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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言 

理性國土空間規劃程序宜透過上位計畫之制定以指導國土空間分配，此如國

土綜合開發計畫指導區域計畫，區域計畫指導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及都市計畫；

然臺灣國土規劃立法順序則是由下而上（李俊霖，2007），先是都市計畫法在民

國 28 年通過，53 年修法；區域計畫法為民國 63 年通過，上位之國土綜合發展

計畫則是缺乏法定地位不具指導性，使國土資源無法有效進行保育及規劃。 

民國 104 年 12 月 18 日「國土計畫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民國 105

年 1 月 6 日公布、5 月 1 日施行，此法開宗明義係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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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國土計畫法

§1）。為因應國土計畫法公告施行，營建署爰於 105 年度公告「國土計畫-國土空

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國土計畫-國土防災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規劃委

託技術服務案」及「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模式與行政區劃關係檢討委託技術服務

案」，及本計畫「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俾順利將現行

土地使用轉換至國土計畫體系。 

 計畫緣起與目標 

計畫緣起 

近年來永續發展意識抬頭，且受氣候變遷衝擊影響下，災害事件頻傳，

國土空間面臨重大威脅，其議題包括：國土保安、生態保育、資源維護、

糧食安全、經濟發展及城鄉管理等不同面向。於國土計畫法未通過前，臺

灣缺少一具空間性與指導性之上位計畫，而為了實施整體國土規劃，國土

計畫法歷經多年的推動，於 104 年 12 月 18 日經立法院審議通過，105

年 1 月 6 日總統公告並於同年 5 月 1 日公告施行，未來將邁向國土永續

發展的目標。關於國土規劃體制演變圖如下圖 1-1 所示。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二、全國國土計畫：指以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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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為範圍，所訂定目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國土計畫；七、國土功能

分區：指基於保育利用及管理之需要，依土地資源特性，所劃分之國土保

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因此，未來將

以全國國土計畫作為我國土地管制最高政策性的指導，且將我國管轄之陸

域及海域依土地資源特性改劃設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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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種功能分區。 

而依據國土計畫法第四條第三款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順序、劃設原則之規劃，因此為順利完成國土功能分區的規劃，

減少新舊法令銜接負面衝擊，即進行本計畫研究與評估。 

 

圖 1-1 國土規劃體制圖 

資料來源：參考繪自內政部營建署（2016b），國土計畫法立法重點及配套機制，國土計畫法講

習簡報。 

計畫目標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完成國土功能分區的規劃，規劃範圍包

含陸域及海域範圍。下面將列出本計畫目標為： 

一、 建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順序，並研訂作業機制，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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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法令銜接負面衝擊。 

二、 透過計畫研訂作業機制，藉由地理空間資訊工具模擬全國國

土功能分區。 

三、 挑一縣市作為案例，檢討劃設國土功能分區作業機制之妥適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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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回顧 

我國為因應世界發展趨勢制訂國土計畫法以回應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衝擊

影響，國土計畫法係針對國土空間面臨重大議題如國土保安、生態保育、資源維

護、糧食安全、經濟發展及城鄉管理等不同面向而訂定之國家空間最高指導原則。 

為此本研究首先對於全球重要趨勢進行整理，並回顧國土空間計畫發展沿革，

彙整國土計畫之相關計畫與法規，特別針對水、海洋、生態、農業等重要議題與

國土空間之關係作為基本原則，並配合收集相關圖資，如農地劃設與全國區域計

畫等，以助完成未來全國國土功能分區之空間分配。 

 全球重要議題 

21 世紀議程 

1992 年聯合國提出其《21 世紀議程》之後要求各國政府跟進制定其

《21 世紀議程》，提出各國永續發展的願景及實踐方針。2002 年在南非

約翰尼斯堡召開的《地球高峰會》延續里約高峰會議的理念，本屆會議的

重要成就之一，就是落實對於地球保護的承諾，因此大會總共通過了 152

項行動計畫，並訂定達成的期程，其重要的計畫內容分五個領域，簡介如

下： 

一、水資源與公共衛生 

希望 2015 年之前，使無公共衛生設備的人口減少一半、使無安全

衛生飲用水的人口減少一半。 

 能源 

提高能源效率、適當時機取消能源補貼；提高現代能源科技服務

（商業化）的機會；提高再生能源使用率；2022 年之前，使得非洲

35%的人口能夠取得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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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進健康福祉與污染控制 

2010 年之前，改善開發中國家對臭氧層破壞物質的使用；2020

年之前，訂定化學品產製與使用，不得危及健康與環境；提高區域性

空氣污染的防制；發展及改善因應自然災害的研究活動。 

 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管理 

2004 年之前，落實陸地污染破壞海洋；2010 年之前，降低生物

多樣性的損失；2012 年之前，建立海洋保護區的聯盟；2015 年之前，

恢復漁獲量至最大永續產能的水準；加強森林保護工作。 

 永續農業 

全球環境機構籌募 30 億美元以資助永續環境計畫；建立「反對

去森林化公約；有效逆轉目前自然資源耗竭的趨勢；發展非洲的食品

安全策略。 

二、氣候變遷科學研究與調適策略 

1990 年代永續發展持續關切二氧化碳及臭氧等溫室氣體造成的暖

化議題，聯合國相關的研究機構 IPCC 至 2006 年發表報告指出全球暖

化可能主要是人類活動所造成，其主要關心議題為：（一）全球暖化、

（二）海平面上昇與（三）極端天氣，目前 IPCC 共有 5 次工作報告: 

 First assessment report （FAR，1990）        

 Second assessment report （SAR,1995）  

 Third assessment report （TAR,2001）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AR4,2007）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AR5,2013） 

有關氣候變化所導致的後果，IPCC 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六個領域

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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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資源及其管理 

因氣候變遷水災與乾旱狀況均會強化，熱帶地區的水量可能會增

加造成淹水災難，其他地區的水量會減少而帶來乾旱等問題。水資源

管理會逐漸遭到困難。 

 生態環境 

全球暖化對生態環境造成重大衝擊，氣候變遷的迅速發展已超出

生態環境的恢復能力範圍，預計將造成二至三成的植物以及動物種類

將面臨絕種，也更進一步造成生態的更多負面變化。 

 糧食、纖維以及森林 

暖化與極端氣候造成農產品產量下降，進而造成營養不良、飢荒

等問題。 

 海岸以及臨海區域 

氣候變成造成海平面上升，海岸地區將因土地侵蝕以及人為因素

而會面臨嚴重危險。淹水可能會成為普遍現象，同時造成都市與居住

空間嚴重的問題，颱風等地區性的氣候極端現象也會使得該情況惡化。 

 經濟、居住和社會 

為了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環境汙染與暖化現象，其所導致的損失會

超越其所帶來的利益，隨著變化的嚴重性，損失將大幅上升。特別貧

窮地區將比發達國家遭遇更多暖化的衝擊，一方面最大的變化很有可

能在未開發國家地區發生，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社會也因資源和科學專

業的不足，而缺乏適應能力。 

 健康 

全球氣候變化將造成許多人口健康危害，未開發國家會因為缺乏

適應能力而無法解決惡化的健康問題。在溫帶地區極端氣候的影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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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不同季節死亡率的改變。 

近年各國政府也開始重視如何因應氣候變遷的影響，進而提出適

當的調適（adaptation）政策，也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重要議題。 

三、小結 

綜上可知，全球暖化使得氣候異常，極端氣候所導致災害規模與頻

率升高，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巨大損失，這些國土空間面臨之重要議題，

涉及國土保安、生態保育、資源維護、糧食安全、經濟發展及城鄉管理

等不同面向，對於全國土地的使用與管理將會帶來許多衝擊與挑戰。 

基於國土保育利用及管理之需要，「國土計畫法」將全國國土劃設

成四大分區，以建立土地使用秩序，本計畫後續釐訂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時,將納入上述全球課題作為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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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國土相關政策沿革 

國土空間規劃是藉由「以國土為基礎」的策略，分成全國、都會區域、特

定區域、直轄市縣市四種，分屬中央與地方權責以整合、協調不同部門中有關

空間的問題與資源分配，達成國土空間秩序之有效安排 （邱君萍，2013）。我

國國土空間計畫體系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以下四階段： 

第一階段（1895 至 1945 年） 

臺灣空間計畫最早可追朔自 1899 年開始的「市區改正」，之後 1936 

年公布實施「臺灣都市計畫令」及其施行規則，引入道路層級、土地使用

分區與其他建築管制，以控制都市發展。1939 年頒布都市計畫法，遂而

都市計畫乃成為法定計畫，然而其中只有 32 條，皆為原則性規定。 

第二階段（1964 年至 1973 年） 

1960 至 1970 年代，臺灣因受到西方空間規劃思潮影響，制訂了許

多都市政策、住宅、交通、產業等相關計畫。其中都市計畫法於 1964 年

進行第一次修訂，將原本 32 條之都計法增修為 69 條，此次修訂建構了

國府時期臺灣都市計畫法制的基礎。1973 年都市計畫法第二次修訂，另

闢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專章，開始落實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體系明訂都

市計畫種類包括：市鎮計畫、鄉街計畫、特定區計畫、區域計畫。 

第三階段（1973 年至 1996 年） 

1974 年內政部公布「建築技術規則」，明令停止日治時代建築管理相

關法令的援用並公布施行「區域計畫法」。自此都市計畫正式與區域計畫

分別獨立立法，區域計畫為都市計畫之上位計畫。1976 年臺灣省及臺北

市分別公布「都市計畫法施行細則」， 確立完整之都市計畫法制體系，方

才停止日治時期法令之援用。 

當「區域計畫法」頒訂後，陸續於 1976 年訂定「非都市土地使用管

理規則」、1977 年「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等，不僅區域計畫體制於茲建

立，非都市土地亦全面納入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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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0 年開始策畫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於 1979 年發布，而後

於 1980 年起陸續擬定區域計畫、國家公園計畫、縣市綜合發展計畫。 

第四階段（1996 年至今） 

1996 年發布「國土綜合開發計畫」。2009 年提出之「國土空間發展

策略計畫」，屬原則性及指導性的策略方向，此計畫於 2010 年再次檢討

核定。內政部於 2013 年公告實施「全國區域計畫」，為現行最上位之法

定計畫。至終，2015 年正式公告實施「國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通過後，建立國土計畫體系，確認國土計畫優位，將以「全國

國土計畫」為最上位法定計畫，體制由上而下分別為全國國土計畫－都會區域

計畫－特定區域計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圖 2-1）。此外，劃設國土功能

分區，建立使用許可制度，將臺灣土地分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

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四大功能分區必須明確落實到每一計畫層級，其

各層級任務執掌如下表 2-1。 



105 年度「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11 

表 2-1 國土計畫體系與功能分區 

 國土保育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全國國土
計畫 

應以保育及保安
為原則，並得禁
止或限制使用。 

應以確保糧食安
全為原則，積極
保護重要農業生
產環境及基礎設
施，並應避免零
星發展。 

應以集約發展、
成長管理為原
則，創造寧適和
諧之生活環境及
有效率之生產環
境確保完整之配
套公共設施。 

應以資源永續利用
為原則，整合多元
需求，建立使用秩
序。 

都會區域
計畫 

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
能，提升競爭力。 

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派）都會區域計畫範圍內之地方首長、中央機關、民意
機關、人民團體及學術機構代表，研議：（一）都會區域計畫發展課題、目標
及策略之擬訂及諮詢；（二）都會區域計畫範圍內各項部門計畫建設時程及經
費運用之協調；（三）其他有關都會區域計畫建設之推行事項。 

特定區域
計畫 

1.考量重要資源特色、文化特色、特殊區位、河川流域及其他特定條件，實施
整體規劃。 

2.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定之。 

直轄市、
縣市國土

計畫 

 

承襲全國國土計
畫內容 

1.依全國國土計畫 

之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構想進行分區劃
設、分類及分級 

2.指定得申請開發
許可之區位 

1.依全國國土計
畫之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構想進行
分區劃設、分類
及分級 

2.指定得申請開
發許可之區位 

承襲全國國土計畫
內容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2009。 

目前我國空間計畫架構如下圖 2-1，將原國家公園土地整併至國土保育地

區，都市計畫土地整併至城鄉發展地區，非都市土地則依使用類別分別整併至

國土四大功能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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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我國空間計畫架構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2016 

小結 

綜觀我國國土空間發展沿革，從 1979 年至今共歷經了四次國土空間

計畫的整合。 

第一階段為 1979 年核定實施「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主要為在

各區域內透過土地使用謀求有關實質建設之配合發展，藉以達成人口與經

濟活動之合理分布、生活與工作環境之改善、資源之保育與開發等。 

第二階段為 1996 年，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納入保育觀念，提出永續發

展概念並調整土地使用制度，將國土劃定為「限制發展地區」及「可發展

地區」，並依法劃設「保育地區（限制或禁止發展地區） 」。 

第三階段 2010 年，全球氣候變遷課題日益嚴重，國土空間發展策略

提出全國性、區域性的空間發展政策與策略方向。例如：治理國土優先復

育地區、研擬坡地分級分區使用規範、促進原住民部落永續發展、推動地

層下陷地區平地造林及土地利用轉型，加強生態防護建設防止海岸侵蝕、

改善沿海生物棲地環境及保育海洋生態資源、劃設優良農地，為國土保育

利用及管理之重要指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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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 2016 年，分別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並訂定國土計畫法，確立國

土計畫體系與四大功能分區，以因應全球議題，合理配置國土資源。 

表 2-2 我國國土空間上位計畫內容 

國土空間上位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 土地使用分區相關內容 

1982 至 1984

年 

臺灣北、中、

南、東部區域

計畫 

1. 以區域為實施單位，就區域內

人口與產業之關係做全盤而綜合

考慮，規畫公共設施、工業區位、

交通運輸系統、觀光遊憩設施、自

然資源保育及開發，及非都土地使

用計畫，以健全區域整體發展。 

2. 計畫體系中居於協調指導之

地位，上承臺灣綜合開發計畫之開

發構想，下繼以都市計畫、各項區

域性實質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使用計畫。 

3. 訂定區域機能，實質都市發展

模式及工業區位，為利規劃，依通

勤、購物、活動距離、行政區劃、

產業活動、地理環境及發展等因

素，劃設北、中、南、東部地方生

活圈。 

1. 建構區域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結構：

區域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非都市土地分

區使用計畫、以市鄉鎮行政轄區為單位之

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編定使

用，以實施管制。 

2. 擬訂非都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3. 訂定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鄉村

區、工業區、森林區、山坡地保育區、風

景區、其他使用分區或專用區等 8 種使

用分區。 

4. 訂定 18 種使用地類別，以全面管

制土地之合理利用。 

1995 至 1997

年 

臺灣北、中、

南、東部區域

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 

目標年：民國 2005 至 2011 年 

1. 因政府推動國家建設六年計

畫、振興經濟方案與各項重大交通

建設等重大建設計畫，依循其改善

區域交通運輸及生活環境、改變土

1. 依據土地資源之主、客觀因素，劃歸

限制發展地區及可發展地區，引導土地合

理利用。 

2. 建立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機制。  

3. 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區位、規模、機

能應徵得區域計畫委員會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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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空間上位計畫 

地使用發展之型態進行檢討與修

訂。 

2. 修正生活圈劃設範圍，強調整

體規劃，建立開發許可制。 

1995 至 1997

年 

變更臺灣北、

中、南、東部

區域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

討）─因應 

莫拉克颱風災

害檢討土地使

用管制 

目標年：民國 2021 年 

1. 基於未來災害發生地點之不

確定性，及土地使用管制應有全國

一致性等考量，以全臺灣地區為適

用範圍。並納入海岸與海域地區之

管理。 

2. 全面落實國土管制，劃設環境

敏感地，保護優良農地資源，並指

定城鄉發展優先次序於土地使用

基本方針中。 

3. 依據土地資源之主、客觀因

素，劃歸「限制發展地區」、「條

件發展地區」及「一般發展地區」

等 3 類地區，並配合非都市土地

使用分區進行重疊管制 

1. 檢討限制及條件發展地區之劃設項

目及管制原則。  

2. 限縮非都市土地森林區、河川區及

特定農業區等使用分區之 土地使用管

制。 

3. 研訂海岸保護區、嚴重地層下陷地

區、水庫集水區等之使用 管制原則。  

4. 將海域納入計畫範圍。 

1979 年 

臺灣地區綜合

開發計畫 

目標年：1996 年�  

1. 綜合型、藍圖型的實質建設構

想。 

2. 擬訂部門建設需求及在國土

空間之區位與數量。 

3. 提出農業、工業、都市住宅、

運輸通信、水、能源、觀光、保育

1. 訂定各種獎勵措施及公共投資政策

均衡城鄉發展。 

2. 建立都市體系，並以地方中心為核

心，構成臺灣地區三十五個地方生活圈。 

3. 配合新市鎮與新社區之開發，提供

大規模住宅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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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空間上位計畫 

八部門開發構想、建設項目、處數

等。 

4. 為使主要糧食自給自足，保持生產

所需之耕地面積。。 

5. 工業區之選擇，應以海埔地、鹽分地

及生產力較低之農地為優先。 

6. 天然資源如水、土地、森林及風景區

等，遵循保育與開發並重之原則，保持自

然生態平衡，達成國土保安之目的。 

1996 年 

國土綜合開發

計畫 

目標年：2011 年 

1. 政策式計畫 

2. 提出永續發展概念 

3. 土地使用制度調整 

4. 國土經營管理制度、建立規劃

及執行體系 

5. 提出一心、二軸、三都會帶、

二十生活圈 

1. 釋出農地。 

2. 將國土劃定為「限制發展地區」及

「可發展地區」。 

3. 變更土地要透過「開發許可制」。 

4. 依法劃設之保育地區（限制或禁止

發展地區）。 

2010 年 

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計劃 

目標年：2030 年 

(一) 屬原則性及指導性的策略方

向 

(二) 提出一點、三軸一環離島、三

大城市區域、七個區域生活圈 

(三) 提出問題導向的空間發展策

略 

(四) 從土地、資金、組織、法令、

治理等五大面向構思可行之政策

與策略 

1. 保育自然資源，維護生物多樣性，治

理國土優先復育地區。 

2. 研擬坡地分級分區使用規範。 

3. 促進原住民部落永續發展。 

4. 推動地層下陷地區平地造林及土地

利用轉型，加強生態防護建設防止海岸侵

蝕。 

5. 改善沿海生物棲地環境及保育海洋

生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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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空間上位計畫 

6. 劃設優良農地。 

2016 年 

全國區域計畫

修正案（草案）  

1. 策略式規劃。 

2.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研訂

土地使用調整策略。 

3. 依據全國糧食安全需求，訂定

農地需求總量及檢討使用管制規

定。 

4. 建立計畫指導使用機制及簡

化審議流程。 

5. 研訂專案輔導合法化原則，並

依據行政院政策指示，協助未登記

工廠土地合理及合法使用。 

1. 將現行「限制發展地區」及「條件發

展地區」整併為「環境敏感地區」。 

2. 依災害、生態、資源及景觀之不同性

質，按 其環境敏感程度研擬土地使用管

制原則。 

3. 檢討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海岸地區

等特定區域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因應該

特殊地區之土地使用管制需求。 

4. 依據全國糧食安全需求，訂定農地

需求總量及檢討使用管制規定。 

5. 修訂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

農業區之劃定或檢討變更原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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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相關計畫與政策 

土地使用係一塊土地經過土地利用的分析與規劃過程，在已決定用途後

的土地上投入勞力資本使用，以期從土地使用上獲得某種計畫的滿足，或公共

利益之實現（賴宗裕，2013b：2）。因土地使用具有外部性，故為達到都市計

畫目標，地方政府除透過土地使用計畫指導都市發展與土地開發外，並利用土

地使用管制措施，以規範土地使用方式。 

臺灣目前土地使用計畫有法定與非法定計畫，本研究藉由回顧法定、非法

定計畫、國家政策與法規以供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參考。 

土地使用法定計畫 

我國現行法定計畫為區域計畫以及都市計畫，分別敘述如下： 

一、區域計畫 

 發展歷程如下表： 

表 2-3 區域計畫以及都市計畫發展歷程表 

時期 重要法規或計畫 

無區域計畫 47 配合高雄港擴建區域計畫  

49 臺北基隆都會區域計畫  

53 都市計畫法公告實施  

55 臺中區域計畫  

57 臺灣北區區域建設計畫綱要  

58 臺中區域計畫初步報告  

58 高雄臺南區域計畫  

59 臺灣北區區域建設計畫 

59 臺中區域計畫初步報告  

60 新苗區域計畫初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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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重要法規或計畫 

七個區域計畫 62 嘉雲區域計畫  

62 東部區域計畫 

63 宜蘭區域計畫  

63 區域計畫法公告實施 

64 南部區域計畫  

67 新苗區域計畫 

68 中部區域計畫 

69 臺灣北區區域計畫 

四個區域計畫 68 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 

71 臺灣中部區域計畫 

72 臺灣北部區域計畫 

73 臺灣東部區域計畫 

73 臺灣南部區域計畫 

84 北部區域計畫（一通） 85 中部區域計畫（一通） 

85 南部區域計畫（一通） 86 東部區域計畫（一通） 

多層級區域計畫 99 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  

99 變更一通（按：現行計畫） 

100 全國區域計畫（二通）（草案）  

101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1978 年通盤檢討訂定的區域計畫，分為四個區域計劃：  

1. 北部區域計畫 

北部區域計畫範圍包括臺北市、基隆市、桃園縣、臺北縣、新竹

縣、新竹市、宜蘭縣等七個縣市之全部行政轄區，於 1983 年 5 月 9

日公告實施；而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於 1984 年 10 月完成編定。 

2. 中部區域計畫  

中部區域計畫範圍包括臺中市、臺中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

縣、苗栗縣等六個縣市之全部行政轄區，民國 1982 年 5 月 20 日公

告實施，而非都市土地使用 編定於 1984 年 11 月完成編定。 

3. 南部區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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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區域計畫範圍包括高雄市、高雄縣、臺南市、臺南縣、屏東

縣、嘉義市、嘉義縣、澎湖縣等八個縣市之全部行政轄區，於 1984

年 8 月 20 日公告實施，而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於 1986 年 11 月完

成編定。 

4. 東部區域計畫  

範圍包括花蓮縣、臺東縣之全部行政轄區，於 1984 年 8 月 1 日

公告實施，而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於 1985 年 11 月完成。 

 「變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因應

莫拉克颱風災害檢討土地使用管制」 

內政部鑒於莫拉克颱風重創臺灣，爰依區域計畫法第 13 條規定

緊急辦理前開 4 個區域計畫檢討變更作業，於 2010 年 6 月 15 日公

告實施「變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因應莫拉克颱風災害檢討土地使用管制」以下稱變更一通。實施之重

點為： 

 提出以國土保育為上位的區域規劃方案，做為災區重建的指導

原則。 

 土地使用方針為依據土地資源之主、客觀因素，劃歸「限制發

展地區」、「條件發展地區」及「一般發展地區」等 3 類地區，

並配合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進行重疊管制，以發揮上位指導功

能。 

 限縮非都市土地森林區、河川區及特定農業區等使用分區之土

地使用管制。 

 研訂海岸保護區、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水庫集水區等之使用管

制原則。 

 將海域納入計畫範圍。 

土地資源管理策略以加強土地資源保育為前提，嚴格管制山坡地、

森林地區及各類環境敏感地之開發行為，並以該類地區環境容受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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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績效管制方式，以為開發管理之依據。主要有以下幾項重點： 

 劃設環境敏感地，並建立資源及土地使用績效管制制度。 

 全面落實國土使用管制。 

 保護優良農地資源，兼顧整體經濟發展。 

 加強水資源保育，並管制水源地區土地使用種類與規模。 

 強調公平合理機制，改善土地使用變更許可制度。 

 落實成長管理措施。 

 落實離島永續發展，強化土地使用及部門計畫協調整合。 

 指定城鄉發展優先次序。 

第一優先：都市計畫整體發展地區。 

第二優先：推動都市更新地區。 

第三優先：都市計畫農業區。 

第四優先：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區。 

第五優先：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案件地區。 

 全國區域計畫 

為因應國土計畫法將空間計畫體系調整二層級計畫，內政部整合

過去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為「全國區域計畫」。雖然國土

計畫法已於 2016 年 1 月 6 日公布，但國土計畫法執行前尚有 6 年

過渡期因此全國區域計畫仍為目前空間計畫體系中，最上位之法定計

畫。 

主要規範內容為土地利用基本原則，係屬政策計畫性質，內政部

將四個區域計畫、變更一通等區域計畫內容納入全國區域計畫內，將

現行「限制發展地區」及「條件發展地區」整併為「環境敏感地區」，

並按其環境敏感程度研擬土地使用管制原則。檢討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海岸地區等特定區域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因應該特殊地區之土地使

用管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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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與第十二條之規定，區域計畫

用來指導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以及都市計畫。 

針對非都市土地的使用，全國區域計畫提出以下幾項基本原則： 

 強化使用分區指導功能。 

 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 

 考量環境敏感特性，研訂土地使用管制指導原則。  

 因應特殊需求管制需要，會商相關機關訂定管制規則。 

在土地使用基本方針方面，因應氣候變遷調適土地使用管理相關

配套機制如下： 

 各層級土地使用計畫應蒐集災害潛勢及防災地圖等相關資訊，

納入環境敏感地區之規劃參考，並據以檢討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 

 復育計畫應檢討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分區與使用地編定： 

(1)  屬都市土地者，應依都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變更為保護區、

公共設施用地或其他非供都市發展之適當分區。 

(2)  屬非都市土地者，應依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使用地變更

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生態保護用地、林業用地、水利用

地或其他適當使用地。 

(3)  屬國家公園土地者，依國家公園法相關規定變更為生態

保護區或其他適當分區。 

 指導原則 

(1)  依據全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面積總量及規劃原則之指

導，研訂縣（市）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之區位、機能、規

模及總量。 

(2)  依據全國農地需求總量之指導，及各縣（市）轄農地分類

分級劃設結果，訂定各該縣（市）農地需求總量、可變更

數量及區位；並針對計畫範圍內之各都市計畫農業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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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發展定位，並檢討限縮農業區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3)  訂定地方產業發展策略，並將產業政策、產業發展需求、

環境容受力等情形納入考量。 

(4)  海域納入區域計畫管理範疇可依能源產業、漁業、觀光發

展特性，建立分級容許使用機制。 

 直轄縣（市）區域計畫 

依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為兼顧國土保育與城鄉發展，直轄縣（市）

區域計畫訂定土地使用基本方針及空間發展策略等內容，以指導「環

境面」之環境敏感地區保育、農地變遷、海岸海域維護及「城鄉面」

之城鄉發展次序、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土地空間利用計畫、住宅發

展及各部門計畫發展策略等。 

在城鄉發展原則部分，以下針對直轄縣（市）有關都市計畫地區

之推動都市更新地區及整體開發地區、都市計畫農業區、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地區及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地區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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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桃園市，臺中市兩直轄市之區域計畫成果表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地區 

臺中市 產業型 3 處，產業型４處，住商型２處。 84.4 公頃 

桃園市 7,977 公頃，引進約 37 萬人口，其中大部
分土地位處都市計畫農業區。 

都市農工區變更 5 處，計畫面
積 407.01 公頃 

 新北市區域計畫 

新北市區域計畫依據全國區域計畫，因考量過去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申請案件大多零星個案提出申請，未能有整體宏觀願景，

爰提出於直轄市、縣（市）政府各該區域計畫內，如確有調整新

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範圍需求者，亦應一併以全市（縣）觀點納入

規劃分析，另如因應都會區域發展或縣市行政轄區整併，範圍內

既有都市計畫如有整合需要者，得辦理都市計畫整併。 

(1)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依發展型態分為住商為主型、產業為主型、管制為主型

等三類，共計 10 處，位於溪北、溪南、三鶯及北觀策略區，

面積約 1,736 公頃。 

A. 住商為主者，計 4 處，380 公頃 

係配合都市計畫區發展率或計畫人口達 80%以上之地

區發展需求，另為能整合土地使用與交通建設之發展，就其

中有鄰近大眾運輸系統之地區，指認 3 處約 348 公頃為屬

住商為主型（TOD 發展），未來該等地區之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擬訂時，應配合捷運場站之布局，以 TOD 發展核心概

念進行土地整體規劃，且捷運場站周邊土地整體與緊湊發展，

強化商業服務機能，並以捷運場站為中心落實綠色運輸與

TOD 發展。  

B. 產業為主型者，計 3 處約 1,01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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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應整合捷運線周邊發展及產業發展軸線布局，及藉

整體規劃帶動泰山楓江及柑園等非都市土地內未登記工廠

聚集區域之轉型發展，另新北產業園區約 133 公頃，屬既

有編定已發展之新北產業園區，考量都市計畫整併之完整性，

納入泰山楓江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範圍，並仍維持為產業

型之發展定位。  

C. 管制為主型者，3 處約 342 公頃 

係考量保育與管制需求及既有都市計畫區整併之完整

性等，以溪北策略區二重疏洪道之非都市土地及北觀策略區

淡水都市計畫及淡水（竹圍地區）都市計畫外圍與淡水河間

之非都市土地，以維持原使用為原則，未引入都市活動發展，

並依使用現況劃定適當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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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與類型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區域計畫（草案）（擬定單位：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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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新北市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區域計畫（擬定單位：新北市政府） 

