之建物於本次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就能解
決，想請教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若是能解決上述提及之工寮、水蜜桃、露營區等問
題，本府將有意願爭取。 

(五) 簡報第 12頁寫到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法定工具包含
以下 3 種，擬訂計畫、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因
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等，就本府評估後，認為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才剛要核定，就辦理調整計
畫或是調整功能分區分類，實屬不宜；另訂土管部
分，目前中央統一土管規則尚未明確，不知如何調
整，或是否中央訂定之內容是否已符合當地需求，
因此，另訂土管會等到中央的土管出來之後，再檢
討有無符合泰雅族的習慣進行調整。 

(六) 部落說明有民眾詢問是否能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中，
針對原鄉地區比照農舍標準圖說之方式納入相關內
容，在族人申請建物合法時，可節省所需之龐大金
額，且若依照圖說進行相關作業，申請的程序是否
可有所簡化，這些項目是否可透過本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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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一) 初步規劃皆以原民會之部落事典作為範圍，後續將
與族人溝通後進行部分範圍調整工作，惟每一族之
居住方式與聚落仍有差異，針對零星戶未能劃入部
落範圍內，或居住較遠離聚集聚落部分，是否可於
本案進行劃設調整？ 

(二) 原鄉地區主要還是以農業發展為主，未來亦會增加
觀光旅遊之比重，本案透過整體規劃後能對部落帶
來何種益處。 

(三) 本次國土計畫已針對原住民族土地訂定部落範圍劃
設等條件，在此也想幫助原鄉地區非原住民身分之
民眾發聲，因非原住民居住地區並沒有劃設部落範
圍等相關條件，因此無法劃設為農 4，是否能在本案
作相關改善。 

七、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 

(一) 依照原委會核定的範圍劃為農 4，也是農業發展地區
劃設的一部份，目前暫定把原委會核定的範圍納入，
後續更細緻的劃設與分析或是分類，在第三階段做
更仔細的土地檢討。 

(二) 有關各部會資源投入的調查表，會轉達本縣原民單
位填列此表。在民鄉地區投入的部會涉及很廣，包
含目前主導原鄉地區住宅合法化，涉及到未來要如
何分析或分類，現在計畫正在執行，若未來建物合
法化之後，是否會影響劃設的結果。因此，許多資
料要盤點，在 10日內原民單位可能無法整合出府內
及中央部會補助的相關計畫，需要再多一點時間。 

(三) 尖石鄉及五峰鄉要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要從原
民單位與部會做溝通，部落必須要配合辦理與提供
相關意見，才有辦法提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共享，
以及部落參與的意願也很重要。 

八、 苗栗縣政府 

(一) 感謝城鄉發展分署為苗栗縣南庄鄉與泰安鄉辦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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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示範規劃案，目前本縣原鄉地區一直存在建地與
公共空間不足，依照貴分署經劃設為農 4 做示範規
劃案，以南庄鄉總共有 16個部落，經國土計畫劃設
農 4 的原則，只有通過 8 個部落為農 4 的範圍，該
範圍非常小，後續辦理規劃示範案有關配置的策略
還有改善環境要如何去規劃。 

(二) 由於現況空間不足，能規劃與增加之土地，或是沒
有在使用之國有土地非常少。部落的居民非常樂意
配合做整體規劃計畫，但介於限縮劃設範圍，對於
未來要如何配合，有待考量。泰安鄉目前農 4 的部
分範圍較大，南庄鄉為水質水源保護區，因此劃為
農 4 的範圍較小。 

(三) 南庄鄉位於水質水源保護區內，依照全國國土計畫
劃設條件屬於國保 1，除部分依本縣國土計劃劃設為
農 4 及城 3外，其餘土地大多劃設為國保 1，而苗栗
縣是以部落事典的部落範圍做為指導，部分部落被
優先規劃為農 4，但還有 8處的部落屬於國保 1，又
原住民的生活習慣與建築較為分散，無法各自劃為
農 4，雖然現階段沒有資源投入，未來還是會有原鄉
發展觀光或產業的需要，勢必會受到限制。因此，
不希望未來朝向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期望藉由
本案引導新增容許使用項目或是功能分區，制定部
落需要的土地使用管制。 

九、 本署綜合計畫組 

    在示範案例的挑選原則上，建議除了從各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優先辦理地區挑選之外，本
署於 110 年 1 月 7 日召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申請補
助案件審查會議，目前正在簽報核定中，該等申請
案亦有原鄉地區之案件，如屏東的三地門與嘉義縣
阿里山鄉等皆屬原鄉地區。因此，後續挑選建議與
核定補助的案件類型不同，例如生活作息與居住方
式等不同類型，亦或是族群組成特性不同等面向，
後續挑選示範計畫可以與補助案件的類型有所區別，
使示範更具全面性。 

柒、 散會:下午 3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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