圖示之宜維護農地資源係依農業主管機關農地資源分

類分級劃設成果之（農 1+農 2+農 4）扣除（重大建設計畫、

規劃中施政計畫發展地區等之特殊標繪地區），另尚未納入

分級分區之北海岸風景特定區、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新店

水源特定區計畫、貢寮（澳底地區）都市計畫、東北角風景

特定區計畫，及部分之三芝、金山、萬里（萬里、大鵬龜吼

村）都市計畫農業區，屬擬優先宜維護之都市計畫農業區。 

(2)  都市計畫農業區 

基於維護糧食安全目標，三芝都市計畫、金山都市計畫

區、萬里（萬里、大鵬龜吼村）都市計畫、北海岸風景特定

區、平溪都市計畫、雙溪都市計畫、十分風景特定區計畫、

貢寮（澳底地區）都市計畫、東北角風景特定區計畫、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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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特定區計畫、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新店水源特定區計

畫，符合前開農地分類分級成果之第 1 種、第 2 種及第 4 

種農業用地範圍保留作為農業生產使用，應儘量維持為農業

區，不宜任意變更轉用。 

(3)  溪南都心策略區 

板橋、板橋浮洲、新店、中和、土城、土城頂埔地區等

都市計畫農業區（非屬應維護農地資源地區），整合都市發

展及環境生態、開放空間等公共設施多元使用需求以儲備都

市發展腹地。 

(4)  溪北都心策略區 

樹林、樹林三多里、樹林山佳、新莊、蘆洲、五股、泰

山、龍壽迴龍等都市計畫農業區（非屬應維護農地資源地區），

整合都市發展及環境生態、開放空間等公共設施土地多元使

用需求以儲備都市發展腹地。 

(5)  汐止策略區 

汐止都市計畫農業區（非屬應維護農地資源地區），整

合都市發展及環境生態、開放空間等公共設施土地多元使用

需求以儲備都市發展腹地。 

(6)  三鶯策略區 

鶯歌、三峽、鶯歌鳳鳴地區等都市計畫農業區（非屬應

維護農地資源地區），整合都市發展及環境生態、開放空間

等公共設施土地多元使用需求以儲備都市發展腹地。 

尚未納入農地資源分級分區劃設範圍之都市計畫農業

區，包括北海岸風景特定區及部分之三芝都市計畫、金山都

市計畫區、萬里（萬里、大鵬龜吼村）都市計畫農業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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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農業主管機關仍應納入持續辦理農業發展地區分類分級

劃設作業，並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等，就納入應維護農地

資源者檢討限縮第 1 種農業用地範圍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臺中市區域計畫 

產業發展地區優先順序，係依據全國區域計畫之城鄉發展優

先順序指導，故為配合本市產業發展用地需求，並兼顧維護農地

資源總量，其產業用地應以既有都市計畫工業區為優先勘選範圍，

其次為都市計畫農業區，再其次為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及得

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地區。 

(1)  第一優先：都市計畫工業區 

優先以臺中港特定區、豐原、潭子、大雅、神岡、太平、

大里（草湖地區）、臺中市等都市計畫區內工業區，建議重

新檢討其轉型或閒置土地再利用；其次進行其餘都市計畫區

內工業區再利用可行性評估。 

(2)  第二優先：都市計畫農業區 

非位於農業主管機關認定為優良農地之都市計畫區農

業區屬都市發展儲備用地，其中，包括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太平都市計畫內農業區，建議因應未來產業發展需

求及趨勢，以及未登記工廠輔導政策，得將農業區檢討變更

為工業區或產業園區。 

(3)  第三優先：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或得申請設施型使

用分區變更地區 

A.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在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部分，基於都市計畫縫合與產業

發展需要，將各都市計畫間夾雜之非都市土地鄉村區與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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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人口持續成長，有待進行都市計畫縫合地區納入新訂或擴

大都市計畫區。 

B. 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地區 

為開發利用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之指導原則，

應綜合考量環境容受力、資源提供、成長管理、產業需求等

因素。 

依據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臺中市應維護農地總量為

4.63 萬公頃，本計畫檢討「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為工業區」、

「既定政策轉用」、「設施型分區」以及「新訂或擴大都市計

畫」，其中，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為工業區為 107.91 公頃，

既定政策轉用之農業區 329.67 公頃，分級分類為農 2 及農

3；設施型分區 84.4 公頃，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388.73 公

頃，共 910.71 公頃，其中應維護農地轉用量共 421.04 公

頃。未超出本府農業局清查之「保留範疇之非都市土地」

2,200 公頃之數量，因此符合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 4.63 萬

公頃之總量。 

(A) 都市計畫農業區 

依據 104 年農地資源分類分級之成果，臺中市都市計

畫農業區面積約 1.34 萬公頃，與都市計畫實際所匡列之農

業區約 1.57 萬公頃有所落差，該落差係為部分農業區生產

環境已遭破壞，而未列入具生產功能之農業資源分類分級成

果所致。 

表 2-5 都市計畫農業區農地分級分類表 （單位：公頃） 

第一種 

農業用地 

第二種 

農業用地 

第三種 

農業用地 

第四種 

農業用地 
合計 

3,405.43 3,117.70 1,401.75 2,499.56 13,4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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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登記工廠輔導與清理原則 

通盤檢討都市計畫農業區：后里、豐原、潭子、大雅、

神岡、太平、大里、烏日、霧峰之未登記工廠大多數位於都

市計畫農業區，應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配合臺中市產業

發展政策，並建議依循產業創新條例，配合變更適當之土地

使用分區，積極引導工廠集中發展，避免破壞既存優良農地。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配合未登記工廠輔導遷移，本計畫

擬劃定擴大神岡、大里樹王、十九甲與塗城三處產業型都市

計畫提供進駐。 

(C)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共計重大建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1 處，第一階段辦理

產業型 3 處，第二階段辦理願景（115 年後辦理）產業型４

處，住商型２處。 

表 2-6 第一階段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建議一覽表 

配合整併後
之都市計畫
名稱 

擴 大 神 岡 都 市
計畫 

大 平 霧 都 市 計
畫 

大 平 霧 都 市 計
畫 

后 豐 潭 雅 神 都
市計畫 

擴大神岡 大里樹王  

（一期）  

十九甲與塗城  

（一期）  

后里東站  

 

範圍內主要
分區  

一般農業區、特
定農業區、特定
專用區  

特 定 農 業 區 、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一般農
業區、 特定農
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  

特定專用區  

土地使用情
形 

工廠、農地、住
宅、土資場等、
零售商業 

工 廠 、 安 養 中
心、住宅、農地、
荒地 

工廠、雜林、果
園 

草生地、雜林、
聚落 

面積（公頃） 184.08 168.84 35.81 15 

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
畫類型  

產業型 產業型 產業型 重大建設 

規劃原則 ．產業機能為主 

．應配合國機國
造、智慧機械產
業發展導向，引

產業機能為主 

．整合東側大里
都 市 計 畫 工 業
區，發展產業腹

產業機能為主 

．本區域為夾雜
於 大 里 工 業 區
與 仁 化 工 業 區

配 合 后 里 花 博
重大建設、及后
里 東 站 新 建 工
程，預期發揮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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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整併後
之都市計畫
名稱 

擴 大 神 岡 都 市
計畫 

大 平 霧 都 市 計
畫 

大 平 霧 都 市 計
畫 

后 豐 潭 雅 神 都
市計畫 

擴大神岡 大里樹王  

（一期）  

十九甲與塗城  

（一期）  

后里東站  

 

入相關產業 

． 至 少 留 設
50% 土 地 予 未
登記工廠遷入 

地 

． 至 少 留 設
70% 土 地 予 未
登記工廠遷入 

之零碎農地，應
妥予規劃，擴增
產業發展腹地 

． 至 少 留 設
70% 土 地 予 未
登記工廠遷入 

西站串聯、引入
TOD 發展等機
能，改善后里火
車站周邊環境。 

 

圖 2-4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擬定單位：臺中市政府） 

(D) 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 

因應太平坪林地區防洪治水，以及目前規劃中之潭子聚

興產業園區、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以及太平產業園區，

一共劃設 4 處設施型分區。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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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滯洪需求劃設之設施型分區 1 處，1.42 公頃。 

 配合規劃中之產業園區劃設之設施型分區 3 處位於

非都市土地，各為潭子聚興產業園區（14.76 公頃）、神岡

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55.27 公頃）以及太平產業園區

（14.37 公頃）。 

(E)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與行政指導 

依循內政部 102 年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檢討後土地

使用分區使意圖如圖。 

 

圖 2-5 檢討後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擬定單位：臺中市政府） 

 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計畫 

都市更新地區之劃定係為各級政府推動都市更新之第一步，

亦為施政重點之政策宣示。以往辦理都市更新大多為小規模零星

進行，導致都市更新案對於都市整體再發展之助益不大，因此在

地區資源有限之限制下，必須選擇對整體都市最重要之重點策略

地區，劃定更新地區，作為政府推動都市更新政策之重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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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利後續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達成都市更新之目的。 

(1)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劃定更新地區 

依照都市更新條例第 5 條至第 7 條，授權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透過一般劃定、優先劃定與迅行劃定方式

劃定更新地區。 

A. 一般原則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5 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 主

管機關應就都市之發展狀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

係及人文特色，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更新地區，並視

實際需要分別訂定都市更新計畫，表明下列事項，作為擬訂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指導…」 

(A) 優先劃定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6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優先劃定為

更新地區︰ 

 建築物窳陋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不足，有妨害公

共安全之虞。 

 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建築物排列不

良或道路彎曲狹小，足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 

 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 

 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合。 

 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念價值，亟須辦理保存維

護。 

 居住環境惡劣，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治安。 

(B) 迅行劃定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視實際情況，迅行劃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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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並視實際需要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 

 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

受損壞。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為配合中央或地方之重大建設。 

(C) 中央主管機關劃定更新地區 

都市更新雖屬地方自治項目，但中央亦得扮演積極之角

色以協助全國更新政策之推展。基於國家資源有限，中央政

府應當選擇重大之更新計畫推動，如土地管理機關皆為中央

單位或某些特殊具有關鍵性、政策性的都市更新計畫，才能

產生示範性帶動效果。上述重大更新推動方式有二：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限期為之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

第 2 項規定，「前項更新地區之劃定或都市更新計畫之擬

訂、變更，上級主管機關得指定該管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限期為之….」。 

 中央主管機關逕為劃定 

依照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及第 9 條逕為辦理更新地

區之劃定、更新計畫之擬訂與更新事業之實施。賦予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或逕為劃

定更新地區並代為公告實施之權力，以加速重大策略地

區更新之推動。 

 都市計畫區 

都市計畫所規範空間範圍為都市計畫法所制定之都市計畫區，

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為重視管制性的土地使用計畫。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主要內涵在確保都市內各分區

土地使用性質、控制都市發展強度、維護都市土地使用及地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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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價值、引導都市土地有秩序地發展、改造市容景觀及提昇都市

居民之安全健康與生活品質（內政部營建署，2003：3-13）。都市

計畫為臺灣空間計畫體制中實施最具成效的計畫。 

根據「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都市土地包括已發布都市計畫及依「都市計畫法」第八十一條規

定為新訂、擴大或變更都市計畫而先行劃定計畫地區範圍，實施

禁建之土地；其使用依『都市計畫法』管制之，茲整理都市土地

使用管制範圍如下： 

(1)  實施都市計畫地區。 

(2)  新訂都市計畫先行劃定計畫地區範圍內實施禁建之土地。 

(3)  擴大都市計畫先行劃定計畫地區範圍內實施禁建之土地。 

都市計畫依計畫的性質劃分為市鎮計畫、鄉街計畫及特定區

計畫等三種類型。依位階區分為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兩種，其中

特定區計畫得將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合併擬定。主要計畫應有之

內容皆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15 條之規定。細部計畫為主要計畫範圍

內一部分地區更詳細的實質計畫，都市計畫地區得依都市階層及

規模，考量地方特性及實際發展需要，於細部計畫書內對住宅區、

商業區再予細分，予以不同程度管制，其內容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的規定。 

依「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 14 條則規定，都市計畫

範圍內土地得視實際發展情形，劃定下列各種使用區，分別限制

其使用：一、住宅區；二、商業區；三、工業區（特種工業區、甲

種工業區、乙種工業區、零星工業區）；四、行政區；五、文教區；

六、體育運動區；七、風景區；八、保存區；九、保護區；十、農

業區；十一、其他使用區。除前項使用區外，必要時得劃定特定

專用區如（表 2-3） 。 

 都市計畫農業區 

(1)  基於維護糧食安全目標，都市計畫農業區如符合優良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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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產環境、維持糧食安全功能之土地，或係屬農業主管

機關依據農業發展需求，認定應積極維護之地區，應儘量

維持為農業區，不宜任意變更轉用。 

(2)  除農業主管機關認定屬優良農地者外，都市計畫農業區

原則屬都市發展儲備用地，未來得視本計畫指導與各都

市計畫辦理需要，依相關規定辦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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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別一覽表 

法源 土地使用分區 

都市計畫法 1.住宅區 4.行政區 7.保護區 

2.商業區 5.文教區 8.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 

3.工業區 6.風景區 

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
行細則 

1.住宅區                            7.風景區 

2.商業區                            8.保存區 

3.工業區（特種、甲種、乙種、零星）  9.保護區 

4.行政區                            10.農業區 

5.文教區                            11.其他使用區 

6.體育運動區 

臺北市都市計畫施行
自治條例 

1.住宅區 5.文教區 9.農業區 

2.商業區 6.倉庫區 10.其他使用分區或特定專用區 

3.工業區 7.風景區 

4.行政區 8.保護區 

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自治條例 

1.住宅區（住 1、住 2、住 2-1、住 2-2、住 3、住 3-1、住 3-2、住
4、住 4-1） 

2.商業區（商 1、商 2、商 3、商 4） 

3.工業區（工 2、工 3）       8.農業區 

4.行政區                    9.保護區 

5.文教區                    10.行水區 

6.倉庫區                    11.保存區 

7.風景區                    12.特定專用區 

都市計畫法新北市施
行細則 

1.住宅區                           7.風景區 

2.商業區                           8.保存區 

3.工業區（特種、甲種、乙種、零星） 9.保護區 

4.行政區                           10.農業區 

5.文教區                           11.其他使用區 

6.體育運動區 

都市計畫法高雄市施
行細則 

1.住宅區 9.保存區 

2.商業區 10.水岸發展區 

3.工業區 11.農業區 

4.行政區 12.葬儀業區 

5.文教區 13.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 

6.漁業區 14.體育運動區 

7.風景區 15.電信專用區 

8.保護區 16.其他使用分區或特定專用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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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相關計畫 

我國現行土地使用相關計畫可分為國家空間策略、原住民、農業、國

家公園、海岸整體發展以及濕地保育等 5 類計畫，分別敘述如下。 

一、國家空間策略 

 臺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 

 時間：2004 年 

 主要內容： 

依據永續發展的基本原則、願景，並參考世界各國及聯合國

21 世紀議程相關實踐的文件，諮詢相關團體及個人，2004 年 11

月，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 18 次委員會議核定經建會提出

之「臺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作為我

國因應新世紀國際潮流的基本策略和行動指導方針。臺灣因地狹

人稠，自然資源不豐，天然災害頻繁，國際政治地位特殊，追求

永續發展比其他國家更具迫切性。 

「臺灣 21 世紀議程」分析臺灣環境特性後，提出「永續海島

臺灣」做為未來發展願景，並以永續環境、永續經濟及永續社會

三面向作為臺灣永續發展的基本原則與方向，並對應環境、經濟

及社會三面向提出相關的發展策略。 

 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   

 計畫時間：2008 年 

 主要內容：  

臺灣因地理與地質因素，地震及颱風發生頻繁，人為活動常

受天然災害影響，921 大地震後，原本敏感的地質更加脆弱，每遇

颱風豪雨，屢屢發生大規模的洪水及土石流，再加上地狹人稠，

長期與天爭地，濫墾濫伐，造成國土資源劣化，工程防治成本日

增，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更受威脅。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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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目的為： 

(1)  復育過度開發山地地區、河川區域、海岸及嚴重地層下陷

地區的生態環境，促進環境資源永續發展。 

(2)  限制山地地區、河川區域、海岸、地層下陷地區及離島的

開發行為，降低自然災害的發生，減緩災害所造成的危害，

減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 

(3)  保護山區原住民部落之安全，促進高山之永續發展。 

 傳統領域土地調查 

 計畫時間：2003-2007  

 主要內容：  

國內原住民族傳統土地領域調查研究計畫緣起於近一、二十

年來原住民族對於傳統土地與傳統領域－包括自然資源及在地文

化的權利訴求，加上國際間聯合國主張生物多樣性及多元文化的

思維，提倡對原住民文化及其與自然關係的尊重。透過原住民族

傳統領域調查研究工作紮根部落之發軔，希冀激發原住民族自我

之主體性，透過傳統土地與傳統領域之調查研究凝聚各部落之族

群認同、土地倫理與傳統生態智慧，並供作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為原住民族爭取權益之憑藉，以為原住民族永續發展之利基。 



105 年度「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40 

 

圖 2-6 調查部落分布圖 

資料來源：中國地理學會，2007 原住民族傳統領域土地調查《第五年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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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發展 

 農業發展條例 

(1)  計畫時間：2010 年  

(2)  主要內容：   

農業發展條例之制訂是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因應農業國際

化及自由化，促進農地合理利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穩定農業

產銷，增進農民所得及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準。 

第 3 條第 10 款對農業用地之定義為：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

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 

A. 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B. 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

場、集貨場、農路、灌溉、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 

C. 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冷凍

（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繁殖）場、集貨場、

檢驗場等用地。 

D. 第 3 條第 11 款對耕地之定義：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

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

牧用地。 

 氣候變遷下永續農地調適策略規劃   

(1)  計畫年期：2016。 

(2)  計畫內容： 

為因應氣候變遷衝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

於 2010 年 6 月召開「因應氣候變遷農業調適政策會議」，重要結

論如下： 

A. 確立臺灣農業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衝擊，研擬以「低風險、

低碳排、新商機」為願景，自 2016 年起將全面協助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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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導入氣候變遷考量因子，包括轄

內土地利用型態、產業發展、水資源等面向，以檢討轄

內各分級農地之產業價值鏈發展特性，明確農產業空間

布建之適宜性。 

B. 因應國土計畫法通過，透過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與農

地脆弱度及調適類型交叉研析，並考量該地區之調適策

略及行動計畫後，作為現行農業用地轉換為各國土功能

分區初步判斷之參考，並對於具有重疊功能分區之虞者，

明確其功能分區之歸屬，提供各國土功能分區研擬管制

規範時如何從產業需求引導管制之方向。 

C. 確認農地類型與轉換 

D. 先確認農地調適計畫之範圍及目標，再評估農地脆弱度

並確認農地調適熱點，最後擬定農地調適策略與行動計

畫及後續監控。 

 國家公園計畫 

國家公園計畫依據國家公園法第八條第三項定義為：「指供國家

公園整個區域之保護、利用及發展等經營管理上所需之綜合性計畫。」

國家公園計畫於國土計畫體系之定位如下： 

國土計畫法通過前，分為綜合發展計畫體系與區域計畫體系，於

此兩階段過去國家公園土地乃依據國家公園法之規定進行管制，且國

家公園得按區域內現有土地利用型態及資源特性，劃分一般管制區、

遊憩區、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及生態保護區等進行管理。 

國土計畫通過後，未來臺灣空間計畫體系將轉變為全國國土計畫

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兩層級，並基於保育利用及管理之需要

將劃設四大功能分區，包括國土保育地區、城鄉發展地區、農業發展

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又因國家公園法第二條規定：「國家公園之管

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因此，

未來若依循國土計畫法將國家公園土地將納入國土保育地區之內，則

除了適用於原來之國家公園法外，亦須遵循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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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國國土計畫（含特定區域計畫及都會區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作為上位指導計畫。 

 海岸整體發展 

 2013 年-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第二期）  

(1)  計畫時間：2013  

(2)  主要內容：   

73 年行政院核定實施「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

畫」，臺灣海岸地區之保護開始受到重視，相關部會依法公

告劃設「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國有林自然保

護區」及「漁業資源保育區」，並成立國家公園、國家風景

區等積極推動相關保護措施。內政部營建署統計，100 年臺

灣本島地區之自然海岸線比例僅剩約 44.50%，海岸線被人

工設施所取代，加計離島部分，自然海岸線比例則約 56.11%。

為確保臺灣自然海岸線不再損失，避免不當海岸工程衝擊自

然環境平衡，確保海岸永續發展，內政部研提第二期「永續

海岸整體發展方案」行政院於 2013 年 2 月 8 日核定。 

在此計畫中明確提出劃設海岸地區劃設的依據、條件及

成果如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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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海岸地區劃設依據與條件 

壹、劃設依據 

依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94 年通過之「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將海岸地區
定義為：「平均高潮線至第一條 

省道、濱海主要公路或山脊線之陸域，以及平均高潮線往海延伸至三十公尺等深線，
或平均高潮線向海六公里所涵蓋之海域，取其距離較長者為界，並不超過領海範圍之
海域及其海床與底土。」 

貳、劃設原則 

（一）以最近海岸線之第一條山稜線或距海岸線 3 公里所涵蓋之區域為主。 

（二）如第一條山稜線距海岸線超過 3 公里之範圍，則以最近海岸線之省道為主，其
他道路、明顯山頭之連線及行政區界為輔。 

（三）海岸地區為海陸交互作用之地區，前項最近海岸線之省道如距離海岸線小於 1
公里，應以第二條省道、其他道路或行政區界為主。 

（四）河口地區以接近海岸線主要道路之橋樑及堤防為界；另考慮生態敏感區之完整
性予以納入。 

（五） 落實管理範圍之一致性，以公告之國家公園及國家風景特定區範圍為界。 

（六）考量海岸地理空間之完整性，港區及在上述各項原則內之都市計畫地區、工業
區、核電廠、重大建設等開發地區亦列入海岸地區管理範圍。 

（七） 第一條山稜線距海岸線超過 3 公里，以平均高潮線向陸地 3 公里範圍或其他
適當等高線劃設。 

（八）為確保生態環境敏感地帶（如溼地、重要野生動物棲息地、各種生態保護區等）
之完整性，海岸地區得超過距離海岸線 3 公里所涵蓋之範圍。 

資料來源：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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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管理法  

(1)  通過時間：2015 

(2)  主要內容：  

政府為維繫自然系統、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因應氣候

變遷、防治海岸災害與環境破壞、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推

動海岸整合管理，並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因此制定海

岸管理法，以海岸地區範圍界定、擬訂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資源保護與海岸防護、規範海岸地區之利用管理等四項為主

要內容： 

A. 由海岸主管機關做為海岸地區相關機關管理之整合平臺，

訂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使海岸地區能朝向一致性發

展，防止或減輕不同部門之間的衝突，確保跨域管理連

貫性及跨界合作。 

B. 管制保護自然資源及災害防治，規範禁止使用及相容使

用事項，以因應不同保護、防護標的及地理環境特性管

理經營需要。 

C. 建構海岸地區審查許可機制，規範對海岸生態衝擊採取

相關彌補措施，並管制近岸海域（如圖 2-3 ）與公有自

然沙灘獨占性使用及人為設施興建，保障公共通行及公

共水域之使用。 

D. 訂定參與機制，規範計畫擬訂前之意見徵詢、草案內容

之公聽程序及核定後之展示等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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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國土與海岸地區空間關係圖 

資料來源：http://www.moi.gov.tw/chi/chi_ipmoi_note/ipmoi_note_detail.aspx?sn=137 

  

http://www.moi.gov.tw/chi/chi_ipmoi_note/ipmoi_note_detail.aspx?sn=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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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1)  計畫年期：2016 

(2)  計畫內容：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以資源保護、海岸防護和永續發展為

中心。近程及遠程目標如下： 

A. 近程目標：要達到劃定海岸地區範圍、劃設海岸保護區

或防護區如，及擬定海岸保護計畫或防護計畫，並依各

使用分區之管理計畫採許可制度加以管理等目標。 

B. 遠程目標： 

(A) 配合海岸法完成立法程序，取得計畫之法源依據=.  

(B) 保護海岸地區生態體系，防護與減輕海岸地區災害，引

導海岸地區產業活動區位合理配置，使海岸地區資源永

續利用與保存。 

(C) 協助海岸地區管理機關推動與實施管理計畫，達到資源

之保存與利用，達成各級管理機關協調合作及提高公共

參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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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海岸功能分區 

 海岸保護區 海岸防護區 

定
義 

為保護自然界或人文環境中稀少特性
之資源，而加以劃定範圍，並予以特別
之保護與管理。 

為防護環境災害而劃定並賦予特別關
注之地區。 

功
能
分
區 

一級：  

重要水產資源保育地區 

珍貴稀有動植物重要棲地及生態廊道 

特殊景觀資源及休憩地區 

4.重要濱海陸地或水下文化資產地區 

5.特殊自然地形地貌地區 

6.生物多樣性資源豐富地區 

7.地下水補注區 

8.經依法劃設之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
地及其他重要之海岸生態系統 

9.其他依法律規定應予保護之重要地區 

二級： 

保護標的之資源條件屬次重要、次珍貴
稀有或次特殊者 

海岸侵蝕地區  

洪氾溢淹地區 

暴潮溢淹地區 

地層下陷地區 

其他潛在災害地區 

有前述海岸災害之一者，得視其嚴重
情形，劃設為一級或二級海岸防護區，
並分別訂定海岸防護計畫。 

資料來源：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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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地保育法 

(1)  通過時間：2013 

(2)  主要內容： 

濕地對於調節氣候、糧食供應、維護生物多樣性，具有

重要意義，所以制定濕地保育法以濕地生態保育為優先，確

保濕地天然滯洪等功能，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濕地生態保

育及明智利用而制定。 

濕地保育法中對「濕地」的定義，是「指天然或人為、

永久或暫時、靜止或流動、淡水或鹹水或半鹹水之沼澤、潟

湖、泥煤地、潮間帶、水域等區域，包括水深在最低低潮時

不超過六公尺之海域。」該法將溼地分為國際、國家以及地

方級三種分級管理制度，濕地若經濕地保育法評定、公告後，

則成為法定「重要濕地」，並應依濕地保育法相關規定為管

制及使用。另外濕地法也建立重要濕地之開發迴避、衝擊減

輕及生態補償制度，並規定濕地標章之設立、管理及濕地基

金之設立、來源及用途。 

現行開發許可制度沿革與規定 

區域計畫完成通盤檢討公告實施後，不屬第十一條之非都市土地，符

合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者，得依左列規定，辦理分區變更： 

一、政府為加強資源保育須檢討變更使用分區者，得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時，逕為辦理分區變更。 

二、 為開發利用，依各該區域計畫之規定，由申請人擬具開發計畫，

檢同有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報經各該區域

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辦理分區變更。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為前項第二款計畫之許可前，應先將申請開發案提

報各該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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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制度運作方式，始於 77 年 6 月 29

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修正。自此，非都市土地之用

地變更編定面積在 10 公頃以上者，應徵得各該區域計畫原

擬定機關之同意。 

二、至 89 年 1 月 26 日區域計畫法之修正，確立非都市土地開發

許可具有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之內涵，並將開發許可之辦理程

序及實質審查標準予以法制化。 

三、因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需求、實務審查累積之經驗等因素，

開發許可辦理程序及實質審查標準有關法令亦持續進行多次

修正，整個開發許可機制實施至今，無論程序或實質審查標

準均已趨於完備。 

土地使用計畫體系課題之探討 

在民國 96 年（2007）行政院經建會因應臺灣地區土地經由區域計畫、

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等體系進行土地使用管制，衍生下列問題： 

一、 未將海岸及海域予以宣示，未能突顯海洋國家特色。 

二、 全國及縣（市）土地未作使用整體規劃，欠缺宏觀願景。 

三、 未能落實國土保育與保安，造成環境破壞。 

四、 水、土、林業務未能整合，缺乏有效管理。 

五、 重要農業生產環境未能確保完整，影響農業經營管理。 

六、 城鄉地區未能有秩序發展，公共設施缺乏配套規劃。 

七、 非都市土地實施開發許可缺乏計畫指導。 

八、 都會區域重大基礎建設缺乏協調機制，影響國際競爭力。 

九、 對於發展緩慢及具特殊課題之特定區域，亟待加強規劃。 

十、 部門計畫缺乏國土計畫指導，造成無效率之投資。 

如今國土計畫法已通過，然而至正式實施尚有 6 年過渡期，現行空間

計畫體系，為全國區域計畫為最上位之法定計畫，其中對於四大分區分別

提出相關課題如下，本計畫將藉由整合現有計畫與課題，改善全國國土計

畫之施行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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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上所述，攸關臺灣國土發展最上位之國土三法，國土計劃法、海岸

管理法及濕地保育法已於 2015 年全部完成，立法比較如下。 

表 2-10 國土三法立法比較表 

名稱 

項目 
國土計畫法 海岸管理法 濕地保育法 

立法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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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本法。 

臺灣具海、陸生態系統的特
性，擬定「海岸管理法」指
導海岸地區的保育與利用，
整合機關的管理權責，以促
進海岸地區的永續發展。 

為確保濕地功能，維護濕地
生物多樣性，兼顧濕地明智
利用，擬具「濕地保育法」。 

立法重點 

全國國土計畫之擬訂、公告、
變更及實施。 

對直轄市、縣（市）政府推
動國土計畫之核定及監督。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劃
設原則之規劃。 

使用許可制度及全國性土地
使用管制之擬定。 

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資源地
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
廢止之核定。 

其他全國性國土計畫之策劃
及督導。 

1.透過「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之訂定，揭櫫海岸地區基本
規劃管理原則，整合海岸地
區管理機制。 

2.透過「海岸保（防）護計畫」
之管制，保護自然資源及防
治災害。 

3.建構海岸地區特定區位審
查許可機制，並進一步管制
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
占性使用。 

1.重要濕地之評定程序。 

2.針 對不 同 特性 之重 要 濕
地，以保育利用計畫因地制
宜訂定最佳的管理策略。 

3.重要濕地之開發迴避、衝
擊減輕及生態補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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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土地使用相關之實證研究成果 

本研究回顧內政部營建署 2006 年「國土規劃前置作業辦理計畫」以及其

他相關研究，將其研究成果彙整如下表 2-11： 

表 2-11 2006 年「國土規劃前置作業辦理計畫」以及其他相關研究成果彙整 

研究題目/

年份 
研究內容 相關研究成果 

國土規劃前

置作業辦理

計畫子計畫

1 都會區域

規劃標準作

業程序之研

究/2006 

(一) 國土計畫體系之架構分

析 

(二) 都會區域計畫之作業程

序 

(三) 都會區域計畫作業程序

之內容架構 

(四) 都會區域計畫之資料庫

建置規範 

(五) 都會區域計畫之治理機

制 

(六) 都會區域部門綱要計畫 

(七) 都會區域之審議程序 

(一) 以成長管理的概念，在縣市綜合發展計

畫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的基礎上，

規範土地開發活動，指導公共設施闢

建，引導都市發展趨勢，確保環境品

質，並促進經濟成長的管理機制。 

(二) 全國國土計畫的土地使用概念圖為藍圖

式規劃理念。其所包括到國土功能分區

之劃設及其土地使用管制原則，應有較

明確的規劃內容；建議全國國土計畫中

的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採用藍圖式規劃理

念較妥。 

(三) 規劃都會區域計畫時，須納入「自然資

源」、「人口及住宅」、「交通運輸」、「公

用設備」、「公用設施」以及「產業經

濟」。各項圖資並有其他評估項目。 

(四) 資料之規範以效率指標為原則，採用成

長容受力之概念，種類如：環境容受

力、設施容受力、經濟容受力、感官容

受力，每項皆有可參考變數。 

國土規劃前

置作業辦理

計畫子計畫

(一) 研擬如何劃設臺灣都會

區域範圍之條件、方法

與程序。 

(一) 將一個都會區域以四種界線分割出四種

區劃。四種界線包括社會公平界線、環

境保護界線、成長管理界線、以及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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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

年份 
研究內容 相關研究成果 

2 臺灣都會

區域範圍劃

設準則之研

究/2006 

(二) 模擬劃設臺灣的都會區

域界線，以供全國國土

計畫劃設都會區域範圍

之參考。 

發展界線。 

1. 社會公平界線：最外圍 

2. 環境保育界線：規範區隔「國土保

育地區」與「緩衝發展地區

（buffer zone）」的界線。在「社

會公平界線」與「環境保育界線」

之間，係屬國土保育地區。 

3. 成長管理界線：都會區域範圍的最

內層，避免蔓延發。在成長管理界

線以內的地區稱之為「重點投資地

區」；在成長管理界線範圍外之地

區是都會區的緩衝發展地區。 

4. 預測發展界線：介於「成長管理界

線」與「環境保育界線」之間，旨

在提供未來發展所需之成長空間，

是以彈性的規劃許可或開發許可方

式處理。 

(二) 臺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之步驟： 

1. 決定臺灣都會區域的個數。 

2. 劃設「基本生存受益權保障」範

圍。 

3. 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範圍。 

4. 劃設「重點投資地區」範圍。 

5. 劃設「預測發展界線」。 

國土規劃前

置作業辦理

(一) 從環境、社會、經濟、

法制面探討海洋管理願

(一) 「國土」建議逐步建構為「陸域」、「海

岸」和「海域」三大領域之總體觀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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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

年份 
研究內容 相關研究成果 

計畫子計畫 

3 國土計畫

海域範圍之

界定與規劃

議題之研究

/2006 

景 

(二) 合理界定國土計畫（臺

澎金馬）海域範圍 

(三) 探討海域規劃與資源保

育之課題 

(四) 落實海域及海岸之經營

管理 

應之法令體系，並應進行研究整合。 

(二) 「海域功能區劃制度」方向及重點工

作： 

1. 建立海洋環境資訊系統 

2. 建立海洋環境敏感度分級管理制度 

3. 改進環境影響評估制度 

4. 擬訂海岸地區整合管理計畫 

5. 建立海洋與海岸管理制度 

國土規劃前

置作業辦理

計畫子計畫

7 農地釋出

土地未來發

展利用之研

究/2006 

(一) 以新竹縣市地區作為農

業發展地區之劃設及農

地釋出之空間規劃模擬

作業。 

(二) 透過農地資料蒐集與分

析，農地分派模擬之調

整，了解農地釋出之總

量與區位，以作為建立

農地釋出利用與管理作

業執行程序之基礎 

(三) 透過空間分派模式估計

模擬新竹地區各鄉鎮市

之發展。 

(四) 根據農地釋出至其他功

能分區之情況與需求，

研擬未來農地優惠政策

調整原則與執行構想。 

(一) 進行農業發展地區劃設作業模式將循以

下指導原則： 

1. 以國土永續發展與生產、生活、生

態之三生一體為目標。 

2. 農業發展地區以確保農業永續發展

為原則。 

3. 確保農業發展地區內土地使用與分

區劃設目標一致。 

4. 計畫引導農業發展地區配置適宜性

與法制規範合理之土地使用。 

5. 保持農業發展地區土地利用之彈性

與效率。 

6. 農業發展地區之土地、建築物及設

施的使用，不得妨礙農業永續經

營。 

(二) 影響農地生產環境因素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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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

年份 
研究內容 相關研究成果 

1. 農地使用潛力指標部分 

(1) 生產力等級 

(2) 農地重劃 

(3) 農地使用現況 

(4) 區塊完整性 

2. 限制性因素指標部分 

(1) 與都市計畫地區鄰近之程度 

(2) 鄰近政府規劃之工業區或科學

園區之程度 

(3) 鄰近已定案的國家重大建設計

畫或已定案之縣市綜合發展計

畫預定地 

國土規劃前

置作業辦理

計畫子計畫

9 國土計畫

法施行細則

與相關子法

之制定

/2006 

(一) 草擬國體計劃法施行細

則草案全文共 23 條 

(二) 研擬「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劃設及變更作業條

件」及「都市計畫及國

家公園範圍外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之立法原則

及基本架構 

(三) 國土法與其他專業法律

競合問題之研究 

(四) 以日德兩國國土計畫法

制為藍本，檢視我國國

土法草案並提出修法建

(一) 國土保育地區： 

1. 劃設條件 

(1) 保護自然資源 

(2) 保護生物多樣性 

(3) 保護自然景觀 

(4) 保護文化資產 

(5) 防治天然災害 

(6) 確保國防安全 

2. 保育地區劃設 

(1) 生態資源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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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

年份 
研究內容 相關研究成果 

議 (2) 景觀資源保育區 

(3) 水資源保育區 

(4) 災害潛勢區 

(二) 農業發展地區 

1. 劃設條件：應涉及土地潛力之細類

項目為基礎，對農地予以分級 

2. 農業地區劃設 

(1) 第一種農地（農業生產力高，

經農地重列事業完成且具備可

利用高性能農業機械經營者） 

(2) 第二種農地（緩衝地帶的農

地） 

(3) 第三種農地（已施行土地重列

事業地區之農地） 

(三) 城鄉發展地區 

1. 劃設條件 

(1) 永續發展原則之建立 

(2) 尋求優質居住環境與效率生產

環境之平衡點 

(3) 地區發展條件之評估與測定 

(4) 完整公共設施之配套與評估 

2. 城鄉地區劃設 

(1) 第一種城鄉發展地區（現行土

地使用管制體系之都市計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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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

年份 
研究內容 相關研究成果 

區） 

(2) 第二種城鄉發展地區（現行區

域計畫法所劃定之鄉村區範

圍） 

(3) 第三種城鄉發展地區（現行開

發許可規範下之土地） 

(4) 第四種城鄉發展地區（因故未

劃入國土保育區及農業發展區

的非都市計畫土地） 

以上條件與劃設用地可供未來實施國

土計畫政策與功能分區劃設參考 

國土計劃法

架構下農地

資源分級劃

設之研究/ 

2005  

(一) 探討國土計劃法架構

下，農業發展區之次分

區劃設與管理。 

(二) 透過土地適宜性分析之

技術，考量潛力因素與

限制因素，包括：區塊

完整性、生產力等級、

農地使用現況、農地重

劃、是否鄰近都市計畫

地區、是否鄰近政府規

劃工業區或科學園區、

是否鄰近已定案的國家

重大建設計畫或縣市綜

合發展計畫之預定地等 

(三) 以疊圖分析加總各圖層

評點，將農地分級劃設

為三種等級，同時擬定

(一) 農地分級劃設之評估指標 

1. 農地之內部因素：評估指標項目有

區塊完整性、生產力等級、農地使

用現況、農地重劃 

2. 農地之外部因素（城鄉發展等外部

因素）：是否鄰近都市計畫地區、是

否鄰近政府規劃工業區或科學園

區、是否鄰近已定案的國家重大建

設計畫或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之預定

地 

(二) 次分區之界定標準 

1.第一種農業發展地區係指具備優良

農業生產環境、具有維持糧食安全

功能且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

設施之土地 

2.第二種農業發展地區係指未曾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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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

年份 
研究內容 相關研究成果 

後續管制之機制，提供

地方政府未來作業之參

考。 

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農地，但

該農地具有良好農業生產環境，且

具維持糧食生產功能者 

3.第三種農業發展地區為仍具有糧食

生產功能之農地，但其生產環境受

到外在因素之干擾 

我國合理土

地使用分區

管制與使用

管理制度之

研究/2014 

(一) 蒐集文獻與法令規定，

分析國內現行都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度

因應產業發展需求之課

題，作為制度調整之依

據。 

(二) 針對產業發展需求，參

酌國外相關彈性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作法，提出

適用於國內之制度改進

策略，以供各級政府參

考。 

(三) 分析我國都市及非都市

土地違反使用管制規定

之現況及相關管理作

法。 

(四) 研擬制度面、政策面及

法令面之具體改進建

議，進而提出我國有效

之違規土地使用管理制

度。 

(一) 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度之應

備要素兼顧社會公平正義、因應產業

發展需求、維護生活環境品質，其中

皆須考量彈性管理原則、合理管制原

則 

(二) 都市土地使用管制之政策理念與方向 

1. 空間規劃 

(1) 以計畫指導產業發展區位 

(2) 特定產業專用區之劃設與彈性

管制 

(3) 促進產業用地之活化與再發展   

(4) 建立產業用地預警系統 

2. 研訂/修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3. 執行管理：建立合理之回饋機制、

定期檢討管制內容、建置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監測系統建立合理之回

饋機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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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在全球趨勢與長期臺灣空間發展過程中，國土計畫法承載諸多國家空

間發展重要議題，包含產業、防災、景觀、農業、海洋、原住民傳統領域

等重要關鍵議題，未來國土計畫法將國土空間劃設為四大功能分區，在分

區的轉換上如何能有通用性規範與因地制宜的彈性做法為本計畫之重要

任務，如何讓目前各功能分區之分類、編定與原有制度妥善銜接，需考量

法規、行政命令轉換，以及減少人民財產權之衝擊，為本計畫日後制定規

則所必須考量。 

藉由回顧相關計畫，本計畫對國土計畫之四大功能分區在劃設時所需

注意之議題整理如下： 

一、 不同法令之間的協調整合如海岸管理法、濕地法等，在 3 浬

與 3~12 浬間海域劃分，與相關土地指導事項。 

二、 國土計畫與不同行政部門之間的議題溝通，如農委會、原民會

等單位溝通協調。 

三、 土地現狀與劃設規則之設定，如萎縮發展的鄉村地區應劃設

成為何種用地，議需有更多討論。 

四、 原住民生活與文化領域在國土空間劃設之議題應有所應對。 

五、 未將海岸及海域予以宣示，未能突顯海洋國家特色 

六、 全國及縣（市）土地未作整體規劃使用，欠缺宏觀願景 

七、 未能落實國土保育與保安，造成環境破壞 

八、 水、土、林業務未能整合，缺乏有效管理 

九、 重要農業生產環境未能確保完整，影響農業整體發展 

十、 城鄉地區未能有秩序發展，公共設施缺乏配套規劃 

十一、 非都市土地實施開發許可缺乏計畫指導 

十二、 都會區域重大基礎建設缺乏協調機制，影響國際競爭力 

十三、 對於發展緩慢及具特殊課題之特定區域，亟待加強規劃 

十四、 部門計畫缺乏國土計畫指導，造成無效率之投資等 

十五、 為利跨部門計畫及跨縣市協調與整合，有關全國國土計畫、都

會區域計畫之審查或衝突協調等，建議宜由內政部層級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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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行政院處理，並於行政院設置國土計畫委員會 

十六、 因應國際競爭趨勢，都會區域應設置都會區域基礎建設及產

業發展等協調推動機制，甚至建議成立都會區域政府 

十七、 配合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若有急迫性之生態保護及國土保

安需要，建議於條文內明訂法定預算，以作為徵收或補償之財

源 

十八、 新發布實施都市計畫或完成開發許可之城鄉發展地區，建議

應即反應土地價值，並依法課徵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以防止

土地炒作 

十九、 現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規定，易造成重要農業生產環境之破

壞，建議應予保護 

對於本計畫在劃設上的諸多待解決之議題，於相關領域聘請專家學者，

以提供本計畫之充分討論與蒐集多元意見，使未來功能分區之劃設過程做

妥善之轉換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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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案例分析 

日本國土空間計畫 

臺灣都市計畫體制部分沿用日本體制，在地理環境上日本與臺灣多有

相同之處，地理區位發展差距較小，國土結構分區上大部份為多山丘陵，

可供利用的土地面績不大，日本國土亦出現城鄉發展不均，因此本案透過

文獻回顧探求其國土規劃發展對於臺灣之啟示。 

日本國土空間計劃體系之變革可分為兩階段，一段為 1962 至 2008

年，一則為 2008 至今。 

自 1962 至 2008 年以來國土計畫層次的法令依據有兩項，分別是「國

土綜合開發計畫法」以及「國土利用計畫法」。而 2008 至今，日本政府歷

經組織變革，將原本的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修正為「國土形成計畫法」、

2008 年訂定國土形成計畫之「全國計畫」、2009 年訂定國土形成計畫之

「廣域地方計畫」，廢止「都道縣綜合開發計畫」、「地方綜合開發計畫」

及「特定地域綜合開發計畫」，日本國土空間計畫體系對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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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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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日本國土空間計畫體系對照表 

 全國綜合開發計畫 國土利用計畫 國土形成計畫 

依據法律 國土綜合開發法 國土利用計畫法 國土形成計畫法 

沿革 1962 年  

全國綜合開發計畫 

1969 年  

新全國綜合開發計畫 

1977 年  

第三期綜合開發計畫 

1987 年  

第四期綜合開發計畫 

1998 年  

第五期綜合開發計畫 

1976 年 第一期 

1985 年 第二期 

1996 年 第三期 

2008 年 全國計畫 

2009 年 廣域地方計畫 

 

性質 指導性、綱要性的計

畫。 

國土開發、構想與政

策的綜合計畫。 

協調各公部門之公共

建設與協調指導日本

國內各區域之綜合開

發方向與策略的上位

計畫 

有關整個國土綜合性、

基本性國土利用之長期

計畫在國土利用上，本

計畫為其他全國性各種

計畫之根本依據。 

推動國土利用、整備及

保全而擬定之綜合性基

礎計畫。包括因應人

口、產業與經濟結構的

變遷、順應地方特性發

展、確保國民生活安

全、保全自然資源環境

等來實現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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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綜合開發計畫 國土利用計畫 國土形成計畫 

應訂之事

項 

此係中央或地方公共

團體所採行措施之綜

合且基本之計畫，內

容為下列所揭事項： 

1. 土地、水及其他

天然資源利用之相關

事項 

2. 有關防除水害、

風害及其他災害之事

項 

3. 有關都市及農村

之規模與配置之調整

事項 

4. 有關產業適當配

置區位元之事項 

5. 有關政府設施等

規模、配置事項。 

1. 有關國土利用之事

項 

2. 劃分各種使用分區

及擬定各分區將來之規

模及發展目標。 

1. 土地、水及其他國

土資源的利用及保全。 

2. 海域之利用及保全

（排他的經濟水域及有

關大陸棚事項）。 

3. 震災、水害封害與

其他災害的防除與減

輕。 

4. 都市及農山漁村的

規模及配置的調整及整

備。 

5. 產業的適切立地。 

6. 交通設施、資訊通

信設施、關於科學技術

研究設施與有關重要的

公共設施利用、整備及

保全。 

7. 有關文化、福祉級

觀光的資源保護及設施

的利用與整備。 

8. 創造良好環境的國

土形成、以及其他環境

保全與良好景觀的形

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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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國綜合開發計畫 

日本的全國綜合開發計畫之法源依據為《國土綜合開發法》，其對

於國土綜合開法可以如下定義：所謂國土綜合開發就是對國土和自然資

源進行綜合利用、開發和對國土的保全活動或事業。其具體內容應當包

括：1.對地下資源、農林資源、電力資源的開發；2.綜合交通體系等社

會基礎設施建設；3.人口的合理分佈以及產業基礎設施、文化設施和休

閒娛樂設施的合理佈局；4.城市、農村規模以及合理佈局；5.治山治水

等國土保全和自然災害防治等。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中規定有全國綜合開發計畫、都道府縣綜

合計畫、地方綜合開發計畫、特定地域綜合開發四項計畫。 

是一項指導性、綱要性的計畫，此計畫為宣示日本國土開發、構想

與政策的綜合計畫，並具有協調各公部門之公共建設與協調指導日本國

內各區域之綜合開發方向與策略的上位計畫。 

日本從 1962-1998 年，批准了五次全國性綜合開發計畫，按 10 

個地區編制的地區規劃以及 47 個都、道、府縣和 3300 多個市、町、

村編制（陳芸楷，2008）。根據「日本戰後國土計畫萌芽及其後之展開

過程」指出，日本的國土規劃經驗由戰後「全國綜合開發計畫」的流變

做開端，因此本研究將以此進行回顧。 

 第一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1961-1968 年） 

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國土處於亟需復原階段，基此日本於 1950 

年制定了「國土綜合開發法」；依據此項法律，日本政府設立了「國

土計劃局」，日本第一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於 1962 年 10 月正式公佈

名稱為《全國綜合開發規劃》。 

開發措施為據點式開發模式，主要在新產業城市與工業建設特別

地區進行重點開發。此外，第一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也將區域分為「過

密地區」、「整治地區」、「開發地區」三種。計畫果效主要呈現在「新

產工特地區」的實施成果，以新產工特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狀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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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發展狀況、居民收入和人口動態等指標。 

 新全國綜合開發規劃（1969-1976 年） 

此階段為日本經濟快速起飛時期，大量青年湧入都市就業，高度

都市化的結果造成城市交通擁擠、住宅不足、能源缺乏、用水供應緊

張等城市過度擁擠現象，此規劃目標為解決解決「城市過度擁擠與鄉

村過度稀疏」問題，提出了到目標年 1985 年未來 20 年的國土利用、

國民生活和經濟發展三個目標框架（張季風，2004）。 

新全國綜合開發規劃提出是「廣區域生活圈」的構想，其將日本

全國從大到小區分為三次圈，二次圈、一次圈，三次圈範圍最大包含

日本全國，二次圈（經濟區廣域開發行政圈）區分為大城市圈與地方

圈等七個大經濟區（分別為大城市圈的首都圈、中部圈、近畿圈、地

方圈的北海道圈、東北圈、中四國圈、九州圈），一次圈的「廣區域

生活圈」（張季風，2004），如下圖 2-8 所示。 

 

圖 2-8 日本各圈域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轉繪自陳芸楷，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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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施的具體成效為：建構完善的交通運輸網絡、國土結構的重

組、建構完善社會基礎設施、擴大內需市場、國土廳的成立，其中國

土廳的成立建立日本國土規劃主管機構，對未來推動國土規劃相關事

項具有正面助益。 

 第三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1977-1986 年） 

因應內外環境的影響，其所選擇的“定居構想”的開發方式，其

主要目標有兩項：第一是創造適宜人居和諧的國土環境，第二抑制人

口向大都市集中，振興地方產業，解決城市過度擁擠與鄉村過度稀疏

問題（張季風，2004）。，第三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具體提出「定居

構想」的開發模式，奠定在「居住區」、「定居區」和「定居圈」三種

概念上。 

第一，「居住區」是指人們進行日常生活、生產的最近、最小區

域，保持著地理上功能上的緊密聯繫例如農村的部落或城市的社區，

大約由 50-100 戶構成。全國將形成 30 萬-50 萬個「居住區」。 

第二，「定居區」是指由若干「居住區」結合在一起組成的較大

生活區域，比如，以小學學區為單位形成一定規模的基礎社區生活圈。

全國將形成約 2 萬-3 萬個「定居區」。 

第三，「定居圈」是指以若干個「定居區」組合在一起的更大的

活圈，特別是位於主要河流流域的城市和農村、山村、漁村一體化的

流域生活圈。全國將形成個 200-300「定居圈」。 

此構想在疏解人口向大都市集中與分散地方上具有些許的效果，

同時結合「田園城市」構想，逐漸注入精神文化層面的思考方向，對

於日本未來國土開發的思維具有正面的助益。 

 第四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1987-1997 年） 

當時的日本東京已成為如美國紐約、英國倫敦一樣，成為必須對

外開放的國際商業金融中心，使人口大量湧入東金，但卻也因日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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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勞動時間相較於歐美高出許多，在政策上勢必配合調整，因此提出

兩個主要目標分別為透過「交流網絡構想」形成「多級分散型的國土

結構」，以及「休閒娛樂區構想」的實施。此構想為透過交通，網絡

的聯結來振興地區經濟，以形成多級分散型國土結構，均衡區域發展，

解決東京集中問題與振興地方經濟。 

在交流網絡構想方面：主要從第三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的定居圈

方式為主軸，從點的方式透過網絡如：交通幹線、網路數位元資訊、

通信的連結、產業分散、中央行政機構遷移至地方，進而帶動地方圈

的經濟發展，同時建立周邊衛星城市的國際連結功能（陳芸楷，

2008） 。 

綜合休閒娛樂區方面：其效果不彰，休閒娛樂開發造成經濟效益

是短暫的且有限，但環境與生態破壞卻是永遠的。 

 第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1998-2008） 

日本於 1998 年經內閣正式批准公告，規劃目標年為 2010 年-

2015 年，名稱為「21 世紀國土的宏偉藍圖-促進區域自立與美麗的

國土」，透過思維的修正把從經濟發展為主軸的國土規劃政策調整為

建構國土長期永續發展方向，透過發展區域特色，建構與自然融合多

樣多軸型的國土結構。其實施成效可分為以下三點（張季風，2005）： 

 國土規劃的思維方面： 

在面臨 21 世紀的到來，日本的國土規劃思維已開始形塑永

續發展的國土結構，經濟發展的概念逐漸退色，追求多樣文化、

人文與自然融合的國土管理概念已漸融入國土規劃的政策中。 

 多軸型國土結構方面： 

多軸型國土結構是日本在經歷四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後的新

國土策略，其主要的目標仍是在解決東京過密的問題，多軸型的

發展是從早期第一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的據點發展，到第二次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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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交通連結為線的發展，進而到第三次定居圈的發展，第四次的

交流網絡構成的發展，然其所成就的是東京與太平洋沿岸地區的

一級一軸發展，而第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所宣示的多軸型國土

軸結構，期發展各區域特色的文化、人文與自然環境融合的開放

永續國土結構，是日本在邁向新世紀的重大政策。 

 參與和協作方面： 

結合民間企業外，號召志願者團體與人民的主動參與是此時

期的重點，透過區域的自立、自力與結合非政府組織、公益團體

與地區居民的共同參與，發展多元文化特色的地區環境，是參與

和協作的主要目的。 

二、國土利用計畫1 

國土利用計畫為日本國土之綜合性、計畫性使用之基本構想，包括

國土利用基本方針、各利用分區之基本方向、區域類型別之基本方向。

為土地利用之最高的指導原則，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大都市圈發展計畫，

地方開發計畫及各種振興計畫中有關土地利用原則及計畫以及都道府

縣的土地利用基本計畫等皆應遵循國土利用計畫之指導原則。 

其將日本國土，劃分各種使用分區及擬定各分區將來之規模及發展

目標。其土地使用分區包括農地、森林、原野、水域、道路、住宅用地、

工業用地、其它建地、功用及公共設施用地、遊憩用地、低度用地及沿

岸地，日本土地利用基本計畫之五大區域區分如下所示。 

國土利用計畫為基於國土利用計畫法所制定之計畫，以及有關國土

利用之其他計畫的根據。在國土利用計畫中共有三個層次計畫，即全國、

都道府縣、市町村。此為從不同的行政層級的立場，做必要的計畫。 

                                                        

1主要參考內政部營建署，國土規劃前置作業辦理計畫─子計畫 4 國家長程重大建設策略落實於

國土計畫部門綱要計畫之研究之成果報告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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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計畫 

經過聽取都道府縣知事意見之後，由國土交通大臣作成提案，經由

閣議決定而制定。 

 都道府縣計畫 

以全國計畫為基本，在市町村長與審議會聽取意見之後，由知事作

成提案，經由議會的決議而制定。 

在全國計畫及都道府縣計畫指導下，各都道府縣另擬有土地利用基

本計畫，將依都市計畫法、農業振興區域發展法、森林法、自然公園法、

自然環境保全法劃定之都市地域、農業地域、森林地域、自然公園地域、

自然保全地域等予以整合，並擬訂相關變更的原則，指導土地變更使用，

以期能因應社會經濟發展之彈性需求。 

日本之土地利用基本計畫為以都道府縣區域的範圍的土地利用主

要計畫，由「土地利用基本計畫書」與「土地利用基本計畫圖」組成，  

 市町村計畫 

以都道府縣計畫為基本，在充分反映住民的意識後，由市町村長作

成提案經由議會議決制定。 

表 2-13 日本土地利用基本計畫之五大區域區分 

區域區分 國土利用計畫法上之規定 實際運用2 

都市區域 
屬於整體都市範圍而必須作全面開

發、建設及保全之區域。 

相當於依「都市計畫法」所指

定之都市計畫區域。 

                                                        
2
 1.「實際運用」欄係依據 1978 年 12 月 1 日國土利第 411 號局長令之內容所定。 

  2.依五萬分之一地形圖而劃定上列之各種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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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區分 國土利用計畫法上之規定 實際運用2 

農業區域 

屬於農用地而有須加以利用之土

地，有必要謀求全面振興農業之區

域。 

相當於依「有關農業振興區域

建設之法律」所指定之農業振

興區域。 

森林區域 

屬於森林土地而有須加以利用之土

地，有必要維持或增強其振興林業

或森林所擁有之各種機能之區域。 

相當於依據「森林法」所定之

國有林及區域森林計畫對象私

有林。 

自然公園區域 
屬於具有優良自然的風景地區，有

必要增加強保護與利用者。 

相當於依「自然公園法」所指

定之國立公園、國定公園及都

道府縣立自然公園。 

自然保全區域 
屬於形成具有良好自然環境之區

域，而必須保全其自然環境者。 

相當於依「自然環境保全法」

所指定之原生自然環境保全區

域、自然環境保全區域及都道

府縣自然環境保全區域。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2 

三、國土形成計畫 

日本目前面臨高齡化社會、全球化經濟發展以及通訊技術發達下，

國民價值觀多樣化，永續發展以及公民參與的意識提升，國民生活方式

多樣性，地方發展自主性高導致都道府縣廣域課題增加，以及人口減少，

土地利用結構須重新審視之下，為有效順應社會、經濟情勢之變遷，日

本於 2008 年將「國土綜合開發法」名稱修改為「國土形成計畫法」，計

畫名稱亦從「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改為「國土形成計畫」。國土形成計

畫目的在於推動國土利用、整備及保全而擬定之綜合性基礎計畫，其內

容包含以下（國土形成計畫，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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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水及其他國土資源的利用及保全。 

 海域之利用及保全（排他的經濟水域及有關大陸棚事項）。 

 震災、水害封害與其他災害的防除與減輕。 

 都市及農山漁村的規模及配置的調整及整備。 

 產業的適切立地。 

 交通設施、資訊通信設施、關於科學技術研究設施與有關重要的公

共設施利用、整備及保全。 

 有關文化、福祉級觀光的資源保護及設施的利用與整備。 

 創造良好環境的國土形成、以及其他環境保全與良好景觀的形成。 

國土形成計畫主要內容分為「全國計畫」與「廣域地方計畫」，並

針對國土綜合開發法等法令進行部分修正，以塑造綜合性的國土空間計

畫，國土形成計畫法概述如下。 

 

圖 2-9 國土形成計畫法概述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網址：http://www.mlit.go.jp/）（上網日期：2016/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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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日本國土計畫為「國土利用計劃」及「國土形成計畫」雙系統

併行。國土利用計畫管制細部的土地利用；國土形成計畫導入「生活圈」

的概念，以廣域地方計畫實現地方自主，其為在全國國土計畫的框架下

推行之跨域合作機制，將全國除北海道及沖繩外區分成八個圈域分別推

動，分別包括東北圈、首都圈、北陸圈、中部圈、近畿圈、中國圈、四

國圈、九州圈之廣域地方計畫，給予地方自主的權限並加強民眾參與機

制。並成立廣域地方計畫協議會整合中央、地方及專家、學者的意見（王

小茹、林思文，2012），國土計畫層次之法令依據如。 

日本之廣域地方計畫依國土形成計畫規定，各圈域須遵守以下四點 

（王小茹、 林思文， 2013 ）： 

 各圈域訂定的計畫須為有地區特色且具戰略意義。 

 各圈域計畫須互相交流合作，以達乘效果。 

 各圈域計畫應相互補定、共生。 

 各圈域計畫須維護各圈域傳統文化及自然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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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國土計畫層次之法令依據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2015（網址：http://www.mlit.go.jp/）（上網日期：2016/08/22） 

四、小結： 

日本空間計畫體系主要分為兩種，分別為國土形成計畫及國土利用

計畫。直接指導全國土地利用的為國土利用計畫，國土利用計畫中共有

三個層次計畫，此為從不同的行政層級的立場，做必要的計畫。其中全

國土地利用基本計畫皆由都道府縣訂定。將全國國土分成五大分區，分

別是都市地區、農業地區、森林地區、自然公園地區、自然保全地區，

每一地區皆有法律依據擬訂相關變更的原則，指導土地變更使用，都市

地區中土地皆為都市計畫區，農業地區土地為農業振興區，森林地區中

土地可分為國有林以及私有林，自然公園地區中土地可分為國家公園以

及國家公園預定地，自然保全地區中土地劃分為原生自然環境保全區、

自然環境保全區、都道府縣自然環境保全區參圖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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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日本現行國土計畫體制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2015（網址：http://www.mlit.go.jp/）（上網日期：2016/08/22） 

德國之國土空間計畫 

一、德國國土計畫體制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政體屬聯邦

體制，分為三個層級，聯邦（Bund）、邦（Länder，共 16 個），以及地

方 自 治 團 體 （ Kommunen ）， 一 個 邦 最 多 由 七 個 行 政 區 構 成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utschland, 2012:7）。 

德國空間規劃方面之法令架構在建設方面最權威的法律是《建設法

典》，對建設以及規劃的各方面內容都做了詳細具體之規定。近年來氣

候變遷，德國於 2008 年通過新的《空間規劃法》，權力下放使各邦可

在空間規劃方面行使立法權，並提供順應氣候變遷解決的方式（謝敏，

2009）。《空間規劃法》明訂空間規劃為邦與地方政府之權責，因此德國

並沒有全國層級的發展計劃，但卻提供空間發展的策略機制。有鑒於此，

德國的土地利用規劃，乃依行政區域的不同，由聯邦、邦、區域及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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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立嚴謹而具法律地位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以約束土地利用措施

與方案，德國政體如圖 2-8。 

 

圖 2-12 德國政體結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李長晏、曾士偉，2012），並對照 WIKIPEDIA 網站重製。 

各層次的土地利用規劃於國土規劃體系中之位階分述如下： 

 聯邦 

其法令依據為「基本法（Grundgesetz,GG）」，法律位階等同於

我國憲法，2006 年 6 月 30 日，聯邦政府運輸、營建和都市發展部

核 定 新 的 「 德 國 空 間 發 展 理 念 與 策 略 」（ Leitbilder und 

Handlungsstrategien für die Raumentwicklung），作為空間規劃

的近程發展目標（曾士瑋，2012）。主要將國土空間分為 3 類地區，

分別是都會區域、都會外的成長地區，以及經濟結構衰退地區。其實

施方針主要為「強化都會區域之功能，以提供周邊和邊陲等弱勢地區

成長動能」。（王啟賢〔譯〕，Sinz〔原著〕，2010:63-68）。 

此一空間發展理念為一長期性的計畫方案，主要規定國土一般性

目標與原則，不具實施功能。此計畫雖沒有直接的法律效力的規劃工

具，但是它可以透過空間、城市、部門規劃的立法權力，整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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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運輸政策共聚，以行使聯合規劃，其擬訂者為空間計畫部長會

議（Conference of Ministers for Spatial Planning），由各邦負責國

土發展的代表共同組成，共同協商與決議關於聯邦與邦之間涉及國土

發展之事宜。空間計畫部長會議（Conference of Ministers for 

Spatial Planning）的主要功能為，在進行國土計畫的規劃過程與各

種分向的發展方案研擬過程中，明確地訂定空間分布的依據與衡量標

準，以利邦國土發展計畫中能夠針對中心的城市計劃出因地制宜的因

子。 

 邦 

 邦計畫 

主要法律依據為「空間秩序法（spatial planning act）」及「邦

計畫法（state planning act）」，其擬訂一綜合性、全邦之空間計畫

目標，政策擬訂者為邦國會（state diet）或邦政府（state government）

此計畫指導境內所有政府部門之各種規劃，由各邦擬定計畫加以

實施。 

 景觀計畫 

景觀計畫涵蓋所有國土範圍，各邦乃依聯邦「自然保護法

（BNatSch G）」之原則，擬定各邦之「景觀法」（Landschaftsgesetz，

簡稱 LG）或「自然保護法」（Naturschutzgesetz，簡稱 NatSch G），

旨在維護自然環境與功能並指導全邦之自然資源保育，在德國國

土空間發展上，為一關鍵性的地位。 

 區域 

區域計畫為符合德國的聯邦架構及分級管理原則，為國家領土的

更進一步細分。每區有自己的區域計畫，由區域規劃協會或區域官署

負責，區內涉及到土地變更或開發計畫，皆須經過區域規劃委員會的

審查，審查的重點為個案與上位的區域計畫或邦國土計畫有沒有違背。

經地區規劃會議議決通過後送請邦政府規劃局審查核准後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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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鎮市  

最基層的規劃單位。此一層次的規劃涉及土地利用與建築管理之

政策；以邦規劃法（LPG）以及依邦規劃法所制定的邦發展方案

（Landesentwicklungsprogramm，簡稱 LEPr）為法律基礎。 

鄉鎮市層級規畫單位必須研擬建設引導計畫（Bauleitplan，簡稱 

BLP）， 子計畫為土地利用計畫（Flaechennutzungsplaene，簡稱 

FNP）以及營建計畫（Bebauungsplaene，簡稱 BP），。 

 土地利用計畫 

由鄉鎮市政府擬定，經由鄉鎮市議會審議，為一長期性計畫，

此為管制工商業及住宅用地擴展，並控制人口均衡成長，也限制

了綠地及農林業用地的轉用或變更，確保居民的生活品質。 

 營建計畫 

以土地利用計畫為指導原則，限制及規範土地使用之特別規

定，對於居民有直接的約束力，包括擬定建築用地與建築種類管

制規則，例如：規範建蔽率、容積率、景觀、地區外貌、環境保

護、水文、氣象（空氣流通）、人口密度以及公共設施（防火、水

電供應、停車場、都市容受力）等方面來限制建築物之樓層與高

度，色彩與外觀以及屋頂的斜度（經建會，2008）。 

二、德國空間結構 

德國目前土地使用結構主要為農林業用地，耕地 34%、林地 30.1%

為主，其次為永久放牧區 13.4%其面積約佔全國地區的 77.5％；水資

源地區、休耕地及濕地佔 3％；為滿足人口及經濟活動需要作住宅、工

作、道路、鐵路及基礎建設等使用之土地統稱為居住與交通運輸地區，

其面積大約佔全國的 12％（數據資料來源：Wikipedia，2008）。 

德國的土地利用空間結構可由人口密度明顯的劃分為都市群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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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Agglomeration areas）和鄉村地區（Rural areas）。 

目前德國人口達至 8,150 萬，為歐盟中人口數最多的國家，將近一

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德國西部，都市化程度高，而每人平均住宅面積也

從 1950 年的 15 ㎡升高到 2009 年 39 ㎡（資料來源：goo.gl/exfTJ3，

上網日期 2016/8/26）。在都市化、經濟化高度發展下，導致德國西部

土地高密度使用，加增對土地的負擔，致使居住地區近年來快速往郊區

蔓延，農業區與都市地區界線漸趨模糊。 

 

圖 2-13 德國國土空間結構 

資料來源：經濟建設委員會，2007 

為此，試圖解決核心區域過度經濟化及人口膨脹的問題，德國在進

行空間規劃時提出多核心概念，強調多核心的發展與都市系統的平衡，

強化都市與鄉村地區間的夥伴關係，使其能達到區域平衡發展。 

因此聯邦政府透過政策，調整密集居住區與農業區之間的區隔，指

導國土劃分農業區的必要性，並提倡分散式空間結構原則，加強對於農

業生態地區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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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間規劃方面，德國政府根據與密集的居住區距離的遠近，針對

不同種類的開放空間提出策略（張建平，2011）。 

 在居住擁擠的都市中，必須執行開放空間政策，以便保障區域的空

間結構功能，在利用開放空間時，保護區具有重要意義。 

 在自然景觀以及水源保護區內，必須有效的實施保護措施，以避免都市化造

成大範圍之景觀與生物受到破壞。 

 必須劃定旅遊和休憩之重點區域，若該區域旅遊業為長期發展性質，則必須

在規劃時考量環境保護議題。 

 無論距離都市地區多遠，受到嚴重污染的地區必須劃設為特定地區，並以確

保環境能合理利用。 

德國空間發展非常著重於自然棲地的保護、歷史紋理及人文地景、

農地、綠化、緩衝保護、田園農村景觀維護以及河川整治。（曾梓峰，

2007），其環境與空間規劃政策目標就是要將更多周邊土地劃設為保護

地區，聯邦自然保護法（BNatSch G）明定各邦應依區域特色制定適當

法律，以落實自然保護及維護景觀之目標。在地區性的景觀法規中，也

落實了聯邦自然保護法的理念，作出極為詳細明確之規定（李桃生、陳

清香，1996）。目前國土大約有四分之一已在自然或地景保護的狀態下。 

德國邦政府在擬訂景觀計畫時，將保護區劃分為 9 種類型（如表 

2-14）（Turner, Böttger und Wöllfe（2006：279-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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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德國保護區類型 

保護區類型 

自然保育區 Naturschutzgebiete 

國家公園 Nationalparks 

生態保留地 Biosphärenreservate 

景觀保護區 Landschaftsschutzgebiete 

自然公園 Naturparks 

自然遺蹟 Naturdenkmale 

受保護之局部景觀 Geschützte 

Landschaftsbestandteile 

生態熱點保護 Biotopschutz 

水源及滯洪區 Gewässer und Uferzonen 

資料來源：劉小蘭，2015 

德國以劃分保育區的方式，使得德國環境保護提升，並能有效利用

土地，改變土地的構築方式與居住形式，舒緩都市中心居住密度，並推

動廢棄土地再利用。 

此 外 ， 在 劃 分 農 地 時 ， 根 據 德 國 農 地 重 劃 法

（Flurbereinigungsgesetz）必須考慮農業、鄉村以及景觀之間的關係，

並擬訂細部構想與執行政策，農地區的劃設在德國空間發展理念與策略

以及區域計畫相互配合的情況之下，使鄉村在國土規劃發展中，受到重

視，並且因為景觀計畫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能在幅員廣大的德國土地廣

泛地進行農業區規劃以及景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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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之國土空間計畫 

一、英國規劃體系與架構探討 

英國是最早進行都市規劃立法，也是都市規劃體系最完善的國家之

一，對許多國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英國現行規劃體系的基礎是 1947 年頒布的《城鄉規劃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1968 年修訂《城鄉規劃法》確立結構規

劃（structure plan）及地方規劃（local plan）二級體系， 1986 年英

國政府頒布《規劃和補償法》（Planning and Compensation Purchase 

Act）並於 2004 年通過了《規劃和強制性收購法》，旨在加速規劃作業

及申請系統，例如促使重大建設方案快速通過並簡化區域策略規劃中的

規劃分區，將權力由郡（county）下放至地方（district），由地方政府

負責規劃，英格蘭城市規劃體系的演變過程如下表 2-15 所示： 

表 2-15 2009 年前英格蘭城市規劃體系的演變過程 

時間 重要法規 內容 

第一階段  

1947-1967 

頒佈《城鄉規劃

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奠定法制化基礎，土地所有權和開發權分

離，規劃兼有開發控制和積極引導發展的作

用，但缺乏對區域統籌的認識。 

第二階段  

1968-1985 

修訂《城鄉規劃

法》 

建立「二級」體系，從藍圖式規劃導向政策

式規劃，即上級政府與地方政府事權劃分的

「二級」體系。 

第三

階段 
1986-2003  

修訂《城鄉規劃

法》 

頒佈《規劃和補償

法》（Planning and 

Compensation 

將權力由郡（county）下放至地方

（district），規劃由地方政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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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重要法規 內容 

Act） 

2004-2008  

頒佈《規劃和強制

性收購法》

（Planning and 

Compulsory 

Purchase Act） 

建立可持續發展的開放式政策引導框架《規

劃政策聲明》（PPS:Planning Policy 

Statement）和更具彈性的「地方發展框

架」（LDF: Local Development 

Framework） 

資料來源：徐瑾、願朝林，2015。 

二、2004 年前後規劃綱領兩點之改變 

以「區域空間戰略」（RSS）代替「區域規劃指引」（RPG: Regional 

Planning Guidance）和「結構規劃」（Structure Plan），並賦予其發展

規劃的法定地位，首次將區域層面的規劃納入法定規劃 

不再編制郡級的「結構規劃」，而是構建一個「地方發展框架」（LDF: 

Local Development Framework ）， 其 中 包 括 若 干 地 方 發 展 計 畫

（LDDs），取代了「地方規劃」（Local Plan）、「單一發展規劃」（UDP: 

Unitary Development Plan ） 以 及 「 補 充 規 劃 指 引 」（ SPG: 

Supplementary Planning Guidance）。「地方發展計畫」包括「地方發

展規劃檔」（LDPD: Local Development Plan Document）和「補充規

劃計畫」，2004 年以前與 2004 年至 2008 年間規劃體制比較如下圖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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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英國 2008 年以前規劃體制圖 

資料來源：張杰，2015 

2009 年英國政府面臨國民經濟衰退的危機，隔年 2010 年，保守

黨與自由民主黨組閣形成的聯合政府上任，取消區域計畫層級，使英國

規劃體系變為國家與地方兩個層級，該年可視為英格蘭規劃體系變革之

分野。此次轉變主要有四個特徵（徐瑾、願朝林，2015）： 

 精簡規劃審議程序，削弱規劃對發展的控制，以實現發展為主要目

的； 

 調整空間層級，取消區域層面的「空間策略規劃」。 

 權力下放地方，使社區有權自主規劃； 

 限制公眾參與的條件，縮小公眾參與範圍，以提高計畫落實的效率。 

英格蘭政府在 2012 年 3 月公佈了「國家規劃政策綱領」（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 NPPF）取代規劃政策聲明（Planning 

Policy Statements, PPS），作為最上位指導原則，其相關指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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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PF，2012）： 

 訂定中央政府之國土利用政策，以用來指導地方政府擬訂地方發展

計畫，及作為個案開發許可准駁的依據。 

 提供了一個管道使當地居民和他們的社區委員會可以自己製作鮮

明的地方和鄰里計劃，以反映他們社區的需求和優先事項。 

 國家規劃政策綱領必須考慮到當地和附近規劃的編制，並納入規劃

決策的重要考慮因素。 

 規劃政策和決定在適當情況下必須推動歐盟相關義務和法定要求。 

 不包括國家之基礎設施項目、廢棄物等具體政策，國家相關的重大

基礎設施由相關計畫辦理。 

 具體指出國家規劃的願景為「永續發展」，並達成十三項目標：建

立競爭力的經濟、確保市鎮中心的活力、繁榮鄉村經濟、永續交通、

高品質通信設施、高品質住宅的選擇、設計、健康社區、保護綠帶、

氣候變遷、淹水及海平面上升的挑戰、保存及強化自然環境、保存

及強化歷史環境、促進永續利用礦產資源等。 

英國規劃體系在 2011 年修正為兩級：國家規劃政策框架及地方計

畫，換言之，國家規劃政策目標直接指導地方層級的地方計畫及鄰里規

劃（如圖 2-15）。在國家規劃政策框架中指出地方規劃部門在擬訂地方

計畫時應考量到以下議題：住宅、商業、基礎設施、礦業、國防、國家

安全、反恐及韌性、自然環境、歷史環境、健康與福利、重大事故及公

共安全及確保計畫有效執行。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擬訂國家規劃政策框

架時，具體執導內容記載於規劃實踐指導中（ Planning Practice 

Guidance, P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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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英國現行規劃體制 

資料來源：徐瑾、顧朝林，2015 

三、英國土地使用規劃管理 

 保護區3 

按照世界自然保護聯盟（World Conservation Union，IUCN）

對於保護區的定義，指通過法律及其它有效方式用以保護和維護生物

多樣性、自然及文化資源的土地或海洋（wikipedia，2016，上網日

                                                        

3
保護區內容參考張松、陳鵬，英國城鄉規劃體系中的保護區評估與管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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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16/8/30）。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將保護區管理的目標為原則劃分第一級分類

單位，共有 5 個類型，即嚴格的保護區、國家公園、保護景觀、棲息

地/物種管理區、資源管理保護區。再以保護對象原則劃分第二、三

級分類單位，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分類系統，以適應保護區事業日益

發展的要求。 

英國於 1968 年通過《城市宜人環境法》，該法第一次較明確、

完整地提出了保護區的概念。指出規劃部門有責任把管轄地區內具有

特別建築藝術或歷史價值的地區劃定為保護區，保護區一旦確立，所

有規劃決策都必須注意其特色和外觀的保護與改善，在保護區內不得

隨意拆除現有建築，並對樹種的保護也提出了特殊要求。 

英國將全國土地之保護區劃分為 6 類：歷史城鎮中心區保護區、

城鎮中心區保護區、居住區保護區、村落保護區、工業遺蹟與交通設

施保護區、歷史公園與園林保護區。 

至今保護區管理最重要的法律依據為 1990 年《登錄建築和保護

區規劃法》和新的《規劃政策聲明 5》，主要執行機關為地方政府。

《規劃和強制收購法》中規定，地方政府在編制《地方發展綱要》時

應考慮地區內保護區的劃定和新增。同時為現狀已有和未來可能劃定

為保護區的地區提出整體公共空間營造、保護歷史環境、歷史建築再

利用、構建交通體系和的引導策略。 

保護區的規劃和控制管理過程可分為評估、劃定和管理三個程序。

首先，地方規劃機構會針對保護區內之景觀特徵予以評估，進而將保

護區依特性分區、並審核現狀邊界，同時，保護區的劃定會透過《特

別地區協定》的方式，讓地方規劃機構、社區居民、開發商等相關利

益團體參與規劃，一同制定保護區的發展目標、基本原則，做為以後

執行的基本準則。規劃結果可以做為《補充規劃計畫》提交英國副首

相辦公室審議，審議過程納入民眾參與機制，使民眾知悉當地土地利

用情形，審議結果作為地方制定地方行動規劃和相關發展控制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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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此規劃過程一般以 5 年為期限。 

在實際執行規劃時，保護區內開發採用「登錄建築許可令」的方

式以控制土地使用，公民在保護區內任何建設活動需要得到地方規劃

機構頒佈的「登錄許可令」、「保護區許可令」、「開發許可權回收」才

可進行開發。「登錄許可令」主要限制保護區內之量體規模，「保護區

許可令」主要控制保護區內的建設活動，而「開發許可權回收」主要

是考量建築細部是否影響地區風貌，地方發展下保護區的管理體系如。 

 

圖 2-16 地方發展下保護區的管理體系 

資料來源：張松、陳鵬，2015 

 英國農村發展計畫（England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自 1987 年 開 始 ， 英 國 的 農 漁 業 暨 食 品 部 （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 ，MAFF）陸續推動一系列的農業

環 境 政 策 （ Agri-environment Schemes ）， 英 國 農 村 發 展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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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and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是由十項獨立但經

整合成一體的方案構成，謀求提供各種新機會以便：保護及改善鄉村、

發展永續的企業、協助農村社區繁榮（郭華仁，2003）。以下摘要以

土地為基礎的計畫內容： 

 環 境 敏 感 地 區 計 畫 （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reas 

Scheme，ESAs Scheme） 

環境敏感地區計畫為 1987 年開始的第一個農業環境政策，以

鼓勵農民保護及提升郡裡高價值之景觀、野生動物或歷史文化遺

產之作法，例如：丘陵地；濕地；沼地；沿岸沼澤地；河谷。 

其中規定每一環境敏感劃設區域都必須包括：保護與管理環

境現有之特徵、將可耕地回復成草原、維持河邊草地之傳統管理

方式、建立可耕地的邊緣、促進公共參與 （農委會，2003）。 

MAFF 總共劃設了 22 個環境敏感地區，面積達 1,149,208 公

頃，約佔英國農地面積的 10％。其利用網路公開資訊，使農民得

知自己的土地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區內，凡在 22 個指定範圍其中一

個境內擁有土地的農民和農地經理人，均能與 DEFRA 簽訂 10 年

的經營管理合約。 

此項政策藉由網路公開資訊以及政府補助，英國農民可依各

公頃土地按年領取給付，此項措施促使農民樂意申請「環境敏感

地區計畫」使農地高價值之景觀、野生動物或歷史文化遺產得到

保護，研究結果顯示政府補貼額度的大小、資訊公開、與彈性制

度設計、農場規模等農民個人因素，是影響農民參與此環境敏感

計 畫 的 主 要 因 素 （ 編 譯 自 英 國 相 關 網 站

http://www.defra.gov.uk/erdp/default.htm，上網日期：2016/08/29）。 

 棲息地計畫（Habitat Scheme） 

英國為了解決農地過剩問題，MAFF 自 1994 年開始進行棲息

地計畫（Habitat Scheme），此為一環境保護政策，在若干重要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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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棲息地上或者對於過剩的農地，藉由政府補貼鼓勵長期休耕，

以用於環境保護的用途，例如：讓土地恢復植被，可減少土壤侵

蝕、改善空氣品質、增加野生動物棲息地、保存農地的產能（孫

鈺峰，2012）。 

該計畫的內容主要是針對下列三種不同的農地型態所做的規

劃（農委會，2003）。 

(1)  水域邊緣地帶（water fringe）：棲息地計畫所選定的執行

區域，都位在河川或湖泊的沿岸，目的是要在水域的邊緣

創造緩衝地帶或擴展草原區域，以保留或增加野生動植

物的棲地。 

(2)  休耕農地（former set-aside land）：此部分規劃的是過去曾

參與 5 年休耕計畫（Five Year Set-Aside Scheme）之農地，

希望透過妥善的土地管理以保護野生動植物。 

(3)  沿海濕地或沼澤（saltmarsh）：保護海岸邊的濕地或沼澤，

以復育這些地區的植物生長。 

 英國全國土地利用資料庫（National Land Use Database: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NLUD）） 

英國中央政府沒有統一的土地管理機構，而是實行土地分類管理，

副首相辦公室（ODPM）建立了全國土地利用數據庫（NLUD），全面

提供國家標準的土地利用分類，作為國家發展框架，並由環境、食品

和農村事業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 Rural Affairs

（Defra））執行土地管理的工作。全國土地利用資料庫（NLUD）分

類的具體目標是： 

1. 建立國家土地使用分類命名和土地使用定義. 

2. 提供全國土地使用統一的基礎 

3. 作為參與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蓋數據之機構分類標準。 

4. 全國土地利用資料庫（NLUD）之效用： 

5. 促進不同用戶和部門之間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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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供常用系統的基礎; 

7. 實現廣泛應用的數據 

8. 避免術語及測量之間的差異。 

英國土地使用分類表在歐盟訂定的框架下，透過實地調查，研擬

英國土地使用類別，分類如表 2-16。 

表 2-16 英國土地使用分類表 

土地使用類別 土地使用項目 

農業 農作物 

犁田 

休耕地 

園藝和果園 

改良草場 

農田邊界 

林地 

 

針葉林 

混合林 

闊葉林 

灌木叢 

砍伐林 

人造林 

未耕種的草地與荒原 未耕種的草原 

荒原 

羊齒叢 

水與溼地 

 

海洋/河口 

靜止水域 

流動水域 

淡水沼澤 

鹹水沼澤  

岩石及沿海陸地 

 

內陸岩石 

沿海陸地和懸崖 

潮間帶 

沙丘 

資料來源：National Land Use Database: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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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綠帶政策（Green Belt land Policy） 

英國政府非常重視綠帶，綠帶政策的起源於 1580 年當時為了阻

止瘟疫和傳染病的蔓延，而設置的隔離地區，禁止新建任何房屋。

1826 年「倫敦規劃中」將綠帶的概念發展成為都市環形發展的構想，

並提出了在城鄉結合部保護農田和森林的設想，1938 年英國議會通

過了「綠帶法案」[Green Belt（London and Home Counties）Act.）]

並試圖通過國家購買城市邊緣地區農用土地來保護農村和城市。綠帶

政策在英國具有權威的法律性。 

綠帶的最重要的特點是開放性和持久性。綠帶政策的目的是以保

持綠帶的永久開放性防止城市蔓延，限制和調整城市開發的空間尺度

和模式，保護農村林業和其他相關用途，以促進城市的更新和可持續

發展，其用途有以下幾點： 

1. 防止大型建成區的無限制蔓延。 

2. 防止城鎮合併減少綠地面積。 

3. 協助維護不受侵犯農村。 

4. 保存歷史悠久的城鎮與其文化。 

5. 協助市區重建，鼓勵廢棄之城市土地循環利用。 

6. 規劃新的綠帶時，地方政府應當提出以下說明並以履行： 

7. 必須說明在正常的規劃和發展管理政策下綠帶不足的原因。 

8. 所列的情況是否因重大政策得採用這種必要的特別措施。 

9. 規劃綠帶界線須明確劃分土地使用以保持永續性與開放性 

10. 達到綠帶及其與毗鄰地區規劃的一致性 

11. 新的綠帶必須符合政府發展政策框架 

12. 綠帶界線在發展計畫期間不須有所改變 

13. 為保障的土地永久發展，開發許可只能在當地發展計畫有需求時被

授予 

雖然英國皇家城鎮規劃學會（RTPI）對於綠帶政策發表了修正報

告，其內容主要為綠帶的生命週期應與地方規劃期限一致，而非全然

永久性，地方政府可以根據實際需要修改綠帶邊界，使之具有更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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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性，此外，政府應降低開發控制的嚴格程度，允許進行有限度的

開發利用以對環境進行改善。 

雖然當下被英國政府駁回，然而近年來，英國當前的規劃理念強

調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也越來越宣導規劃的靈活性和城鄉一體化發展，

對城市開發也從消極控制逐漸轉變為積極引導。 

荷蘭之國土空間計畫 

荷蘭的陸地面積不足 4.2 萬平方公里，但卻承載著 1674 萬人口，人

口密度 400 人/平方公里，是世界上典型的高度城市化國家。整個國家是

由低地或填海造陸的地塊所組成，而其中四分之一的陸地低於海平面，全

國經濟活動主要集中在西部的蘭斯塔德地區（The Randstad region）。蘭

斯塔德地區是由首都阿姆斯特丹以及周邊的城市鹿特丹，海牙和烏得勒支

所組成。 

荷蘭是較早編制空間規劃的國家，其空間規劃部門組成、權責與屬性

明確，與政府職能密切銜接，賦予較多協調整合權力，因此，更能兼顧計

畫彈性與整合效率，是以做為案例以供臺灣國土空間規劃之借鏡。  

一、荷蘭空間規劃體系發展歷程 

荷蘭空間規劃體系分為中央、省和市三級，政府分為國家級、區域

級和地方級三個層級，而荷蘭的國土空間計畫從 1960 年至 2006 年共

經過六次更動。 

第一次（1960 年） 重點是重建及復甦經濟成長。第二次 （1966

年）主要解決人口過度擁擠以及住宅數量缺乏的問題。第三次（1973-

1985 年） 政府在財政上支持都市更新、舊城繼續擴張、全力開發新鎮，

其焦點放在分散發展、都市化及可及性上。第四次 （1985-1989 年）

因荷蘭經濟成長下滑，失業率升高，重點放在藉由公私部門之間的合作

關係，將主要都市的國際化與實質環境計畫及環境品質等重要議題連結

成一個整合性的計畫（營建署，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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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蘭在第五次的國家空間策略規劃（2000-2020 年），詳細地將國

家地景圖完整地劃設、分區。並在此次提出「紅線」與「綠線」的概念，

作爲防止城市蔓延和保存空間的基本戰略。「紅線」劃定了城市及其發

展區，以控制城市蔓延；「綠線」劃定城市發展過程中要保護的特殊生

態或景觀。劃定範圍內的地域都是受保護的區域，禁止任何違規的開發

建設以保持綠心的開放性。 

2006 年，荷蘭制定了「第六次國家空間策略－創造發展空間

（National Spatial Strategy （Nota Ruimte） -- Creating Space for 

Development） 」，其涵蓋 2020 年期間，也包含 2020-2030 年長期

發展，在第六次國家空間策略中，中央層級不再如以往提供明確的規劃

藍圖，轉而強調發展願景、執行過程與協商機制。主要架構為調整行政

體系，建立整體願景，將決定權下放至地方，內容上更加多元，從社會

經濟發展到關於國家投資重點的行動綱領都有所闡述。 

有鑒於空間規劃法在不斷修訂之下變得複雜，基礎修訂意圖使其做

決定的過程簡化且確保它的效率，在 2008 年 7 月 1 日修訂通過。 

其中空間規劃法的修訂能整合環境法系統，包括各種法律和法令，

如：環境經營法案和環境法草案。整合性的目的是為了簡化環境與自然

空間規劃項目，並加快決策過程，好確保空間計畫和活動俱有一致性且

與現況相符，其修訂遵循五個原則為（于麗娜，2015）： 

 城市化集中發展，建設緊湊城市並保留廣闊的鄉村區域。 

 空間聚合性，即保證城市活動良好的空間可達性。 

 空間差別化，即建設營造環境場所注重多樣性和差別化。 

 空間層級化，即維護城市中心和經濟活動的高效模式。 

 空間發展公平性，即區域發展和地方發展在服務、設施等方面機會均等。 

在 2010 年 政 府 輪 替 後 ， 空 間 及 公 共 設 施 的 結 構 願 景

（Structuurvisie Infrastructuur en Ruimte （SVIR））於 2012 年三月

正式立法並且取代了國家空間策略。空間及公共設施的結構願景闡述了

一個長期的目標：競爭力、可及性、可居住的、安全荷蘭。它也陳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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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28 年的中程目標： 

 透過加強空間經濟結構來增加競爭力 

 以用戶為優先考量，優化及安全化可及空間 

 確保永續和安全的空間包含豐富的自然環境、高水準文化、歷史價

值。 

荷蘭空間規劃法修訂後，重整行政機關層級與任務執掌（表 2-17）。

2008 年以前中央政府負責規劃框架的制定和對各級政府規劃實施進行

監督，本身不參與土地開發活動；省政府根據中央所擬定之政策框架負

責設計大範圍的區域計畫，例如改善農村地區的土地利用結構，使其更

加符合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統一，包括農業用地的規劃、自然保護區

風景區和生態環境的規劃；市政府必須設計土地使用分區圖，擬定市政

結構的計劃，例如在城市建設中對通過市地重建和農地轉用來實施空間

規劃。只針對外部建城地區（Outside built-up area）進行土地使用分

區計畫，由省政府審議。 

表 2-17 空間規劃法的基礎修訂 

意圖 

有鑒於空間規劃法在不斷修訂之下變得複雜，基礎修訂意圖使其做決定的過程

簡化且確保它的效率，此在2008年7月1日被實現。授權地方政府，是為了提

升市政的規劃基礎和加快空間規劃決策的程序。關於土地開發成本分攤的土地

開發法與空間規劃法同時頒布。 

空間

規劃

系統 

結構願景（SVIR）代替了中央、省、和市政府的計畫。結構願景是關於空間政

策基本原則及政策執行面的戰略方針。不像之前，國家級和省級的架構願景僅

僅是內部的指引，對下級政府並沒有約束力。 

土地

使用

分區 

儘管市政當局已經訂定非開發地區土地利用分區計劃，新法要求對於所有區域
土地必須設計並更新土地使用計畫。 

新法允許各市制定之計畫不須經省級單位審定，並允許各省和中央政府對於土

地使用分區影響各自的利益制定適應計劃（Inpassingsplan）。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2015（網址：http://www.mlit.go.jp/）（上網日期：2016/08/24） 

在 2010 年重整行政機關，將既有的三個部會居住、空間規劃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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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部門（Ministry of Housing, Spatial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

重新整編為「基礎建設與環境」（ 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及「經濟，農業與創新」（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griculture and Innovation）兩個部會，打破過往土地使用的框架，

嘗試以「機能』作為權責劃分的依據，土地使用管理的權責逐漸下放到

區域政府（各省政府）及地方政府，給予其空間規劃的彈性，以回應國

家政策推動目標（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 JAPAN（MLIT），2015）。 

2012 年中央政府內的基礎環境部提出全新國家空間計畫，中央、

省、市政府皆須提出「競爭力、交通便捷、適居、安全」四大目標之發

展策略與願景（Structure Vison）。並且將原有的只針對外部建城地區

（Outside built-up area）進行土地使用分區計畫改為，針對市區所有

土地進行分區規劃。倘若涉及中央及省政府之權益，中央及省政府可以

進行整合計畫（圖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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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荷蘭空間規畫體制圖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2015（網址：http://www.mlit.go.jp/）（上網日期：2016/08/24） 

二、荷蘭土地使用計畫（Land-use plan） 

荷蘭於十九世紀末開始實行土地租賃制度（Land Lease System），

至今，荷蘭的土地政策制度為地方政府（municipalities）向人民收購

土地，公部門擁有所有權以進行都市計劃的擬定。因此荷蘭有 80%的

國土是屬於國有，這使得公部門在開發土地過程中，能夠採取絕對主動

的角色。 

荷蘭的土地使用計畫（Land-use plan）是一對市民、私部門、政

府兼俱有法律約束力的計畫，可視為政府進行土地使用管制最重要的手

段，其主要法源依據為《空間規劃法》。在荷蘭三個政府層級中，原本

只有市政府具有土地使用規劃權，土地使用計畫具體內容主要反映的是

市政當局的願景，但 2008 年 7 月修改通過的《空間規劃法》的規定，



105 年度「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98 

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也有權就一些跨區域的項目作出分區規劃，以利土地

更加合理的利用。土地使用計畫之法律效力如下（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law in the Netherlands，2016）： 

 其效力等同於環境許可證（Environmental License）。若人民欲開

發土地，必須先申請環境許可證（Environmental License）以及建

築許可證（Buiding Permit），倘若申請人提供的建築設計違反了土

地使用計畫，市政府得以駁回土地開發權。 

 土地使用和建築規定。土地使用計畫可對土地進行變更。倘若土地

使用現況違背新的土地使用計畫，政府不會立即強迫土地所有權人

搬遷或變更土地使用，但若土地所有權人欲在規劃生效後改變土地

用途，則必須服從新的土地使用計畫。 

 可作為政府徵收之基礎。荷蘭的徵收法（Expropriation Act）提到，

徵收是土地使用計畫一個選項，政府具有優先開發土地的權力。意

即變更土地後，若土地所有權人不改變土地用途，而政府想盡快依

照規劃來利用該塊土地，那麼就可以對該土地進行徵收。此時的徵

收並不需要重新進行公共利益的聽證，而只要按照市場價格事先給

予公平補償，即可以完成徵收程式然後進行拆遷（程雪陽，2012）。 

荷蘭人約 45％的人口集中在 20％的國土面積，在國家空間策略規

劃指導原則下，國土分區規劃制度（land zoning）將荷蘭國土區分為

都市與農村土地兩類，各有其專屬的土地利用規範（王俊豪，2014）。

蘭斯塔德地區（The Randstad region）的土地利用呈現兩高的特點，

即利用效率高、綠地比重高，城鄉分佈呈現城市在外、郊區在內的特徵，

建成區用地僅占 26％，比荷蘭全國的建成區用地比例高 10％，而農業

用地和自然保護區用地分別為 64％和 10％（馬永歡，2015），其內部

有一個面積約 400 km2 的農業地帶，這一綠色開放空間就是「綠心」，

綠心包含了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烏特勒支四大城區中間的綠帶、

傳統地景、沼澤與湖泊。 

保護綠心是荷蘭的國策，然而近十年來，蘭斯塔德經濟成長，快速

城市化，城鄉界線漸趨模糊，導致綠心面臨生態環境與景觀被破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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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競合，尤其是住宅使用土地供給不足，導致農村地區的房價持續攀升。 

為解決荷蘭自然資源零碎化和品質降低的問題，荷蘭政府 1990 年

採行了國家生態綠網（National Ecological Network，NEN）政策，

以 1990 年為基準年，訂定在 2010 年完成 90%，2020 年達成目標「國

家與國際間重要生態系統的永續保存、復育與發展」，此生態綠網涵蓋

三大部分： 

 自然保護區（Core areas）：大型自然區域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區

域，如森林、溼地、溪谷、沙丘、北海領海為維持動、植物族群生

態，或由一定數量的小型區塊連結組成的區域，此區域的面積必須

至少在 500 公頃以上才能被劃入，且不一定侷限於公有地。 

 自然發展區（Nature development areas）：針對一些具有生態潛

力的地區，以生態工法提升其生態價值，主要包括一些適宜創造溼

地、林地、乾燥砂丘的土地，此區用來鞏固既有自然保護區，在此

區域中一些會為生態帶來影響的交通、住宅、工業開發等，將受到

相當的規範。自然發展區，可協助荷蘭成為歐洲溼地鏈的一環。此

區可與自然保護區互相聯結以擴大生物棲息面積。 

 生態走廊（Ecological corridor）：主要由綠籬、水路、堤防、道路

護坡綠帶所構成，用以連結兩個「主要自然保護區」間的區帶，提

供動植物族群擴展、遷移、交流的區帶。會因動植物族群散布狀況

和型態差異而有所不同。 

此外，荷蘭於 2008 年實施土地開發法（Land Exploitation Act），

權力下放地方政府以彈性調整土地分區規劃（zoning plan），以利於農

村土地變更利用的政策 （王俊豪，2014）。 

政府制定農村土地變更利用政策時，會透過當地土地價格漲跌，作

為土地利用決策的權衡依據，考量土地利用優先順序，以及農地所有權

轉移之問題，對於農地利用的機會成本、政策預期效果進行評估。基此，

荷蘭政府透過政府的力量，強化都會與農村及其周邊區域的合作關係，

使城鄉發展政策架構能更有效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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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日本在雙系統併行體系下，經由計畫有效指導國土分區之土地利用；

德國將規劃土地利用權下放予邦和地方政府，乃由聯邦、邦、區域及鄉

鎮政府建立嚴謹而具法律地位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此舉不僅能使土地

使用因地制宜，且也能夠更細緻的規劃每區土地的使用性質，此外，德

國空間計畫體系採取多層級化的治理，各級政府與自治團體之間合作交

流密切，各層級計畫與空間計畫相互配合；荷蘭新的土地開發法，將國

土分區規劃的權力下放地方，讓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規劃上，具有實質

的政策決策權，提升土地利用變更的彈性。 

綜上所述，為確實符合「管用合一」之政策方向，土地資源分類分

級成果應與都市計畫法及區域計畫法下之土地使用管制系統銜接，國土

計畫法通過後，未來全國國土計畫將是最上位之法定計畫，該如何與國

土空間策略規劃、部門計劃相互溝通連動，是實際運作的重要議題。可

借鏡國外實際案例做為臺灣府際合作間之參考，加強府際之間的合作與

連結，使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劃設國土功能分區時能有更多的對話。 

在國土分區規劃上，德國、英國、荷蘭對於農地與自然生態保育區

高度重視；德國與英國皆以劃設保育區的方式，防止都市蔓延並維護景

觀與動植物棲息地。在農地發展方面，德國農業區規劃以及景觀規劃皆

具有法律效力，使鄉村發展受到重視。英國的綠帶政策以及荷蘭皆已保

持「綠地」的開放性劃分城鄉界線，提高人民生活品質也保護國土綠地

生態環境。荷蘭為落實農村發展的地方分權機制，故實施新的土地開發

法，將國土分區規劃的權力下放地方，賦予地方政府得以彈性調整農村

土地分區規劃的權利，讓地方政府在農村土地利用規劃上，具有實質的

政策決策權，提升農村土地利用變更的彈性。 

綜上可見歐洲各國幅員廣大，歐陸各國對於農業土地以及自然保護

區之發展非常重視，而臺灣地狹人稠，寸土寸金，更加好好掌握每塊土

地使用價值，相較歐洲，臺灣對於自然資源及農地保存之關注較為缺乏，

農業地區經濟狀況衰退、景觀美化觀念薄弱，並且缺少適當規劃及保護

措施，導致農業用地容易變更為其他用地使用，農民之土地所有權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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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保障。 

在未來劃設農業發展地區以及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可參考德國

農業用地以及景觀保護區之分區類型與管制措施已作為後續評估準則

與分類分級之參考依據，亦可借鏡荷蘭農地利用政策，劃定城鎮綠色隔

離帶的保護邊界，使生態空間得到嚴格保護，農業土地利用分區規劃與

政策我國農業功能分區應回歸國土開發保育管理機制，考量土地分區之

劃設條件是否須予以適當彈性，以使土地使用性更為靈活運用。可參考

英國作法，其由農業主管機關（Rural Development Service，Defra）

辦理農地等級界定（Agricultural Land Classification），再由土地使用

主管機關據以研擬土地使用規劃與管理之相關配套措施，規定最好及生

產力較佳的農地，應該考量作為永續發展的相關選項，而當無可避免應

辦理重要開發計畫時，應以農地等級較差者優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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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國土功能分區之轉換機制建議 

 現行土地使用 

全國土地可分為都市、非都市土地與國家公園（如圖 3-1）。依據全國區

域計畫修正草案（內政部營建署，2014）統計，國內共計有 438 處都市計畫

區，其依都市計畫法管制，並依功能區分為市鎮計畫、鄉街計畫與特定區計畫，

面積約 4,759 平方公里，佔全國面積比例約 13.2%；國家公園共計有 8 座，依

國家公園法管制，面積約 7,158 平方公里，約佔全國面積比例 8.7%；另非都

市土地為都市計畫與國家公園以外之土地，依區域計畫法管制，面積約佔全國

之 78.1%。 

2015 年 12 月國土計畫法通過，未來將擬訂國土計畫，並進行全國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國土功能分區主要係承接全國區域計畫修正草案之內容（見圖 

3-2），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劃定公告後，應依計畫進行保育或開發。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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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並實施管制。再依

該法第 23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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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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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全臺灣土地分類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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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圖一經公告核定後，即應實施管制，為建立計畫引導使用模

式，故後續土地使用管制機制，應儘速予以確定，以利後續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之研擬。而於功能分區劃設後，針對未來不符合國土功能分區管制規定的建築

物或設施，如屬區域計畫實施前就已經存在，或區域計畫實施後合法申請設

置，維持現行使用；但若屬於區域計畫實施後的非合法建築物或設施等違建，

則將依法進行查處。 

圖 3-2 全國區域計畫與國土計畫轉換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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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條件 

依國土計畫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國土功能分區：指基於保育利用及管

理之需要，依土地資源特性，所劃分之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

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本計畫參考相關文獻之研究成果與法令規範，初步

研提「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與「城鄉發展地區」

等四大分區之劃設條件與分類結果。「國土保育地區」以保育為原則，「海洋資

源地區」供海域公共通行、公共水域使用或其他依法核准的使用等為主，「農

業發展地區」以提供農業及其相關設施使用，「城鄉發展地區」則可以申請使

用許可後開發利用，且不用變更土地，大幅縮短土地變更審查流程，達到開發

與保育雙贏局面；至於目前屬於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範圍者，仍依「都市計畫

法」或「國家公園法」等相關規定管制。（內政部營建署，2015） 

依據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3 目、

第 2 款第 3 目、第 3 款第 3 目、第 4 款第 4 目規定各國土功能分區之其他必

要分類，應符合該條所定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如表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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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國國土計畫或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中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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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原則表 

國土功能分區 類別 劃設原則 

國土保育地區 

第 1 類 
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景觀或易致災條件，其環境
敏感程度較高之地區。 

第 2 類 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景觀或易致災條件，其環境
敏感程度較低之地區。 

其他 其他必要之分類。 

海洋資源地區 

第 1 類 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 

第 2 類 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 

其他 其他必要之分類。 

農業發展地區 

第 1 類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安全功能或曾經投資建設
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 

第 2 類 
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
元化之地區。 

其他 其他必要之分類。 

城鄉發展地區 

第 1 類 都市化程度較高，其住宅或產業活動高度集中之地區。 

第 2 類 都市化程度較低，其住宅或產業活動具有一定規模以上之
地區。 

其他 其他必要之分類。 

分類原則 

國土功能分區圖一經公告核定後，即應實施管制，為建立計畫引導使

用模式，以利後續土地使用管制。針對四種功能分區，依據營建署 105 年

12 月 23 日國土計畫推動小組第 3 次會議資料、106 年 2 月 17 日「國土

計畫補償辦法（草案）」部會研商會議資料，本計畫分述其分類原則如下： 

一、依據保育程度或發展強度，予以劃分不同分類 

劃設國土功能分區之目的係為進行土地使用管制，各國土功能分區

將依據保育程度或發展強度予以類型化，劃分為不同分類，以進行適當

土地使用管制。例如國土保育地區將依據環境敏感程度較高者，劃設為

第 1 類；環境敏感程度次高者，劃設為第 2 類；國家公園為專法管制之

區域，考量行政上的可行性與專法管制之整體性，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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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類。 

二、依據土地使用管制方式，予以劃分不同分類 

全國土地係分別按國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進行管制，

為便於後續土地使用管理，如屬同一國土功能分區內土地，按土地使用

管制方式，予以劃分不同分類。例如：城鄉發展地區如屬實施都市計畫

地區者，將劃設為第 1 類；如屬依據區域計畫法之設施型使用分區者

（鄉村區、工業區等），劃設為第 2 類。 

三、依據產業發展需求，予以劃分不同分類 

農業發展地區係以提供農業發展使用，考量農業包含農、林、漁、

牧等不同產業型態，為利後續產業發展及土地使用管制，將依據產業型

態予以劃分為不同分類。例如：農業發展地區如屬優良農地性質且供農

作相關使用者，劃設為第 1 類。 

四、依據文化或歷史特殊性，予以劃分不同分類 

基於原住民族特殊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0 條明確規定，原住民

族或原住民所有、使用之土地、海域，其回復、取得、處分、計畫、管

理及利用等事項，另以法律定之。有關原住民族土地得依據保育或發展

需要予以劃分為不同分類，如原住民保留地之鄉村區達一定規模者，劃

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3 類。 

為順利將現行土地轉換至四大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並減少新舊法令

銜接負面衝擊，本計畫建議後續透過下列機制研提四大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亦即利用本計畫顧問團隊之專業指導與協助優勢、專家學者座談會之舉辦、

或與各部會機關協調與討論等，共同形塑功能分區之議題共識。參酌土地

利用現況、地區發展需求與社會公平性等，調整土地之功能分區與分類，

俾後續順利轉換既有計畫體系至國土功能分區。 

本機制包含優先界定各功能分區之「範疇」與「標的」（如國土保育

地區的保育範疇可能包含生態面向，保育標的則可能包含野生動物），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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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據各功能分區之範疇與標的研擬劃設條件與順序，並在研擬過程中發

現相關議題，後續即透過討論凝聚共識，回饋修正劃設條件與順序。而各

階段皆會有本計畫顧問團隊的支持、專家學者的參與以及相關政府機關的

協調，共同探討國土功能分區的轉換方向共識，減少新舊法令的轉換衝擊

（詳如下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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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與順序之研提機制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105 年度「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111 

圖 3-4 國土功能分區與分類之劃設流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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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劃設條件說明 

一、國土保育地區 

 國土保育地區之範疇與標的界定 

為達成「保育天然資源」、「自然生態或景觀」、「防範災害」與「確

保國防安全」等目標。本計畫先以全國區域計畫修正草案之環境敏感

地區特性，將國土保育地區的範疇分為「災害敏感」、「生態敏感」、

「文化景觀敏感」、「資源利用敏感」及「其他」等五種類別為基礎，

並將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相關規定者，列為各該國土保育地區之

劃設條件，相關分析如表 3-1。而可能涉及之國土保育標的則如各表

所列。 

本計畫參考全國區域計畫修正草案（內政部營建署，2014）之環

境敏感地區以及相關研究成果與法令規範，並配合國土防災及復育地

區乙案之內容，並補充區位、規模、資源敏感特性及目的事業主管政

策等計畫指導內容。經歷次與相關部會協調結果，提出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第二類之劃設條件。 

按 106 年 3 月 8 日城鄉發展分署之「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條件、

順序相關事宜機關研商會議」會前會資料，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方面，

主要考量其環境敏感因子較高者，包括位處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

護區、國際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重要聚落建築群

等 17 種因子。而符合特定環敏因子卻位於城鄉發展分區（第一類~

第三類）者，目前暫定不劃入國保一地區，但需註記其環敏因子。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方面，主要考量其環境敏感因子較低者，如

二級海岸保護區（非屬海域範圍者）、史蹟、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等 14 種因子。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則為現行之國家公園土地。 

 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條件研擬 

本計畫依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之規定，國土保育區應按環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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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予以分類，將不同類型或程度之應保育地區劃為國土保育地區下

之不同分類。本計畫爰依上述界定之國土保育範疇與標的，研提後續

國土保育地區分類之劃設條件，並透過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討論

與協調，以及參酌顧問團與專家學者之意見，凝聚國土保育地區劃設

之議題共識，例如環境敏感地區之篩選及調整、與海洋資源地區或農

業發展地區之重疊處理，以及原住民土地使用等相關議題。 

本計畫初步將國土保育地區分為「第 1 類」至「第 3 類」，劃設

內容詳述如下。 

 第 1 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之劃設條件為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

珍貴景觀或易致災等特性之地區，即為環境敏感程度較高之地區。

本計畫參酌部分全國區域計畫規定之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條件與

各部會意見，提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說明如下。 

(1)  符合下列條件，但不包含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

類及第三類劃設條件之地區： 

A. 自然保留區。 

B. 野生動物保護區。 

C.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D. 自然保護區。 

E. 一級海岸保護區（非屬海域範圍者）。 

F. 國際級重要濕地、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

生態復育區。 

G. 古蹟保存區。 

H. 考古遺址。 

I. 重要聚落建築群。 

J. 重要文化景觀。 

K. 重要史蹟。 

L.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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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區。 

M. 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範圍內與水資

源保育直接相關之環境敏感地區及山崩與地滑地質

敏感區、山坡地（一定坡度以上）、優良農地。 

N. 水庫蓄水範圍。 

O. 國有林事業區（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區）、保安林。 

P. 依原區域計畫劃定之森林區。 

Q. 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 

(2)  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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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劃設條件為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

珍貴景觀或易致災等特性之地區，但相對第一級之環境敏感程度

較低者。本計畫參酌部分全國區域計畫規定之第 2 級環境敏感地

區條件與各部會意見，提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並說

明如下。 

(1)  符合下列條件之地區： 

A. 二級海岸保護區（非屬海域範圍者）。 

B. 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以外分

區、地方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 

C. 歷史建築。 

D. 聚落建築群。 

E. 文化景觀。 

F. 紀念建築。 

G. 史蹟。 

H. 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I. 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非供公用給水）。 

J.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K. 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L. 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M. 國有林事業區（森林育樂區、林木經營區）。 

N. 大專院校實驗林地及林業試驗林地等。 

(2)  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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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之劃設是基於其他必要之分類。依據營

建署民國 105 年 6 月 8 日國土計畫相關事宜研商會議第 3 次會議

及國土計畫相關事宜研商會議第 12 次討論會議，有關各國土功能

分區下之分類，除本法規定之劃設原則，新增「分類」考量之因

素尚包含「有專法進行管制者（包含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實

施地區）」。其中，國家公園屬國土保育地區之範疇與標的，考量

行政上的可行性與專法管制之整體性，本計畫在透過與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討論與協調，並參酌顧問團與專家學者意見後，建

議實施國家公園計畫地區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二、海洋資源地區 

 海洋資源之範疇與標的確立 

本計畫在透過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討論與協調，並參酌顧問

團與專家學者之意見後，建議將除都市計畫區及國家公園區外，海域

部分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作為海洋資源地區之主要範疇。依國土計

畫法第 23 條之規定，有關海洋資源區之規劃，考量其與城鄉發展地

區、國土保育地區間之劃分，及相關管制規定之延續，建議以非都市

土地海域區之利用情形及相關管制，作為海洋資源地區之劃設原則。 

 海洋資源地區之劃設條件研擬 

本計畫現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104 年 12 月 31 日修正

發布），增訂之第 6 條相關內容進行海洋資源地區分類之劃設，相關

內容彙整如下表 3-2。本計畫未來將依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之規定，

研提後續海洋資源地區分類之劃設條件，並透過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討論與協調，以及參酌顧問團與專家學者之意見，凝聚劃設之共

識。 

海洋資源地區及其分類之劃設原則將依據內水與領海之現況及

未來發展需要，就海洋資源保育利用、原住民族傳統使用、特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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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使用等加以劃設，並按用海需求，予以分類。 

 第 1 類 

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排他、獨占。 

 第 2 類 

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部分排他、部分獨占。 

 第 3 類 

其他必要之分類─尚未使用之海域或其他非屬前列之分類。 

海洋資源地區之分區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原則如下: 

 第 1 類 

供維護海域公共安全及公共福址，或符合海域管理之有條件

排他性使用，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第 2 類 

供海域公共通行或公共水域使用之相容使用。 

 其他必要之分類 

尚未規劃或使用者，按海洋資源條件，給予不同程度使用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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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海域用地之相關規定 

條次 規定 

第 6 條 

非都市土地經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使用地類別，應依其容許使用之項目及許

可使用細目使用。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為重大建設計畫所需之臨時

性設施，經徵得使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同意後，得核准為臨時使

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核准時，應函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通知土

地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臨時使用用途及期限。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負責監督確實依核定計畫使用及依限拆除

恢復原狀。前項容許使用及臨時性設施，其他法律或依本法公告實施之區域

計畫有禁止或限制使用之規定者，依其規定。海域用地以外之各種使用地容

許使用項目、許可使用細目及其附帶條件如附表一；海域用地容許使用項目

及區位許可使用細目如附表一之一。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由內政

部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辦理容許使用案件，得視實際需要，訂定審查

作業要點。 

第 6-2 條 

依第六條第三項附表一之一規定於海域用地申請區位許可者，應檢附申請書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依前項於海域用地申請區位許可，經審查符合下

列各款條件者，始得核准：對於海洋之自然條件狀況、自然資源分布、社會

發展需求及國家安全考量等，係屬適當而合理。 

二、申請區位若位屬環境敏感地區者，應經各項環境敏感地區之中央法令規

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興辦事業計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原則

同意。申請區位屬下列情形之一者： 

非屬已核准區位許可範圍。屬已核准區位許可範圍，並經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屬已核准區位許可範圍，且該區位逾三年未使用。 

第一項申請案件，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有關機關審查。但涉重大政策或認定

疑義者，應依下列原則處理：於不影響海域永續利用之前提下，尊重現行之

使用。申請區位、資源和環境等為自然屬性者優先。多功能使用之海域，以

公共福祉最大化之使用優先，相容性較高之使用次之。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

零五年一月二日修正生效前，依其他法令已同意使用之用海範圍，且屬第一

項需申請區位許可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一月二日修正生效後六個月內，將同意使用之用海範圍及相關資料報送中央

主管機關；其使用之用海範圍，視同取得區位許可。於海域用地申請區位許

可審議之流程如附表一之三。 

第 6-3 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條核准區位許可者，應按個案情形核定許可期間，並核發

區位許可證明文件，將審查結果納入海域相關之基本資料庫，並副知該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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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業發展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之範疇與標的確立 

依據國土計畫法規定農業發展地區應按農地生產資源條件予以

分類（國土計畫法§20），農業發展地區的範疇為非都市土地內之農牧

用地、養殖用地、林業用地等。農業發展地區之分類標的則為農地分

級之成果再進行調整，將其與國土保育地區重疊處處理、並評估林業

用地及漁業用地之分類需求。 

 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條件研擬 

依據國土計畫法規定農業發展地區應按農地生產資源條件予以

分類（國土計畫法§20）。按 106 年 3 月 8 日城鄉發展分署之「農業

發展地區劃設條件、順序相關事宜機關研商會議」會前會資料，本計

畫彙整農委會研提之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條件如下。後續則持續透過與

農業相關主管機關討論與協調，以及參酌顧問團與專家學者之意見，

凝聚農業發展地區劃設之議題共識，例如農地分級成果之條件調整、

如何處理與國土保育區重疊之問題、林業用地及漁業用地之分類需求

評估等，以農業發展（即包含農業生產、生活及生態）為角度思考，

而非僅限於土地使用管制考量。 

依農委會研提方案，農業發展地區暫分為「第 1 類」至「第 4 類」。 

 第 1 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之劃設條件為： 

(1)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安全功能或曾經投資建

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包含農地資源分類分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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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農業用地4、環境優良且投入設施建設之養殖使用

土地。 

(2)  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 2 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為： 

(1)  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

元化之地區，包含農地資源分類分級之第二種5、第三種

農業用地6、其他養殖使用土地。 

(2)  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4
其考量的劃設準則包括農地重要性分析評估成果之重要農業發展區、水稻適栽性與山坡地宜農

牧地；水利灌溉區與農業經營專區為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的劃設準則；符合面積最

小規模以及農業生產使用面積占操作單元內土地百分比等劃設準則，為評量是否擁有良好生產

環境之依據。當農地具備優良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安全功能任一準則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

農業改良設施任一準則，並且同時擁有良好生產環境兩項準則，即符合第一種農業區之定義

（臺北大學，2013）。 

5農地分類分級之第 2 種農業用地為「具有良好農業生產環境，在為達促進農業發展多元化之目

標下，所劃設的農業地區，雖其未達最小面積規模，與農業生產使用面積佔操作單元內土地百

分比低，但其仍有糧食生產之維持功能」之農地，其劃設準則包括具有良好農業生產環境且符

合農業發展多元化但仍有糧食生產之維持功能，或位於平地之農地，但非屬最良好農業生產環

境（臺北大學，2013）。 

6外在因素泛指高鐵特定區、國道交流道、省道、工業區或都市發展用地等容易影響農業生產環

境之土地使用或建設。當農地周邊之土地使用現況為非農地的比例過高時，也會影響農地維持

農業生產的能力。因此，第三種農業區的劃設準則包括接鄰重大建設或交通設施、接鄰工業區

或都市發展用地、受污染地區以及農業生產使用面積佔操作單元內土地百分比，當農地符合生

產環境受外在因素干擾任一準則時，即屬於農地分類分級第三種農業區（臺北大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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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之劃設是基於其他必要之分類。農業發

展地區第三類劃設條件為： 

(1)  擁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以及無

國土保安之虞且可供經濟營林之林產業發展土地，包含

農地資源分類分級之第四種農業用地7、林產業土地等。 

(2)  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 4 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之劃設是基於其他必要之分類。農村主

要人口集居地區，其現有聚落人口達一定規模，且與農業生產、

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聚落，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

包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設之鄉村區（但不包含符合城鄉發展地區

或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之地區）。 

四、城鄉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之範疇與標的 

為符合國土計畫法旨揭城鄉發展地區應以集約發展、成長管理為

原則，創造寧適和諧之生活環境及有效率之生產環境確保完整之配套

公共設施（國土計畫法§6）。本計畫初步將城鄉發展的範疇分為「都

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等二種類別，而各範疇之標的後續將透過

專家顧問與機關之協助凝聚共識方向。 

                                                        

7
農地分類分級之第四種農業區的劃設準則為山坡地宜農牧地三級地、四級地，亦即當農地位於

山坡地宜農牧地三級地、四級地，即納入第四種農業區中。或者，山坡地宜農牧地一級、二級

地，因最小面積規模農業生產面積比未達第一種農業區者，亦屬第四種農業區。此外，若有山

坡地五級地（宜林地）或六級地（加強保育地）位於本計畫劃設範圍內，亦將被納入第四種農

業區中（臺北大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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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土地 

已發布都市計畫之地區，包含市鎮計畫、鄉街計畫與特定區

計畫。 

 非都市土地 

(1)  可建築用地 

包含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丁種建

築用地、窯業用地、交通用地、遊憩用地、殯葬用地、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2)  待發展用地 

為因應都市發展需求與成長趨勢所預留之土地，如新訂或擴

大都市計畫地區、依區域計畫指認之設施型用地及未登記工廠。 

 城鄉發展地區劃設條件研擬 

本計畫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規定，將城鄉發展區應按發展程

度予以分類管制。本計畫除參考營建署（2016b）分類草案，亦納入

歷次專家學者座談與機關研商會議成果、106 年 3 月 8 日城鄉發展

分署之「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條件、順序相關事宜機關研商會議」會前

會資料，將城鄉發展區劃分為「第 1 類」至「第 3 類」，後續亦將持

續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討論與協調，以及參酌顧問團與專家學者

之意見，凝聚城鄉發展地區劃設之議題共識，例如都市計畫與國土保

育地區重疊之處理、鄉村區之土地使用分類、新增分類之評估等。 

 第 1 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之劃設條件為都市化程度較高，其住宅

或產業活動高度集中之地區。本計畫建議將現行都市計畫區列為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其劃設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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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 

(2)  都市計畫區面積超過百分之五十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

一級劃設條件之地區者，應予註記。 

 第 2 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劃設條件為都市化程度較低，其住宅

或產業活動具有一定規模以上之地區。本計畫依據區域計畫法劃

設之鄉村區或建築用地聚集面積達一定規模以上者，列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其劃設條件如下： 

(1)  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建築用地，聚集面積達

五公頃以上者（但偏鄉及離島地區得視實際情況酌減之）

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A. 鄉村區位屬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 

B. 人口發展率超過 80%以上都市計畫地區鄰近一定

距離之鄉村區。 

(2)  國家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者，

得劃設城鄉發展地區： 

A. 已通過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相關重大建設計畫。 

B. 經行政院核定可行性評估相關重大計畫。 

C. 完成可行性評估之地方建設計畫，有具體規劃內容

及財務計畫者。 

(3)  第一目範圍內面積超過百分之五十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級劃設條件之地區者，應予註記。 

(4)  位於第一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 3 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之劃設是基於其他必要之分類。依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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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計畫相關事宜研商會議，第 5 次討論會議，有關各國土功能分

區下之分類，除本法規定之劃設原則，新增「分類」考量之因素

尚包含「具有其他特殊條件者」，例如原住民族部落等。本研究參

考「國土計畫相關事宜研商會議」第 6 次討論會議，對於原住民

居住與產業需求之討論與考量，將原住民族保留地範圍內，依據

區域計畫法劃設之鄉村區範圍，面積達一定規模以上者，列為城

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國土計畫法第 3 條規範全國之土地使用應按國土功能分區進

行管制，而各國土功能分區又可區分為不同管制類別（國土計畫

法§20）。綜整前述劃設條件彙整如下表 3-3。 

表 3-3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表 

國土

功能 
分類 劃設條件 

國土

保育 

地區 

第 1 類 

1.符合下列條件，但不包含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

類及第四類劃設條件之地區： 

（1）自然保留區。 

（2）野生動物保護區。 

（3）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4）自然保護區。 

（5）一級海岸保護區（非屬海域範圍者）。 

（6）國際級重要濕地、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

態復育區。 

（7）古蹟保存區。 

（8）遺址。 

（9）重要聚落建築群。 

（10）重要文化景觀。 

（11）重要史蹟。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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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特定區位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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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

功能 
分類 劃設條件 

（14）水庫蓄水範圍。 

（15）國有林事業區（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區）、保安

林。 

（16）依原區域計畫劃定之森林區。 

（17）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 

2.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 2 類 

1.符合下列條件之地區： 

（1）二級海岸保護區（非屬海域範圍者）。 

（2）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以外分

區、地方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 

（3）歷史建築。 

（4）聚落建築群。 

（5）文化景觀。 

（6）紀念建築。 

（7）史蹟。 

（8）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9）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非供公共給水）。 

（10）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1）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12）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13）國有林事業區（森林育樂區、林木經營區）。 

（14）大專院校實驗林地及林業試驗林區等。 

2.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 3 類 實施國家公園計畫地區。 

海洋

資源 

地區 

第 1 類 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排他、獨占。 

第 2 類 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部分排他、部分獨占。 

第 3 類 其他必要之分類─尚未使用之海域或其他非屬前列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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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

功能 
分類 劃設條件 

農業

發展 

地區 

第 1 類 

1.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安全功能或曾經投資建設

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參考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之第

1 種農業用地範圍、農地資源盤查作業成果劃定，以及環境

優良且投入設施建設之養殖使用土地等。 

2.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 2 類 

1.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

元化之地區，參考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之第 2 種、第 3 種

農業用地範圍、農地資源盤查作業成果劃定，以及其他養殖

使用土地等。 

2.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 3 類 

1.擁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以及無國

土保安之虞且可供經濟營林之林產業發展土地，參考農地資

源分類分級成果之第 4 種農業用地範圍、農地資源盤查作業

成果劃定，以及林產業土地等。 

2.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 4 類 

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其現有聚落人口達一定規模，且與

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聚落，與農業

生產、生活、生態密切相關，並排除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

具有城鄉發展與國土保育性質之鄉村區。 

城鄉

發展 

地區 

第 1 類 

1.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 

2.都市計畫區面積超過百分之五十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

級劃設條件之地區者，應予註記。 

第 2 類 

1.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建築用地，聚集面積達五

公頃以上者（但偏鄉及離島地區得視實際情況酌減之）且符

合下列條件: 

（1）鄉村區位屬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 

（2）人口發展率超過 80%以上都市計畫地區鄰近一定距離

之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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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

功能 
分類 劃設條件 

2.國家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劃設城

鄉發展地區： 

（1）已通過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相關重大建設計畫。 

（2）經行政院核定可行性評估相關重大計畫。 

（3）完成可行性評之地方建設計畫，有具體規劃內容及財務

計畫者。 

3.第一目範圍內面積超過百分之五十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

一級劃設條件之地區者，應予註記。 

4.位於第一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 3 類 
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內依據區域計畫法劃設之鄉村區，面積一

定規模以上者。 

資料來源：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6 年 3 月 8 日全國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條件、順序

相關事宜機關研商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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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順序 

本計畫之理念係以國土計畫法之立法意旨為主軸，即以國土保安全、保育

自然及人文環境等為優先考量，並將過去較少考量之海洋資源納入優先保育

標的，再者需維護糧食生產的農業資源，最後則為既有發展土地與儲備發展用

地。因此，若於劃設國土功能分區時遇到分區與分類重疊的情況，則應秉持本

計畫之理念處理之，並會同相關主管機關及參考專家顧問之意見決定處理方

向，並於後續依基地之現況與未來發展需求檢視之，合理調整分區與分類。 

呼應本計畫之理念（國土計畫法之立法意旨），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順序，

除海洋資源地區外，陸域範圍原則按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

地區之順序進行劃設，亦即屬應國土保育不宜開發範圍（國保一）確定後，應

先行考量國家糧食安全需要，將確定應保留農地範圍（農一、農二、農三、四），

其餘土地再依據城鄉、產業或其他部門發展需要，規劃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順序如下：（詳如表 3-4）。 

順序 1 

一、劃設原則 

符合國土計畫法立法精神，落實國土保育與海洋資源維護。 

二、劃設分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註：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第 2 類及第

3 類者，得予劃出）。 

 國土保育地區第 3 類（國家公園地區）。 

 海洋保育地區第 1、2、3 類。 

順序 2 

一、劃設原則 

因應氣候變遷農業調適策略，及維護糧食安全，依農地資源生產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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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由高至低劃設。 

二、劃設分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第 2 類、第３類、第 4 類。 

順序 3 

一、劃設原則 

依據都市發展、產業或其他部門發展需要，規劃適當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 

二、劃設分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第 2 類、第 3 類。 

前述之劃設順序將納入全國國土計畫，且順序 1～2 之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予以劃設範

圍及區位；至於順序 3 之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則由該管政府於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說明相關理由及依據後予以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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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順序 

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 
劃設順序 

1 2 3 

國土保育地區 第 1 類 V   

第 2 類   V 

第 3 類 V   

海洋資源地區 

第 1 類 V   

第 2 類 V   

第 3 類 V   

農業發展地區 第 1 類  V  

第 2 類  V  

第 3 類  V  

第 4 類  V  

城鄉發展地區 第 1 類   V 

第 2 類   V 

第 3 類   V 

功能分區分類實際劃設邏輯示範 

考量每一筆土地的本身環境條件，按上述劃設順序、條件，將其分

別劃入不同的分區分類。舉例說明，若有一筆土地屬於國家公園內的土

地，則其屬於劃設順位第一位，就屬於國土保育地區第 3 類；若一筆土

地屬於農地分類分級的第一種農業區，且其未與劃設順位第一位之分區

分類重疊，則其會被劃為第二順位之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若一筆土地

屬於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建築用地，聚集面積達五公頃以上

者，且其未與劃設順位第一位與第二位之分區分類重疊，則其會被劃為

第三順位之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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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分類分區劃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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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功能分區下使用地名稱 

按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後，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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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並實施管制。」

及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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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爰此，本案為使用地之編定，參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的 19 種使用

地類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之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之土地利用分類系統（102

年版及 104 年 4 月 13 日修訂版）之分類、內政部 106 年 3 月 20 日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部會研商會議資料，建議使用地編定由非都市土地

的 19 種擴增至下述 23 種，使用地轉換彙整如下表 3-5： 

 住宅用地。 

 商業用地。 

 工業用地。 

 窯業用地。 

 礦業用地。 

 農業用地。 

 農業設施用地。 

 林業用地。 

 遊憩用地。 

 宗教用地。 

 保育用地。 

 綠地用地。 

 風景用地。 

 機關用地。 

 學校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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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護設施用地。 

 公用事業用地。 

 能源設施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文化設施用地。 

 殯葬設施用地。 

 海域用地。 

 

表 3-5 國土功能分區下使用地名稱 

現行使用地 國土計畫法下使用地 調整方向 

甲種建築用地 
住宅用地（部分） 

參酌非都市使用地編定或國
土利用現況調查之分類，予
以細分 

商業用地（部分） 

乙種建築用地 
住宅用地（部分） 

商業用地（部分） 

丙種建築用地 
住宅用地（部分） 

商業用地（部分） 

農牧用地 
農業用地 

農業設施用地 

窯業用地 
工業用地 

窯業用地 

遊憩用地 
遊憩用地（部分） 

宗教用地（部分） 

生態保護用地 

保育用地 

綠地用地 

風景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保育用地 

綠地用地 

風景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機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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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使用地 國土計畫法下使用地 調整方向 

學校用地 

環境保護設施用地 

公用事業用地 

能源設施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工業用地 

無細分或合併； 

部分使用地調整名稱 

林業用地 林業用地 

養殖用地 農業設施用地 

交通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水利用地 

古蹟保存用地 文化設施用地 

殯葬用地 殯葬設施用地 

海域用地 海域用地 

鹽業用地 
礦業用地 合併 

礦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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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依《國土計畫法》第九條第五項之規定，全國國土計畫內容中應載明土地使

用指導事項。 

 土地使用基本事項 

本計畫依《國土計畫法》第六條相關規定，初步擬定各國土功能分區指導

事項，藉以協助未來執行國土功能分區之規劃。並延續現有全國區域計畫修正

案（草案）第六章之土地使用基本方針，參考其內容並依本計畫內容規劃適宜

之土地使用基本原則，以利後續作為土地使用指導之準則依循。 

基本原則 

一、建立功能分區指導功能 

為強化國土功能分區指導功能，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按功能分

區劃設目的，分別研擬各功能分區下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以落實功能

分區之指導。故初擬各國土功能分區指導事項，作為指導直轄市、縣（市）

政府擬定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之準則。 

二、作為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之依循 

《國土計畫法》通過後，建立國土計畫體系，確認國土計畫優位，

將以「全國國土計畫」為最上位法定計畫，體制由上而下分別為「全國

國土計畫」、「都會區域計畫」、「特定區域計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未來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據《國土計畫法》規定，擬定各該

縣市之國土計畫，作為土地使用管制之依據。故為彰顯地方資源特性及

發展需求，應評估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增訂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因

地制宜，視實際需要另定管制規定，且該管制規定仍應符合內政部擬定

之全國國土計畫及各功能分區劃定規定與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並報請內

政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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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量環境敏感特性，研訂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考量各環境敏感地區之之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法令，係就其目的事業

之政策需求所訂定，未必考量土地使用管制層面，是以，仍應就環境敏

感地區土地之環境條件及敏感程度，於國土保育地區各類型中，研擬土

地使用指導事項，作為國土功能分區劃定、使用許可或容許使用規定修

正參據。 

四、因應特殊需求管制需要，會商相關機關訂定管制規則 

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海域之劃設管理及離島地區納入考量。有關

原住民族土地之土地使用管制，依《原住民族基本法》（以下簡稱原基

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所稱原

住民 故擬定分區土地指導使用事項應考量原住民族土地之空間劃設並

依「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作為執行劃設作業之參

考，以具體落實原住民族土地之特殊需求，另調整後之建蔽率與容積率

應不得高於全國通案性規定。 

依據《海岸管理法》第二條規定，海岸地區包括「濱海陸地」及「近

岸海域」兩部分；濱海陸地是指平均高潮線至第一條省道、濱海道路或

山脊線間的陸域為界線；近岸海域則以平均高潮線往海洋延伸到 30 公

尺等深線，或平均高潮線向海 3 浬涵蓋的海域，並依內水與領海之現況

及未來發展需要，就海洋資源保育利用、原住民族傳統使用、特殊用途

及其他使用等加以劃設。而《國土計畫法》第二十條海洋資源地區之劃

設原則為「內水與領海之現況及未來發展需要，就海洋資源保育利用、

原住民族傳統使用、特殊用途及其他使用等加以劃設」，兩者對於「海

洋資源地區」與「海岸地區」之認定不同，又因海岸地區的劃設為界定

《海岸管理法》的適用範圍，未直接限制或禁止區內相關利用行為，故

在管理上需依循功能分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除上述外，因臺灣及各離島之海岸環境特性不同，擁有豐富多樣的

生態資源，其使用與管理為一大課題。故應配合功能分區之土地使用管

理指導事項進行相關規範，並針對於認定有疑慮之地區，會商各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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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管機關訂定相關管制與規則。 

五、國土保育重疊管制 

國土保育地區以外之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如有符合國土保育地區之

劃設原則者，除應依據各該國土功能分區之使用原則進行管制外，並應

按其符合國土保育地區類型之資源、生態、景觀或災害特性及程度，予

以禁止或限制使用。 

 城鄉發展地區如有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者： 

應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參酌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並

配合保護、保育或防災需要，檢討土地使用計畫，變更為適當使用分

區、用地，或依據環境敏感特性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為原則；另基

於整體規劃需要，對於不可避免夾雜之零星小面積土地而納入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者，應規劃為保護或保育等相關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為

原則。 

 農業發展地區如有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者： 

考量農業發展地區與國土保育地區有大面積的重疊，針對使用管

理上可區隔為具有國土保育特性之農業發展地區，以及容許維持從來

農業生產之國土保育地區等兩種類型： 

1. 具國土保育地區性質之農業發展地區，除應依農業發展地區之

使用原則進行管制外，並應按其資源、生態、景觀或災害特性

及程度，予以禁止或限制使用。其土地使用管理項目應包括農

舍興建、農業設施之限制與管理、農作物選擇之限制、農業生

產行為之管理、資源使用之限制（如：土壤利用方式、地下水

抽取、農業放流水管理）等。 

2. 容許維持從來農業生產之國土保育地區，屬農業生產活動與保

育目的無衝突者，爰維持從來之農業土地使用。惟農業生產活

動恐影響保育目的者，應限制農業土地使用以符合保育之環境

績效條件，此外須嚴格禁止其他非農土地使用以維護國土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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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六、因應土地混合使用現況，擬訂相關配套機制 

本國土地使用多為混合使用，但現況僅都市計畫地區需經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或小組）審議程序之規定，而非都市計畫地區則無此程序，

導致土地景觀無一制性等課題。故為因應土地混合使用現況，應評估規

劃擬定相關配套機制、修正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並於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加入相關項目，以作為指導依循。 

氣候變遷調適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領」針對土地使用領域所擬之總目標為

「各層級國土空間規劃均須將調適氣候變遷作為納入相關的法規、計畫與

程序」，其調適策略內容與配套機制摘要如下： 

一、土地使用調適策略 

 以流域範圍進行整體土地使用規劃，減低氣候變遷衝擊。 

 適度調整既有居住人口、產業與土地使用方式，以降低氣候變遷脆

弱度。 

 都市發展型態、土地使用分區及開發基地，應考量環境容受力，以

減少逕流量、增加透水率為原則。 

 落實利用公園、學校、復耕可能性低之農地、公有土地等設置滯洪

設施。 

 強化公共設施之基地截水、保水功能；增加道路與建築及設施之雨

水貯留、透水面積及使用透水材質。 

 保護優良農地，避免轉為非農業生產使用。 

 建構綠色基礎設施，有效調適城鄉地區因應氣候變遷需求。 

 積極落實環境敏感地區之管理，加強違規使用之查報與取締，以保

育國土，及減緩極端天氣事件所造成之災害損失。 

 運用衛星影像、航照與地理資訊系統技術，持續且定期監測土地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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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管理相關配套機制 

 各層級國土計畫應蒐集災害潛勢及防災地圖等相關資訊，掌握轄區

易致災地點、災害發生歷史及特性，納入國土保育劃設之規劃參考，

並據以檢討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擬之復育計畫，檢討各國土功能分區之土

地使用分區與使用地編定： 

 屬城鄉發展區第一類計畫土地者，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擬

之復育計畫徵收或撥用之土地，應依都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變更

為保護區、公共設施用地或其他非供都市發展之適當分區。 

 屬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土地者，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擬之

復育計畫徵收或撥用之土地，依國家公園法相關規定變更為生

態保護區或其他適當分區。 

 其他功能分區分類土地者，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擬之復育

計畫徵收或撥用之土地，應依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檢討變更

為適當功能分區分類或用地。 

 功能分區土地使用管制內容，應依據環境資源特性訂定使用類別與強度。  

 針對都市計畫及使用許可案，雖已規定開發基地須依據災害潛勢，檢討規劃

滯洪相關設施，要求自行吸收因開發增加之逕流量。未來並應研議將既有建成區

或計畫區及周圍一定範圍內之災害潛勢、防災地圖及脆弱度評估等資料納入都市

計畫及開發計畫內容，進行整體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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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功能分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本節將依《國土計畫法》與「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相關規定，

初步擬定各國土功能分區指導原則，藉以協助 貴分署未來執行國土功能分區

之規劃。整體指導原則如表 4-1，詳細指導事項將依「國土保育地區」、「農業

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海洋資源地區」各分區之考量依據及法規規定

研擬。 

表 4-1 各功能分區整體指導原則 

功能分區 整體指導原則 

國 土 保 育

地區 

(一) 需符合《國土計畫法》第六條之原則與《國家公園法》以保育

及保安為原則。 

(二) 如涉及原住民族之土地，應尊重及保存其傳統文化、領域及智

慧，並建立互利共榮機制（《國土計畫法》第六條）。 

(三) 土地使用應兼顧環境保育原則，建立公平及有效率之管制機制

（《國土計畫法》第六條）。 

(四)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應以加強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及不破壞

原生態環境與景觀資源為保育及發展原則（全國區域計畫修正

案之第二節各類型土地使用基本原則）。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避免天災危害。 

 保護各種珍貴稀有之自然資源。 

 保存深具文化歷史價值之法定古蹟。 

 維護重要生產資源。 

(五)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應考量某些環境敏感地區對於開發行為

的容受力有限，為兼顧保育與開發，加強管制條件，規範該類

土地開發（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之第二節各類型土地使用基本

原則）。 

(六) 國土保育地區範圍之無人島嶼除必要之氣象、導航及國防設施

外，應禁止開發及建築；已經開發之島嶼，應依其環境承載力

採取開發降溫及環境保全對策（促進離島永續發展方針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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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區 整體指導原則 

方針第三項）。 

農 業 發 展

地區 

(一) 需符合《國土計畫法》第六條之原則。 

(二) 以農地農用為原則，農業用地須變更為非農業使用，避免影響

整體農業經營環境。依農業發展條例第 10 條之規定，應先徵

得農業主管機關之同意，再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使用地變更。 

(三)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據農業主管機關擬定之農業用地需

求總量及可變更農地數量，並按農業發展政策及需求，參考農

地資源空間規劃成果及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成果，研擬農地

規劃利用方向，以引導土地有秩序發展。 

(四) 農業用地應依據灌排分離政策，分期推動加嚴搭排管制措施，

限制廢污水排放灌排系統，以維護農業灌溉水質。 

(五) 變更使用生產環境較優良之農地資源，使用者應支付較高回饋

義務，提供農業發展及維護整體農地資源環境所需。 

城 鄉 發 展

地區 

(一) 需符合《國土計畫法》第六條之原則。 

(二) 城鄉發展應優先使用既有都市計畫地區，透過辦理都市更新、

開發都市整體發展地區或政策引導等方式，將居住、商業及產

業等相關活動儘量引導至都市計畫地區。 

(三) 非都市土地應以加強保育及永續發展為前提，維持既有發展

量，以維護鄉村地區優美自然景觀，並維持自然涵養能力，不

宜同意個案零星申請住宅社區開發，但為改善鄉村或農村社區

環境，且不增加住宅供給量者，不在此限。 

(四) 除依《都市計畫法》第 10 條 至第 12 條規定應擬定都市計畫

地區、經行政院核定之大眾運輸系統場站（包括捷運系統、鐵

路或高鐵等）所在地，或係屬配合國家重大建設需要之地區，

得採新訂都市計畫方式辦理外，原則不得新訂都市計畫。 

(五) 倘有新增住商發展需求（如當地都市計畫之發展率超過 80%

者），且確實無法將人口引導鄰近都市計畫地區者，應優先變

更使用既有都市計畫農業區（非屬優良農地者）。當地都市計

畫經檢視確實無法再提供發展所需土地時，得以都市計畫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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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區 整體指導原則 

土地辦理擴大都市計畫或劃設開發利用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

變更區位，以滿足發展需求。 

(六)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據人口（高齡化或少子化）之發展

趨勢及居住情形，於各該國土計畫研擬住宅發展策略，並因應

配套辦理土地使用規劃，提供適宜住宅類型、公共設施、老人

安養或社區式服務等，以因應人口及住宅發展需要。 

海 洋 資 源

地區 

(一) 需符合《國土計畫法》第六條之原則與《海岸管理法》以資源

永續利用為原則。 

(二) 海洋資源地區以資源永續利用為原則，整合多元需求，建立使

用秩序，各項使用申請許可以維持「海水」狀態之使用為原則。 

(三) 海洋資源地區之各項使用仍應注意避免影響生態棲息環境。 

(四) 為保障公共通行及公共水域使用，具相容性之使用類型對於依

法使用之其他非排他性用海活動不得阻撓。 

(五) 各使用類型於許可使用範圍內，如有涉及政府依法公告各類保

護（育、留）區，或其他法令有禁止或限制使用者，仍應依各

該規定辦理。 

(六) 許可使用範圍涉及原住民海域之使用時，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 

(七) 考量地區與周邊整體建設，降低資源受破壞之衝擊（海岸管理

法第七條）。 

(八) 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智慧，保護濱海陸地傳統聚落紋理、慶典儀

式等活動空間，以永續利用資源與保存人文資產（海岸管理法

第七條）。 

(九) 推動整體性的海岸地區建設及管理，檢討海岸設施之必要性與

妥適性，避免投資浪費或破壞海岸環境（海岸管理法第七條）。 

壹、 國土保育地區 

依《國土計畫法》第六條之原則，「國土保育地區應以保育及保安為

原則，並得禁止或限制使用」與「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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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 各類型土地使用基本原則」，建議國土保育地區指導事項應以保育及

保安為原則，以達國土有效利用，並加強管制條件，規範限制該類地區之

土地使用種類及強度。又因我國限制發展地區補償制度已由原先無補償的

做法，演進到政府管制私有財產權的使用，應依法補償「特別犧牲」之利

益（蕭代基、洪鴻智、黃德秀，土地使用管制之補償與報償制度的理論與

實務，2005）。 

一、整體指導原則 

本計畫參考「促進離島永續發展方針」與《濕地保育法》作為國土

保育地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參考。並綜上段所述，規劃國土保育地區指

導原則除需依循上述相關規定外，亦需考量土地之永續經營與因應氣候

變遷之衝擊。並訂定相關規則以降低環境衝擊、追求永續發展，項目初

步規劃地區整體指導原則如下： 

 需符合《國土計畫法》第六條之原則與《國家公園法》以保育及保

安為原則。 

 如涉及原住民族之土地，應尊重及保存其傳統文化、領域及智慧，

並建立互利共榮機制（《國土計畫法》第六條）。 

 土地使用應兼顧環境保育原則，建立公平及有效率之管制機制（《國

土計畫法》第六條）。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應以加強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及不破壞原生

態環境與景觀資源為保育及發展原則（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之第二

節各類型土地使用基本原則）。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避免天災危害。 

 保護各種珍貴稀有之自然資源。 

 保存深具文化歷史價值之法定古蹟。 

 維護重要生產資源。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應考量某些環境敏感地區對於開發行為的容受力有限，

為兼顧保育與開發，加強管制條件，規範該類土地開發（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之

第二節各類型土地使用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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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保育地區範圍之無人島嶼除必要之氣象、導航及國防設施外，應禁止開

發及建築；已經開發之島嶼，應依其環境承載力採取開發降溫及環境保全對策（促

進離島永續發展方針之基本方針第三項）。 

二、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整體功能分區定性 

以保育為原則，為維持分區永續利用，強化生活、生產與生態，

保存現有珍貴環境資產，依環境敏感程度予以分類，將不同類型或程

度之應保育地區劃為國土保育地區下之不同分類。 

 劃設原則 

 第一類：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景觀或易致災條件，其環境

敏感程度較高之地區。 

 第二類：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景觀或易致災條件，其環境

敏感程度較低之地區。 

 第三類：實施國家公園計畫地區。 

 分類指導項目 

 第一類 

(1)  基本原則 

A. 依《國土計畫法》二十一條，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之土地使用原則為「維護自然環境狀態，並禁止或

限制其他使用。」，故應以加強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

及不破壞原生態環境與景觀資源為保育及發展原則。 

B. 依《國土計畫法》六條第三項與第二十一條之原則，

應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並得規範營建管理與土地

使用，採禁止或限制使用。 

C. 除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外，應避免作非保育目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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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任何開發行為，並透過各項目的事業法令管

制，以達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目的。 

D. 申請辦理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

者，除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避免位於國土保育地

區，並就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適

之規劃，並針對該使用所造成生態環境損失，採取

彌補或復育之有效措施。其情形如下： 

 屬內政部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由政府興

辦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且經各項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之中央法令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興辦者。 

 為整體規劃需要，對於不可避免夾雜之零星小面積土

地，在不影響其資源保育前提下，得納入範圍，但應維持

原地形地貌避免開發使用，其適用條件及規模，由內政部

修訂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等規定辦理。 

 依各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法令明定得許可或同意者。 

(2)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各環境敏感類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A. 宜採低密度開發利用，甚或視災害敏感之嚴重程度

作適度處理，如維持原始地形地貌、規劃作永久性

開放空間使用或予以適當退縮與留設緩衝空間。 

B. 申請人應依基地所位屬之國土保育第一類地區主管

機關法規，針對從事開發行為或土地利用之限制或

禁止等規定，提出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納入開

發計畫或興辦事業計畫後，徵詢該主管機關是否符

合其主管法規規定，作為各級國土計畫委員會審議

准駁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與否之參據。 

(3)  屬災害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本類型國土保育地區極易因人類不當開發而導致災害

發生，其土地使用除應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基本原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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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情形，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  

 宜採低密度開發利用，甚或視災害敏感之嚴重程度作

適度處理，如維持原始地形地貌、規劃作永久性開放空間

使用或予以適當退縮與留設緩衝空間。 

 申請人應依基地所位屬之國土保育第一類地區主管

機關法規，針對從事開發行為或土地利用之限制或禁止等

規定，提出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納入開發計畫或興辦

事業計畫後，徵詢該主管機關是否符合其主管法規規定，

作為各級國土計畫委員會審議准駁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與否之參據。 

各項災害類型國土保育地區主管機關相關法令，涉及土

地使用相關規定如下，未來該等法令如有修正，依修正發布

後法令規定辦理： 

A. 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依據地區建築管理辦法劃

定之範圍。 

(A) 不得興建公有建築物。 

(B) 於各種用地內申請建造自用農舍者，農舍用地

面積不得超過其農業用地面積 10%，且不得超

過最大基層建築面積 330 平方公尺，其總樓地

板面積不得超過 495 平方公尺，建築物高度不

得超過 3 層樓並不得超過 10.5 公尺。 

B. 特定水土保持區：指依據水土保持法劃定為亟需加

強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以有效防制水土災害

發生或擴大地區。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各類

地區，區內禁止任何開發行為，但攸關水資源之重

大建設、不涉及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及經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之自然遊憩區，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水土保持法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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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A) 水庫集水區。 

(B) 主要河川上游之集水區須特別保護者。 

(C) 海岸、湖泊沿岸、水道兩岸須特別保護者。沙

丘地、沙灘等風蝕嚴重者。 

(D) 山坡地坡度陡峭、具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其

他對水土保育有嚴重影響者。 

C. 河川區域：指依據水利法及河川管理辦法劃設之河

川區域。河川區域內，禁止有水利法第 78 條規定之

行為，且為同法第 78 條之 1 所規定行為時，應經

該河川管理機關或水利法主管機關同意（水利法第

78 條及第 78 條之 1）。 

D. 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指依據

水利法劃設之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依據水利法及

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劃設之洪水平原一級管制

區。 

(A) 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內禁止施設房屋等行為，且

有變更原有地形之行為，應依相關規定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基隆河洪氾區土

地使用管制辦法第 7 條）。 

(B) 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內應嚴格限制建築，除不

得建造永久性建造物或種植多年生植物或設

置足以妨礙水流之建造物外，並禁止變更地形

或地目（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第 4 條）。 

E. 區域排水設施範圍：指依據水利法、河川管理辦法

及排水管理辦法劃設之區域排水設施範圍。排水設

施範圍之劃定，應依據排水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九

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但業已完成排水設施之排水，

應就該排水之重要性及排水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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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較完備者，訂定優先順序，據以逕行劃定排水設

施範圍。 

(4)  屬生態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本類型國土保育地區，其土地使用除應符合國土保育地

區第一類基本原則除外情形，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 

 應維持原有生態均衡，以不破壞生態環境進行適宜土

地使用。 

 申請人應依基地所位屬之環境敏感地區主管機關法

規，針對從事開發行為或土地利用之限制或禁止等規定，

提出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納入開發計畫或興辦事業

計畫後，徵詢該主管機關是否符合其主管法規規定，作為

各級國土計畫委員會審議准駁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與否之參據。 

各項生態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主管機關相關法令，涉

及土地使用相關規定如下，未來該等法令如有修正，依修正

發布後法令規定辦理： 

A. 一級海岸防護區：指依據海岸管理法劃設之一級海

岸防護區範圍。 

B. 自然保留區：指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符合具

有代表性之生態體系，或具有獨特地形、地質、具

有基因保存、永久觀察、教育研究價值及珍稀動、

植物之區域。建議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4 條）。 

C. 野生動物保護區：指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劃定，屬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有特別保護必要之地區。建

議避免污染及破壞環境等行為（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0 條）。 

D.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指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劃



105 年度「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149 

定之地區，建議經營各種建設或土地利用，應擇其

影響野生動物棲息最少之方式及地域為之，不得破

壞其原有生態功能（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8 條）。 

E. 自然保護區：指依森林法設置，為維護森林生態環

境，保存生物多樣性，林業用地內所設置之地區。

目前計有 6 處自然保護區，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於 95 年依森林法所劃設。 

F. 一級海岸保護區：指依據海岸管理法劃設之一級海

岸保護區範圍或依據 73 年、76 年行政院核定之「臺

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臺灣沿海地區共劃

設 12 處海岸保護區計畫。 

G. 國際級重要濕地、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

生態復育區：依據濕地保育法劃設公告。非經主管

機關許可，重要濕地範圍內禁止從事相關行為（濕

地保育法第 25 條）。 

(5)  屬文化景觀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本類型國土保育地區，其土地使用除應符合國土保育地

區第一類基本原則除外情形，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 

 應維護文化景觀資源完整及與其相容使用。 

 申請人應依基地所位屬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之主

管機關法規，針對從事開發行為或土地利用之限制或禁止

等規定，提出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納入開發計畫或興

辦事業計畫後，徵詢該主管機關是否符合其主管法規規定，

作為各級國土計畫委員會審議准駁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與否之參據。 

各項文化景觀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主管機關相關法

令，涉及土地使用相關規定如下，未來該等法令如有修正，

依修正發布後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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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古蹟保存區：為維護古蹟並保全其環境景觀，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擬具古蹟保存計畫後，

依國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

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文化設施保存用地，並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予以保存維護。依據文化

資產保存法規定，古蹟依其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

直轄市定、縣（市）定 3 類。營建工程及其他開發

行為，不得破壞古蹟之完整、遮蓋古蹟之外貌或阻

塞其觀覽之通道；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

時，不得妨礙古蹟之保存及維護（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0 條）。並為利古蹟之修復及再利用，有關其建

築管理、土地使用及消防安全等事項，不受都市計

畫法、建築法、消防法及其相關法規全部或一部之

限制（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2 條）。 

B. 考古遺址：指蘊藏過去人類生活所遺留具歷史文化

意義之遺物、遺跡及其所定著之空間。為維護遺址

並保全其環境景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

機關擬具遺址保存計畫，並依國土計畫法、都市計

畫法或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

為文化設施保存用地，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

定予以保存維護。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遺址

依其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 3

類。營建工程及其他開發行為，不得妨礙遺址之保

存及維護；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時，不

得妨礙遺址之保存及維護（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1

條）。 

C. 重要聚落建築群：為維護聚落建築群並保全其環境

景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聚落建築群之保存

及再發展計畫後，並得就其建築形式與都市景觀制

定維護方針，並為維護聚落建築群並保全其環境景

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聚落建築群之保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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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發展計畫後，並得就其建築形式與都市景觀制定

維護方針，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定，

編定、劃定為特定專用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0 條）。

為利聚落建築群之修復及再利用，有關其建築管理、

土地使用及消防安全等事項，不受都市計畫法、建

築法、消防法及其相關法規全部或一部之限制（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 26 條）。 

D. 重要文化景觀：為維護史蹟、文化景觀並保全其環

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訂定史蹟、

文化景觀保存計畫。並為利史蹟、文化景觀範圍內

建造物或設施之保存維護，有關其建築管理、土地

使用及消防安全等事項，不受都市計畫法、建築法、

消防法及其相關法規全部或一部之限制（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64 條）。 

E. 重要史蹟：為維護史蹟、文化景觀並保全其環境，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訂定史蹟、文化

景觀保存計畫。並為利史蹟、文化景觀範圍內建造

物或設施之保存維護，有關其建築管理、土地使用

及消防安全等事項，不受都市計畫法、建築法、消

防法及其相關法規全部或一部之限制（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 64 條）。 

(6)  屬資源利用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本類型國土保育地區，其土地使用除應符合國土保育地

區第一類基本原則除外情形，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 

 應維護資源永續利用，避免不當開發而導致資源耗竭，

並宜採低密度之開發利用。 

 申請人應依基地所位屬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主管

機關法規，針對從事開發行為或土地利用之限制或禁止等

規定，提出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納入開發計畫或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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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後，徵詢該主管機關是否符合其主管法規規定，

作為各級國土計畫委員會審議准駁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與否之參據。 

各項資源利用敏感地區主管機關相關法令，涉及土地使

用相關規定如下，未來該等法令如有修正，依修正發布後法

令規定辦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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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依據飲用水管理條例劃設之飲用水水源

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並

不得有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前開行為包括︰「非

法砍伐林木或開墾土地」、「以營利為目的之飼養家

畜、家禽」、「工業區之開發或污染性工廠之設立」、

「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及放射性核廢料儲存或處

理場所之興建」、「新社區之開發。但原住民族因人

口自然增加形成之社區，不在此限」、「高爾夫球場

之興、修建或擴建」、「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規

模及範圍達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鐵路、大眾捷運

系統、港灣及機場之開發」及「道路及運動場地之

開發，未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等，另前項行為（除「道路及運動場地之開發，未

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外），為居

民生活所必要，且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飲

用水管理條例第 5 條）。 

B. 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指現有、興建

中、規劃完成且定案（核定中），作為供家用及或供

公共給水者，其範圍依各水庫管理機關（構）劃定

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範圍為標準，或

大壩上游全流域面積。其範圍由經濟部查認。於水

庫集水區內修建道路、採礦、採取或堆積土石、開

發建築用地、開發或經營遊憩與殯葬用地、處理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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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及為其他開發或利用行為者，應先徵得其治理

機關 （構） 之同意，並報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2 條之 1）。 

C. 水庫蓄水範圍：指依據水利法、水庫蓄水範圍使用

管理辦法劃設，水庫設計最高洪水位與其迴水所及

蓄水域、水庫相關重要設施之土地與水面及必要之

保護帶。於蓄水範圍內為施設建造物、變更地形地

貌等行為，其行為人應向其管理機關（構）申請許

可（水利法第 54 條之 1）。 

D. 國有林、保安林：經編為林業用地之土地，不得供

其他用途之使用。但經徵得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同意，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地政主管機

關核准者，不在此限（森林法第 6 條）。 

E. 依原區域計畫劃定之森林區：經編為林業用地之土

地，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但經徵得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地政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森林法第 6 條）。 

F. 大專院校實驗林地及林業試驗林地等：經編為林業

用地之土地，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但經徵得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地政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森林法

第 6 條）。 

G. 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依據溫泉法，溫泉露頭係

指溫泉自然湧出之處；依該法規定，溫泉露頭及其

一定範圍內，不得為開發行為（溫泉法第 6 條）。  

 第二類 

(1)  基本原則 

A. 依《國土計畫法》二十一條，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之土地使用原則為「儘量維護自然環境狀態，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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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件使用。」，故為考量某些環境敏感地區對於開

發行為的容受力有限，並兼顧保育與開發，應加強

此分類之土地使用管制條件，規範土地開發。 

B. 依《國土計畫法》六條第三項與第二十一條之原則，

應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儘量維護自然環境狀態，

允許有條件使用，並得規範營建管理與土地使用，

採限制使用。 

(2)  屬災害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本類型國土保育地區極易因人類不當開發而導致災害

發生，其土地使用除應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基本原則除

外情形，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  

 宜採低密度開發利用，甚或視災害敏感之嚴重程度作

適度處理，如維持原始地形地貌、規劃作永久性開放空間

使用或予以適當退縮與留設緩衝空間。 

 申請人應依基地所位屬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主管

機關法規，針對從事開發行為或土地利用之限制或禁止等

規定，提出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納入開發計畫或興辦

事業計畫後，徵詢該主管機關是否符合其主管法規規定，

作為各級國土計畫委員會審議准駁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與否之參據。 

各項災害類型國土保育地區主管機關相關法令，涉及土

地使用相關規定如下，未來該等法令如有修正，依修正發布

後法令規定辦理： 

A. 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土石流）：依

據地質法規定，中央地質主管機關應將具有特殊地

質景觀、地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之地區，

公告為地質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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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

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

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但緊急救災者不在此

限（地質法第 8 條）。 

(B) 基地地質調查與地質安全評估方法之認定、項

目、內容及作業，依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

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規定辦理（地質法第

9 條）。 

B. 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指依據

水利法劃設洪氾區二級管制區；依據水利法及淡水

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劃設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A) 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內建築物之建造或其他變

更地形之行為，應由當地建築主管機關依其主

管法令及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建築許可審核基

準審核後，始得發給建築執照（基隆河洪氾區

土地使用管制辦法第 8 條）。 

(B) 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內地上建築物之改建、修

繕、拆除、變更原有地形、建造工廠、房屋或

其他設施者，應向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申請，報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

之（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第 5 條）。 

C.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指依據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劃設

作業規範劃設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詳本章第三節

貳、地層下陷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D. 淹水潛勢：指依據災害防救法及水災潛勢資料公開

辦法公開之水災潛勢資料，係基於設計降雨條件、

特定地形地貌資料及水理模式模擬演算之結果。經

濟部公開之水災潛勢資料僅供防救災使用；相關土

地管制或土地利用限制及其他相關措施，應依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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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水災潛勢資料

公開辦法第 8 條）。未有土地開發相關限制等內容。 

E. 山坡地：指依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及水土保持法

劃設之山坡地。山坡地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

該計畫未經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核定前，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不得逕行核發開發或利用之許可（水土保

持法第 12 條）。 

F. 土石流潛勢溪流：依據災害防救法及土石流災害潛

勢資料公開辦法劃設公開之土石流潛勢溪流。相關

土地管制或土地利用限制及其他相關措施，應依據

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等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G. 二級海岸防護區：指依據海岸管理法劃設之二級海

岸防護區範圍。 

H. 前依「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劃定公告之

「特定區域」：特定區域範圍由原劃定公告機關（包

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內政部、高雄市政府、嘉義

縣政府或臺東縣政府）辦理查詢。災區重建應尊重

該地區人民、社區（部落）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

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得就災區安

全堪虞或違法濫建之土地，經與原住居者諮商取得

共識，得劃定特定區域，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

遷村，且應予符合前項之適當安置（103 年 8 月 29

日廢止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 

(3)  屬生態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本類型國土保育地區，其土地使用除應符合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基本原則除外情形，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 

 應維持原有生態均衡，以不破壞生態環境進行適宜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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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 

 申請人應依基地所位屬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主管

機關法規，針對從事開發行為或土地利用之限制或禁止等

規定，提出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納入開發計畫或興辦

事業計畫後，徵詢該主管機關是否符合其主管法規規定，

作為各級國土計畫委員會審議准駁或變更後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與否之參據。 

各項生態敏感地區主管機關相關法令，涉及土地使用相

關規定如下，未來該等法令如有修正，依修正發布後法令規

定辦理： 

A. 二級海岸保護區：指依據海岸管理法劃設之二級海

岸保護區範圍或依據 73 年、76 年行政院核定之「臺

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臺灣沿海地區共劃

設 12 處海岸保護區計畫，並依其資源特性就保護

程度次之者劃設為一般保護區。 

B. 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以外分

區、地方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

依據濕地保育法劃設公告。非經主管機關許可，重

要濕地範圍內禁止從事相關行為（濕地保育法第 25

條）。 

(4)  屬文化景觀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本類型國土保育地區，其土地使用除應符合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基本原則除外情形，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 

 應維護文化景觀資源完整及與其相容使用。 

 申請人應依基地所位屬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主管

機關法規，針對從事開發行為或土地利用之限制或禁止等

規定，提出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納入開發計畫或興辦

事業計畫後，徵詢該主管機關是否符合其主管法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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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各級國土計畫委員會審議准駁或變更後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與否之參據。 

各項文化景觀敏感地區主管機關相關法令，涉及土地使

用相關規定如下，未來該等法令如有修正，依修正發布後法

令規定辦理： 

A. 歷史建築：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歷史建築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審查登錄後，辦理公告，並報

中央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備查。為利歷史建築之修復

及再利用，有關其建築管理、土地使用及消防安全

等事項，不受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

消防法及其相關法規全部或一部之限制（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26 條）。 

B. 聚落建築群：為維護聚落建築群並保全其環境景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聚落建築群之保存及再發

展計畫後，並得就其建築形式與都市景觀制定維護

方針，依國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等

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特定專用區。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普

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者之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

程序審查登錄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為維護聚落建築群並保全其環境景觀，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訂定聚落建築群之保存及再發展計畫

後，並得就其建築形式與都市景觀制定維護方針，

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

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特定專用區。（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 40 條）為利聚落建築群之修復及再利用，有

關其建築管理、土地使用及消防安全等事項，不受

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消防法及其相

關法規全部或一部之限制（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6



105 年度「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159 

條）。 

C. 文化景觀保存區：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

文化景觀價值之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登

錄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為利文

化景觀範圍內建造物或設施之保存維護，有關其建

築管理、土地使用及消防安全等事項，不受區域計

畫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消防法及其相關法規

全部或一部之限制（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4 條）。 

D. 紀念建築：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應定期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紀念建

築價值者之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登錄後，

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E. 史蹟：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定期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史蹟價值之

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登錄後，辦理公告，

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為維護文化景觀並保全其

環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會商有關機關訂定史蹟

保存計畫，並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

園法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保存用地或

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3 條）。 

F. 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依地質法規定，中央地質

主管機關應將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有發

生地質災害之虞之地區，公告為地質敏感區。 

(A) 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

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

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但緊急救災者不在此

限（地質法第 8 條）。 

(B) 基地地質調查與地質安全評估方法之認定、項

目、內容及作業，依「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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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規定辦理（地質

法第 9 條）。 

(5)  屬資源利用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本類型國土保育地區，其土地使用除應符合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基本原則除外情形，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 

 應維護資源永續利用，避免不當開發而導致資源耗竭，

並宜採低密度之開發利用。 

 申請人應依基地所位屬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主管

機關法規，針對從事開發行為或土地利用之限制或禁止等

規定，提出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納入開發計畫或興辦

事業計畫後，徵詢該主管機關是否符合其主管法規規定，

作為各級國土計畫委員會審議准駁或變更後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與否之參據。 

各項資源利用敏感地區主管機關相關法令，涉及土地使

用相關規定如下，未來該等法令如有修正，依修正發布後法

令規定辦理： 

A. 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非供公共給水）：指現有、

興建中、規劃完成且定案（核定中），非作為供家用

及或供公共給水者，其範圍依各水庫管理機關（構）

劃定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範圍為標準，

或大壩上游全流域面積。其範圍由經濟部查認。於

水庫集水區內修建道路、採礦、採取或堆積土石、

開發建築用地、開發或經營遊憩與殯葬用地、處理

廢棄物及為其他開發或利用行為者，應先徵得其治

理機關 （構） 之同意，並報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2 條之 1）。 

B.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指為加強水源水質水量之

保護，除自來水源取水水體水平距離等一定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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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地應限制發展外，其他依據自來水法所劃設之

水質水量保護區，係基於確保飲用水源之品質、水

量之穩定及保持水文系統之平衡而劃設。自來水法

規定禁止或限制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土石採取

或探礦、污染性工廠、設置垃圾掩埋場或焚化爐、

高爾夫球場之興建或擴建、核能或其他能源之開發、

放射性廢棄物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及其他足以貽

害水質、水量，經中央自來水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公告之行為等。各項行為，為居民生活

或地方公共建設所必要，且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自來水法第 11 條）。 

C. 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指依

據礦業法劃設之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

分布地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指

定礦種及區域作為礦業保留區，禁止人民探採；另

山坡地有危害安全之礦場或坑道者，不得開發建築

（礦業法第 29 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262 條）。 

D. 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依據地質法規定，中央

地質主管機關應將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

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之地區，公告為地質敏感區。 

(A) 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

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

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但緊急救災者不在此

限。（地質法第 8 條） 

(B) 基地地質調查與地質安全評估方法之認定、項

目、內容及作業，依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

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規定辦理。（地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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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第三類 

(1)  基本原則 

管理依《國家公園法》與《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之規

定。 

(2)  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指

依據國家公園法劃設，符合無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自然

地理景觀，而嚴格限制開發行為之地區；生態保護區指依

據國家公園法劃設，符合為保存生物多樣性或供研究生

態而應嚴格保護之天然生物社會及其生育環境之地區。

並依國家公園法第 14 條之許可事項，除該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6 款經許可者外，均應予禁止（國家公園法第 14

條）。 

(3)  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指依據國家公園法，符合為保

存重要歷史建築、紀念地、聚落、古蹟、遺址、文化景觀、

古物而劃定及原住民族認定為祖墳地、祭祀地、發源地、

舊社地、歷史遺跡、古蹟等祖傳地，並依其生活文化慣俗

進行管制之地區。並依國家公園法第 14 條之許可事項，

除該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6 款經許可者外，均應予禁止

（國家公園法第 14 條）。 

(4)  國家公園內之一般管制區及遊憩區：指各國家公園管理

分區中之一般管制區及遊憩區。 

貳、 農業發展地區 

由於臺灣地狹人稠，農民持有農地面積小，且農地所有權細分化，不

利創造規模地效益。再者，農業經營環境面臨內、外部的發展壓力，使得

生產環境品質與用水資源經常受到威脅。為追求農業永續發展，必須確保

優質農業經營環境品質條件。為確保高品質農地生產土地的資源總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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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農地資源分類分級規劃建立管理機制，維護各類農地的生產條件與其

土地使用地適宜性，作為臺灣農產業發展的基礎。 

依循既有農地資源特性進行農地資源規劃，致力農地總量及品質維護，

以建構完善之農業生產環境及農地管理制度。 

一、整體指導原則 

依《國土計畫法》第六條之原則，「農業發展地區應以確保糧食安

全為原則，積極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及基礎設施，並應避免零星發展」。 

 需符合《國土計畫法》第六條之原則。 

 以農地農用為原則，農業用地須變更為非農業使用，避免影響整體

農業經營環境。依農業發展條例第 10 條之規定，應先徵得農業主

管機關之同意，再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使用地變更。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據農業主管機關擬定之農業用地需求總

量及可變更農地數量，並按農業發展政策及需求，參考農地資源空

間規劃成果及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成果，研擬農地規劃利用方向，

以引導土地有秩序發展。 

 農業用地應依據灌排分離政策，分期推動加嚴搭排管制措施，限制

廢污水排放灌排系統，以維護農業灌溉水質。 

 變更使用生產環境較優良之農地資源，使用者應支付較高回饋義務，

提供農業發展及維護整體農地資源環境所需。 

二、農業發展地區分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依《國土計畫法》第二十條，將國土功能分區依據農業生產環境、

維持糧食功能及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情形加以劃設，並按

農地生產資源條件，分為第一、二級及其他分類。並以第二十一條「國

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原則」，訂定農業發展地區需以供農業

生產、產業價值鏈與產銷設施使用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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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功能分區定性 

依循既有農地資源特性進行農地資源規劃，致力農地總量及品質

維護，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及水資源供應之完整性，避免零星使用或影

響其他農業生產環境之使用，以建構完善之農業生產環境及農地管理

制度，興建必要之農業相關設施，應以與當地農業生產經營有關者為

限。 

 劃設原則 

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之規範，劃設原則如下： 

 第一類：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安全功能或曾經投資建設

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 

 第二類：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

元化之地區。 

 其他必要之分類 

其他必要之分類則是為了農業生產需求，及其與其他國土功能分

區之間平衡發展所需劃設之分區。 

 分類指導項目 

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21 條之規範，土地使用指導事項應載明之內

容如下： 

 第一類：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銷設施使用，並禁止或限制其他

使用。 

 第二類：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使用，並依其產

業特性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其他必要之分類：按農業資源條件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依循國土計畫法之規範，本計畫亦參考「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

案）（105 年 12 月）」之「第六章第二節 各類型土地使用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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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維護章節中，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之檢討變更原

則，與農地使用管制指導原則等，依第一類至第四類農業發展地區研

擬相關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引導農業發展地區做適度、適當土地利用，

以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性、提升農業發展價值。 

 第一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係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

安全功能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包含農地資

源分類分級之第一種農業用地、環境優良且投入設施建設之養殖

使用土地。其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以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銷設

施使用，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原則如下： 

(1)  基本原則 

A. 依《國土計畫法》二十一條，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之土地使用原則為「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銷設

施使用，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故應積極維護

此類土地資源與相關產銷設施之發展以確保國家糧

食生產安全為發展原則。 

(2)  避免優良農地變更或轉用 

A. 以農地農用為原則，並嚴格限制其轉用，不得興建

非農業生產附屬設施及農舍。 

B. 土地使用方式應以農業生產及其相關設施使用為原

則，禁止或限制非農業使用，並減少非農業使用項

目容許於此區，以確保此類土地長期為面積完整且

生產條件優良的農地資源。 

(3)  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與糧食安全 

A. 應採取嚴格之環境管制，避免各種可能汙染之行為，

維護農業生產所需重要資源（水資源、土壤、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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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品質，以確定優質農業生產地區之生態環境品質。 

B. 農業用地應依據灌排分離政策，分期推動加嚴搭排

管制措施，限制廢污水排放灌排系統，以維護農業

灌溉水質。 

(4)  農業生產設施建設 

A. 作為農業施政及輔導資源最優先投入之地區，運用

中央及地方政府主管的施政資源與經費，鼓勵、輔

導專業區的農業經營，以提升區育農業經營效益，

增加農民農產收入，並避免此類土地資源閒置。 

B. 應持續投入建設、維護農業生產之重要設施（灌溉

設施、防護設施、…） 提升農業生產之設施條件。 

(5)  使用地編定原則 

A. 使用地編定類別應與農業使用相關為原則，範圍內

農業用地、農牧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

目應減少非農業使用項目，並避免新增非農業使用

項目。 

B. 農業用地申請農舍，應避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並

應兼顧區位合理性及其環境敏感特性。 

 第二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係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糧食生產

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元化之地區，包含農地資源分類分級之

第二種、第三種農業用地、其他養殖使用土地。其土地使用指導

原則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使用，並依其產業

特性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其土地使

用指導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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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原則 

A. 依《國土計畫法》二十一條，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應供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使

用，並依其產業特性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禁

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2)  農業生產環境之維護 

A. 以農業使用為主，提供農業生產及農業產業發展所

需設施使用，並創造農地多元價值，輔助維繫生態

系統之穩定。 

B. 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時，應以不影

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並依《農業發展條例》第

10 條之規定，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之同意，再依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使用地變更。 

C. 應維護原有農業生產設施與環境品質，並且於受汙

染之農地投入廢汙水處理與土壤污染防治，以改善

生產環境。 

D. 應積極檢討、處理既有違規使用，並且禁絕違規使

用之新發生，以強化農地農用。 

(3)  農地規劃 

A.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據農業主管機關擬定之

農業用地需求總量及可變更農地數量，並按農業發

展政策及需求，參考農地資源空間規劃成果及農地

資源分類分級劃設成果，研擬農地規劃利用方向，

以引導土地有秩序發展。 

B. 研擬緩衝區劃設計畫，減緩城鄉、產業與交通發展

對第一類農業發展地區之衝擊。 

C. 農業用地應依據灌排分離政策，分期推動加嚴搭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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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措施，限制廢污水排放灌排系統，以維護農業

灌溉水質。 

(4)  產業價值鏈發展之所需設施 

A. 容許農產業所需設施使用，鼓勵農業價值鏈發展，

並依農業發展多元需求，規劃為各類型農產業專區，

並依整體規劃需求彈性處理土地管理事宜。 

B. 除供農業生產、維護糧食安全之功能外，應鼓勵生

態、休閒農業發展，強化農地之多元價值。 

C. 產業發展需要變更農地作非農業使用時，應優先盤

點既有產業園區或編定可供該事業用地之土地利用

現況，有無閒置利用情形，若確有須變更農地資源

需求時，應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具體支持該項

產業之開發，且提出使用農地之必要性、合理性說

明，並應選擇非屬優先保留之農地資源以外之其他

農業用地，始得進行農業用地變更審議作業。 

(5)  使用地編定原則 

A. 使用地編定類別應與農業及其相關產業為原則 ，範

圍內農牧用地或養殖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

用細目應減少非農業使用項目。  

 第三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係擁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坡地之

農業生產土地，以及無國土保安之虞且可供經濟營林之林產業發

展土地，包含農地資源分類分級之第四種農業用地、林產業土地

等。由於此類農業發展地區是以山坡地農業生產及經濟營林、發

展國內林產業為主要生產地區，因此該地區應同時兼顧農業、林

業生產及坡地保育之原則，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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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原則 

A. 依《國土計畫法》二十一條，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應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銷設施使用，並禁止

或限制其他使用。 

(2)  山坡地管理原則 

A. 山坡地應按土地自然形勢、地質條件、植生狀況、

生態及資源保育、可利用限度及其他有關因素，依

照《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或《都市計畫法》

有關規定，分別劃定各種使用區或編定各種使用地。

其適於農業發展者，主管機關應辦理整體發展規劃，

並擬訂水土保持細部計畫，輔導農民實施。 

B. 有關坡度與土地使用限度之分類與規定，依《山坡

地保育利用條例》實施。 

C. 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規定，山坡地供農業使

用者，應實施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並由中央或直

轄市主管機關完成宜農、牧地、宜林地、加強保育

地查定。土地經營人或使用人，不得超限利用。 

D. 山坡地水土保持，依《水土保持法》及其施行細則

辦理。 

E. 其開發行為應依《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水

土保持法及其施行細則》辦理。  

(3)  兼顧農、林生產及坡地保育原則 

A. 農業生產活動應謹慎運用土地資源，並嚴格限制非

農業土地使用，避免坡地農業及臨產業經營對於環

境、生態維護之危害。 

B. 優先投入施政維護水土保持，提高環境穩定與安全，

並且降低農業生產活動對山坡地之衝擊。 

C. 從事坡地農業、林產業經營時，應避免改變原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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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地貌，維護地表植被排水與入滲之功能，並且不

得改變地形或採取土石也避免坡地災害發生。 

D. 土地使用除森林主、副產物生產、經營必要之設施

使用外，應避免非林產業發展所需設施容許於此區。 

 第四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係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其現有

聚落人口達一定規模，且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

分之農村聚落，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包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設

之鄉村區（但不包含符合城鄉發展地區或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

之地區），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 

(1)  基本原則 

A. 依《國土計畫法》第 21 條規定，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之土地為「其他必要之分類：按農業資源條件給

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2)  農村規劃與管理原則 

A. 對於第一類農業發展地區範圍內之鄉村聚落，應配

合整體農業發展政策（積極推動農村再生計畫），建

立融合生產、生活及生態之良性體系，提供適當之

農業生產與生活空間，以滿足鄉村的整體性發展需

求。 

B. 改善農村整體環境，活化農村聚落，提供必要之農

漁村住宅、農業產製儲銷設施、文化設施、及其他

必要之公用及公共設施，滿足鄉村的整體性發展需

求。 

C. 建構農村生活與農業生產環境之和諧關係，提升農

村生活品質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D. 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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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計畫內容辦理使用地變更編定。 

E.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進行土地使用及配置公共

設施時，就農業主管機關已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或

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範圍內，應參考其發展原則辦

理規劃。 

 借鏡於英國案例之農村地區建議 

本計畫參考英國威爾斯規劃政策，（Planning Policy Wales，

2016）威爾斯永續農村社區規劃（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Rural 

Communities，2010）之技術建議（Technical Advice Note 6）中說

明農村社區規劃之重要理念： 

(1)  農村社區規劃之重要理念 

A. 以永續發展為原則，需串聯社會住宅（Affordable 

housing）與高品質的各項公共服務。 

B. 繁榮與多樣化的地方經濟，以農村為主之相關活動

為主，發展永續觀光、與其他相關產業活動 

C. 發展一個具有吸引力的、生態豐富、可及性高的社

區，重視並提升環境保育及生物多樣性 

(2)  透過資源之多目標使用，以永續發展為原則，並增進生態、

地質、地理、考古、農業之價值，於景觀、自然資源之保

育與當地居民、遊客之經濟、社會、遊憩活動間取得平衡。

要實現這些目標和優先事項，必須使社會，經濟和環境政

策得到充分整合。 

(3)  最小化交通運輸需求，增加公共設施之可及性，減少私用

車之使用與旅次。 

(4)  發展應鼓勵中心的混合多元使用，並以較緊密的發展為

考量。 

(5)  所有的開發計畫皆須提供一個永續的引導與管理計畫，

以尊重當地經濟活動之農村活動形式，以因應當地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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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環境與健康發展之需求，並尊重地方多元性發展，以

保護地方文化與特色、與地方自明性。 

A. 促進可持續發展模式，確定既有開發之土地與建物，

並指出在樞紐(hubs)和交匯處(interchanges)與較

高密度發展之區位靠近路線走廊，以增進步行、自

行車與公共交通工具之可及性與便利性。 

B. 改善農村中各區、村與城鎮中心之活力、吸引力與

生存能力。 

C. 確保農村聚落具氣候變遷之調適力及風險管理之韌

性，以避免環境與災害之衝擊。 

D. 訂定發展區位，以因應既有公共設施服務之服務範

圍。 

 

城鄉發展地區 

依《國土計畫法》第六條之原則，「城鄉發展地區應以集約發展、成

長管理為原則，創造寧適和諧之生活環境及有效率之生產環境確保完整之

配套公共設施。」，此外，依「第二十一條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

地使用原則」，城鄉發展地區，依據都市化程度及發展需求加以劃設，並

按發展程度，予以分類： 

本計畫也參考「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之「第二節 各類型土

地使用基本原則」。 

一、整體指導原則 

依《國土計畫法》第六條，城鄉發展地區應以以集約發展與成長管

理為原則，創造寧適合諧之生活環境及有效率之生產環境，確保完整之

配套公共設施，供給住商與產業發展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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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符合《國土計畫法》第六條之原則。 

 城鄉發展應優先使用既有都市計畫地區，透過辦理都市更新、開發

都市整體發展地區或政策引導等方式，將居住、商業及產業等相關

活動儘量引導至都市計畫地區。 

 非都市土地應以加強保育及永續發展為前提，維持既有發展量，以

維護鄉村地區優美自然景觀，並維持自然涵養能力，不宜同意個案

零星申請住宅社區開發，但為改善鄉村或農村社區環境，且不增加

住宅供給量者，不在此限。 

 除依《都市計畫法》第 10 條 至第 12 條規定應擬定都市計畫地區、

經行政院核定之大眾運輸系統場站（包括捷運系統、鐵路或高鐵等）

所在地，或係屬配合國家重大建設需要之地區，得採新訂都市計畫

方式辦理外，原則不得新訂都市計畫。 

 倘有新增住商發展需求（如當地都市計畫之發展率超過 80%者），

且確實無法將人口引導鄰近都市計畫地區者，應優先變更使用既有

都市計畫農業區（非屬優良農地者）。當地都市計畫經檢視確實無

法再提供發展所需土地時，得以都市計畫周邊土地辦理擴大都市計

畫或劃設開發利用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以滿足發展需求。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據人口（高齡化或少子化）之發展趨勢

及居住情形，於各該國土計畫研擬住宅發展策略，並因應配套辦理

土地使用規劃，提供適宜住宅類型、公共設施、老人安養或社區式

服務等，以因應人口及住宅發展需要。 

二、城鄉發展地區分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依《國土計畫法》第二十條，將國土功能分區依據都市化程度及發

展需求加以劃設，並依發展程度，分為第一、二級及其他分類。城鄉發

展地區應以集約發展、成長管理為原則，創造寧適和諧之生活環境及有

效率之生產環境確保完整之配套公共設施。此外，依循《國土計畫法》

第二十一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原則」，農業發展地區

分類之土地使用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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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功能分區定性 

以集約發展與成長管理為原則，創造寧適合諧之生活環境及有效

率之生產環境，確保完整之配套公共設施，供給住商與產業發展之使

用 

 劃設原則 

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之規範，城鄉發展地區：依據都市化程

度及發展需求加以劃設，並按發展程度，予以分類。劃設原則如下： 

 第一類：都市化程度較高，其住宅或產業活動高度集中之地區。 

 第二類：都市化程度較低，其住宅或產業活動具有一定規模以上之

地區。 

 其他必要之分類：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案件，應以位屬城鄉發展地

區者為限。 

 分類指導項目 

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21 條之規範，城鄉發展地區土地使用指導事

項應載明之內容如下： 

 第一類：供較高強度之居住、產業或其他城鄉發展活動使用。 

 第二類：供較低強度之居住、產業或其他城鄉發展活動使用。 

 其他必要之分類：按城鄉發展情形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本計畫參考「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105 年 12 月）」之

「第六章第二節 各類型土地使用基本原則」城鄉發展地區土地使用

指導原則撰寫如下： 

 第一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係都市化程度較高，住宅或產業活

動高度集中之地區，劃設原則為現行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其土

地使用指導原則以供較高強度之居住、產業或其他城鄉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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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原則如下： 

(1)  基本原則 

A. 依《國土計畫法》二十一條，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之土地使用原則為「供應供較高強度之居住、產業

或其他城鄉發展活動使用。」都市計畫區內之符合

優良農業生產環境之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或係屬

農業主管機關依據農業發展需求、認定應積極維護

之地區，不得任意變更。視地理形勢，使用現況或

軍事安全上之需要，應依都市計畫法，設置保護區，

並限制其建築使用。 

(2)  都市發展指導原則 

A. 為因應自然或社會環境之變遷，都市計畫擬定機關

應於通盤檢討時，對計畫內容作適度修正或調整，

以因應發展需要；對於已無取得計畫或使用需求之

公共設施保留地，應予檢討變更，以適應都市發展

實際需要。 

B. 都市計畫區內，面積超過 50%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地區者，應予以註記；應於通盤

檢討時，參酌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及國土保

育地區特性檢討土地使用計畫，變更為適當使用分

區，並配合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必要時調

整都市計畫範圍。 

C. 為避免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案件不斷增加，及避免

個案變更案對都市發展造成衝擊，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應就全市（縣）產業政策、工業區變更之

定位、目標、方向、轉型策略等研擬整體產業構想，

以為工業區指導原則。 

D. 都市計畫人口數，應優先考量環境容受力，就各該

縣（市）範圍之資源條件評估可承載之人口數，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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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口移動與土地使用之關聯性等因素納入綜合分

析後予以推估。 

(3)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 

A.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考量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

之整合規劃，以節能減碳之都市型態引導城鄉之發

展，應加強重要公共運輸沿線及場站周圍增加發展

強度。 

B. 於成長管理計畫原則下，鼓勵多元混合土地使用型

態，檢討公共設施的數量及品質。 

C. 建立多層次運輸網路，提供不同距離不同範圍的轉

乘、連結服務。 

(4)  都市計畫農業區 

A. 直轄市或縣（市）國土計畫應針對各該計畫範圍內

之各都市計畫農業區，提出發展定位，以作為未來

各該計畫範圍內都市計畫辦理個案變更或通盤檢討

之指導。 

B. 基於維護糧食安全目標，都市計畫農業區如符合優

良農業生產環境、維持糧食安全功能之土地，或係

屬農業主管機關依據農業發展需求，認定應積極維

護之地區，應儘量維持為農業區，不宜任意變更轉

用。 

C.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評估城鄉發展地區內農地

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以發展都市農業與綠色基盤

設施多功能使用為原則。 

 第二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係都市化程度較低，其住宅或產業

活動具有一定規模以上之地區，劃設原則為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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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鄉村區或設施型使用分區，聚集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但偏鄉

及離島地區得視實際情況酌減之）及經中央、直轄市、縣（市）

政府認定屬重大建設計畫之地區，其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以供較低

強度之居住、產業或其他城鄉發展活動使用，原則如下： 

(1)  基本原則 

A. 依《國土計畫法》二十一條，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之土地使用原則為「應供較低強度之居住、產業或

其他城鄉發展活動使用」。為確保城鄉發展地區之發

展機會均等及土地資源合理配置，以提供完善之公

共設施，創造有效率之生產環境，惟其土地使用強

度應較城鄉發展第 1 類（即既有都市計畫地區）為

低。 

B. 劃為城鄉發展地區地區第二類之鄉村區，未來在符

合該分區分類原則下，可申請使用許可獲悉尋新定

擴大都市計畫方式，進行整體性開發，以改善區內

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 

(2)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A. 考量該等地區係屬城鄉發展地區，其土地使用強度

自應較農業發展地區為高，使用項目亦應較農業發

展地區更為彈性，且應容許依據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內容，引導城鄉發展類型之小面積使用地

變更（包含資源型及設施型）。 

B. 以緊密發展為原則，考量容受力、公共設施服務水

準、財務成本等提出城鄉發展地區之成長管理計畫，

含發展總量、順序、開發期限等。並提出空間發展

構想圖，研擬整體發展願景，指認重大建設（交通、

產業等部門）、問題區或轉換區等優先處理或整體規

劃區域之區位與範圍。 

C. 土地使用管制於完成開發之前，應從嚴規定，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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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性質相近之國土保育或農業發展地區之土地指

導事項辦理。於下次通盤檢討時，應重新檢視其開

發辦理情形及時否已開發完成，若成效不彰或未開

發完成，應予變更為鄰近適合之國土功能分區。 

(3)  其他經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屬重大建設計畫

之地區 

A. 如採使用許可方式，應具體說明採用使用許可之必

要性、可行性 

B. 上述開發方式如有擴大規模必要者，除鄰接城鄉發

展地區者外，得須依循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通盤檢討之方式變更。 

C. 考量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倘無法配合於本計畫同時提

出，後續應有隨時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之機制，

又一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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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國土計畫所訂之一定期限內完

成。」是以，無法配合本計畫提出之國家重大建設

計畫，應於各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公

告後之 2 年內，配合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微城鄉

發展地區第二類。 

(4)  依原區域計畫同意之開發許可案，按核定之計畫內容規

定辦理。 

 第三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係原住民族保留地範圍內，依原區

域計畫法劃設之鄉村區，面積達三公頃以上者，其土地使用指導

原則以維護原住民族居住權益，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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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原則 

A. 依《國土計畫法》二十一條，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之土地使用原則為「其他必要之分類：按城鄉發展

情形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2)  原住民鄉村區管制 

A. 本類用地為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內依據區域計畫法劃

設之鄉村區，故多屬低強度土地使用，為避免影響

毗鄰土地使用之相容性、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及道路

容量服務水準，故建議其使用用途，並納入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內以落實。 

B. 為尊重原住民族之生活型態與居住需求，有關原住

民族土地之土地使用管制，依《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條第五款規定，係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

既有原住民保留地。並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條第三項授權制定原住民族或原住民所有、使用

土地、海域之回復、取得、處分、計畫、管理及利用

等事項之法律，故土地使用上應考量原住民族土地

之空間劃設並依「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

設辦法」，作為執行劃設作業之參考，另調整後之建

蔽率與容積率應不得高於全國通案性規定。 

C. 其餘未規定者，土地使用指導事項應符合國土計劃

法及國土計畫之規定，另於另於原住民族土地專法

制定完成前，將由內政部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及其他相關機關訂定後，納入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內，以具體落實原住民族土地之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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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地區 

依《國土計畫法》第六條之原則，「海洋資源地區應以資源永續利用

為原則，整合多元需求，建立使用秩序。」與「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

案」之「第二節 各類型土地使用基本原則」，建議海洋資源地區指導事項

應以「資源永續」為原則規劃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又因《海岸管理法》第二條規定，海岸地區之認定與國土計畫之海洋

資源地區認定不同，而《海岸管理法》未直接限制或禁止區內相關利用行

為，故在管理上需仰賴本計畫之功能分區土地使用。另考量臺灣及各離島

之海岸環境特性不同，故將配合土地使用管理指導事項作為規範依循，以

利後續訂定相關管制與規則。 

一、整體指導原則 

本計畫參考《海岸管理法》第七條（參表 4-2）與「促進離島永續

發展方針」，擬定指導事項應含「加強保育」、「維繫海岸之自然動態平

衡」、「規劃功能調和之土地使用」等原則，藉以達到促進海洋資源地區

永續發展之目的，達到和諧有序之發展，規劃地區整體指導事項如下： 

 需符合《國土計畫法》第六條之原則與《海岸管理法》以資源永續

利用為原則。 

 海洋資源地區以資源永續利用為原則，整合多元需求，建立使用秩

序，各項使用申請許可以維持「海水」狀態之使用為原則。 

 海洋資源地區之各項使用仍應注意避免影響生態棲息環境。 

 為保障公共通行及公共水域使用，具相容性之使用類型對於依法使

用之其他非排他性用海活動不得阻撓。 

 各使用類型於許可使用範圍內，如有涉及政府依法公告各類保護

（育、留）區，或其他法令有禁止或限制使用者，仍應依各該規定

辦理。 

 許可使用範圍涉及原住民海域之使用時，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辦理。 

 考量地區與周邊整體建設，降低資源受破壞之衝擊（海岸管理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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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 

 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智慧，保護濱海陸地傳統聚落紋理、慶典儀式等

活動空間，以永續利用資源與保存人文資產（海岸管理法第七條）。 

 推動整體性的海岸地區建設及管理，檢討海岸設施之必要性與妥適

性，避免投資浪費或破壞海岸環境（海岸管理法第七條）。 

二、海洋資源地區分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整體功能分區定性 

以供海域公共通行、公共水域使用或其他依法核准的使用等為主，

依據內水與領海之現況及未來發展需要，就海洋資源保育利用、原住

民族傳統使用、特殊用途及其他使用等加以劃設，並按用海需求，予

以分類。 

 劃設原則 

 第一類：使用性質具排他性：指於特定範圍之水面、水體、海床或

底土，設置或未設置人為設施，進行一定期間或永久性（持續性、

連續性），管制人員、船舶或其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使用。 

 第二類：使用性質具相容性：指於特定範圍之水面、水體、海床或

底土，設置或未設置人為設施，進行一定期間管制之外或永久性（持

續性、連續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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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指導項目 

 第一類 

(1)  基本原則： 

A. 依《國土計畫法》二十一條，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

之土地使用原則為「供維護海域公共安全及公共福

址，或符合海域管理之有條件排他性使用，並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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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限制其他使用。」，故應以供維護海域公共安全及

公共福址為原則。 

B.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係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

區，供維護海域公共安全及公共福祉，或符合海域

管理之有條件排他性使用，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以現行非都市土地海域區海域用地之使用規定及附

表使用細目為基礎，包括有漁業資源利用、非生物

資源利用、港埠航運、工程相關使用等項目。 

(2)  漁業權範圍、漁業設施設置範圍：依據漁業法各縣市主管

單位之劃定。 

(3)  潮汐發電設施設置範圍、風力發電設施設置範圍、海洋溫

差發電設施設置範圍、波浪發電設施設置範圍、海流發電

設施設置範圍：指電業依電業法規定，設置利用再生能源

發電之發電設備。 

(4)  土石採取設施設置範圍、採礦相關設施設置範圍：依據礦

業法各縣市主管機關之劃定。 

(5)  航道及其疏濬工程範圍、錨地範圍、港區範圍：依據商港

法經航港局或指定機關公告之劃定範圍。 

(6)  海底電纜或管道設置範圍、海堤區域範圍、海域石油礦探

採設施設置範圍、跨海橋樑範圍、其他工程範圍：依據中

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劃

定範圍。 

 第二類 

(1)  基本原則： 

A. 依《國土計畫法》二十一條，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

之土地使用原則為「供海域公共通行或公共水域使

用之相容使用。」，故應以使用之相容性為原則。 

B. 「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係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

區，供海域公共通行或公共水域使用之相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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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行非都市土地海域區海域用地之使用規定及附

表使用細目為基礎，包括漁業資源利用、海洋觀光

遊憩、港埠航運、工程相關使用、海洋科研利用、

環境廢棄物排放或處理、軍事及防救災相關使用及

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等項目。 

(2)  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設施設置範圍、海水淡化設施設置

範圍：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或自來水法施行細則

劃設，其範圍由主管機關會商內政部及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定之。 

(3)  海上平臺設置範圍：依據澎湖縣海上平臺管理自治條例

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範圍。 

(4)  資料浮標站設置範圍、海上觀測設施及儀器設置範圍、底

碇式觀測儀器設置範圍：依據專用觀測站認可辦法主管

機關認可通過之範圍。 

(5)  依據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應考量以水下文化

資產為標的之活動性質及該等水下文化資產之材質，其

書面、電磁紀錄及實體遺物以合一存放在單一機關（構）

為原則。屬分別存放而有重組、重現之需要，經主管機關

要求或指示辦理者，保存、典藏機關（構）應予協助。 

(6)  排洩範圍、海洋棄置指定海域範圍：依據海洋棄置許可管

理辦法申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審查通過之範圍。 

(7)  軍事相關設施設置範圍：依據國家安全法為確保海防及

軍事設施安全，並維護山地治安，得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

指定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劃為管制區，並公

告之。 

(8)  防救災相關設施設置範圍：依據災害防救法各級政府依

權責列入各該災害防救計畫之災害防救設施範圍。 

(9)  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範圍：依據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

法劃設，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之劃定程序及非營利性傳統

非營利性傳統採集漁撈權利。 

(10)  漁業權範圍（專用漁業權） ：依據漁業法各縣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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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單位劃定之範圍。 

(11)  非機械動力器具之水域遊憩活動範圍、水域遊憩活動

範圍：依據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辦理，辦法未規定者依

其他中央法令及地方自治法規辦理。 

(12)  船舶無害通過範圍：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外

國民用船舶在不損害中華民國之和平、良好秩序與安全，

並基於互惠原則下，得以連續不停迅速進行且符合本法

及其他國際法規則之方式無害通過中華民國領海。 

 第三類 

(1)  基本原則：依《國土計畫法》二十一條，海洋資源地區其

他必要之分類土地使用原則為「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者，

按海洋資源條件，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故應以

資源給予使用管制規範為原則。 

(2)  依該範圍地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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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海岸管理法》第七條海岸地區之規劃管理原則表 

項次 規劃管理原則 

一 優先保護自然海岸，並維繫海岸之自然動態平衡。 

二 
保護海岸自然與文化資產，保全海岸景觀與視域，並規劃功能調和之土地

使用。 

三 

保育珊瑚礁、藻礁、海草床、河口、潟湖、沙洲、沙丘、沙灘、泥灘、崖

岸、岬頭、紅樹林、海岸林等及其他敏感地區，維護其棲地與環境完整

性，並規範人為活動，以兼顧生態保育及維護海岸地形。 

四 
因應氣候變遷與海岸災害風險，易致災害之海岸地區應採退縮建築或調適

其土地使用。 

五 

海岸地區應避免新建廢棄物掩埋場，原有場址應納入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檢

討，必要時應編列預算逐年移除或採行其他改善措施，以維護公共安全與

海岸環境品質。 

六 
海岸地區應維護公共通行與公共使用之權益，避免獨占性之使用，並應兼

顧原合法權益之保障。 

七 
海岸地區之建設應整體考量毗鄰地區之衝擊與發展，以降低其對海岸地區

之破壞。 

八 
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智慧，保護濱海陸地傳統聚落紋理、文化遺址及慶典儀

式等活動空間，以永續利用資源與保存人文資產。 

九 建立海岸規劃決策之民眾參與制度，以提升海岸保護管理績效。 

資料來源：整理自《海岸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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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一、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之發生頻率增加，暴雨洪泛及乾

旱缺水情形將併同存在，為保育水源、水質、水量，以及水庫

設施之保全，水庫集水區之保育更為重要。 

二、 為因應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法律規定（例如「石門水庫及其集

水區整治特別條例」或「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

地區供水特別條例」），土地使用主管機關應配合水利主管機

關研擬之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治理）計畫加強土地使用管制，

會商水庫管理相關機關，針對現行都市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變

更及容許相關規定進行檢討修正，並針對檢討問題癥結（例如

高山農業之墾植、農路開闢及其農藥使用、違規使用及超限利

用、原住民族合法權益保障、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等級查定

標準及土地使用管制法令是否過於寬鬆等）研擬因應策略，以

利保育水源並管制水庫集水區內之分散性點源污染及不當之

使用。 

三、 有關水庫及其集水區範圍內之土地，應配合內政部國土利用

監測計畫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山坡地監測計畫之實施，加強

對違規使用及超限利用之查處，並嚴處不法行為，以利水庫及

其集水區之保育及永續利用。 

地層下陷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一、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土地利用原則 

現行地層下陷防治係以管制地下水抽取或工程方式辦理，惟地層下

陷地區大多同時具有洪氾溢淹、排水不良、海平面上升等問題，無論透

過抽水設施、堤防修築、排水路整治等作法，相對於防治成本之投入，

其改善效益仍有不足之處。因此，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土地管制，除對

新使用許可案加強審查其用水規範外，整體地層下陷問題防治，應從「用

水管控」、「地貌改造」、「產業調整」、「違規查處」等方向改善地層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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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二、用水管控 

考量解決嚴重地層下陷問題之核心，仍在「水資源」之管控，因此，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土地使用應考量水資源之供給，避免超抽地下水。此

外，並應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定，避免於地下水補注敏感地

區增加不透水層，影響地下水補注。 

三、地貌改造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亦屬易淹水地區，因此，直轄市、縣（市）政府

於擬定國土計畫過程，應分析區域地形、降雨、排水與截流情形，進行

整體土地調整規劃後，透過功能分區劃定等方式，進行低地聚落處理及

農（漁）村改造，並以公共設施調整引導聚落發展。 

四、產業調整 

農業主管機關應合理規劃灌溉設施，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益。漁業主

管機關應輔導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規劃養殖生產專區，同時結合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農村再生計畫及各目的事業產業輔導政策進行傳統產業輔導

與適地適用產業之調整、規劃。 

五、違規查處 

加強取締違規土地使用及違法水井，並規劃替代水源。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檢視主管法令認定違規行為基準之一致性。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指導原則 

一、用水管控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用水計畫應依經濟部訂定之「用水計畫書審查作

業要點」規定審查通過後為之。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開發案如有用水需求時，應取得水利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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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之供水或用水證明文件。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劃過程，應配合水利主管機關水資源規劃分析及地質法

水文地質調查結果，針對地下水補注敏感地區規範適當土地使用方

式及不透水層比例，以避免影響地下水補注。 

二、土地利用方式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檢討嚴重地層下陷之易淹水地區，進行整

體綜合治水規劃，考量水資源供需，提出整體治水、產業、聚落發

展策略並調整土地使用計畫。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且位於高速鐵路沿線一定距離之開發申請案，應

進行開發基地荷重對高速鐵路結構與下陷影響評估分析，並徵詢高

速鐵路主管機關確認無安全之虞後始得開發。 

 區內整體開發計畫應優先利用鄰近滯洪池的挖土方進行土地高程

調整，減輕低地聚落淹水情況。 

 鼓勵開發案留設人工濕地或生態滯洪池等設施，強化基地污水自然

淨化及滯洪防災功能。 

 農（漁）村社區之規劃及整建，應注意維護水土資源與環境，改善

農（漁）村社區道路、溝渠設施，提升聚落整體環境品質。 

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為落實行政院核定之「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之合理輔導未

登記工廠合法經營、促進土地資源合理有效利用及兼顧環境保育之專案政

策，爰依據方案內容提出下列原則，日後其他專案報院核定之輔導合法化

方案，亦宜比照辦理： 

一、輔導土地合理及合法使用原則 

 輔導對象 

1. 符合中央政府政策或地方產業發展需求、具有優先輔導合法必

要之未登記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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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業主管機關應先查核是否符合產業政策、鄰近工業區用地供給與

工業區規劃配合情形、輔導分類分級優先順序等，並檢具輔導合法

必要性與合理性相關支持文件。 

 土地應避免位於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或周邊均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一類：未登記工廠位於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或周邊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應朝輔導轉型成與農業使用相容之產業或輔導遷廠方式辦

理，以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性。 

 優先輔導聚集達一定規模以上或在地產業鏈結程度高之未登記工

廠土地合法化：未登記工廠群聚達一定規模以上（3 公頃）且位屬

毗鄰可適宜釋出土地達 5 公頃以上，或者毗鄰可適宜釋出土地達 5

公頃以上，現況工業使用密度超過 10%以上者，已改變土地使用性

質者，宜要求循都市計畫檢討、變更或新訂擴大都市計畫辦理，輔

導土地合法使用不應侷限零星或個別使用地變更，可採多元途徑以

達適地適用，宜通盤研議妥適合理之處理方式。涉及農業發展地區，

應符合安全性、公平性及合理性等原則，以維整體國土秩序。 

二、輔導轉型或遷廠原則 

針對無法輔導廠地合法使用者，工業主管機關應輔導其利用既有工

廠轉型經營，相關措施如下： 

 輔導轉型：位屬農業發展地區之工廠，輔導轉型為符合該用地相關

法令規定容許使用之項目（如農業設施之作物栽培及培養設施或自

產農產品加工設施等使用）。 

 輔導遷廠：對於無法輔導轉型經營者，配合經濟部各項土地優惠措

施及遷廠資訊協助其遷移至合法工業區、工業用地、產業園區或其

他可供設廠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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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國土功能分區階段性模擬成果 

本團隊配合於研究期間議題式進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可能產生或需討論之

議題，進行圖資模擬。各項模擬依歷次工作會議討論內容及當下假設情境進行模

擬假設內容，相關內容與最終功能分區劃設原則或條件不盡相同，僅供議題式討

論之用，後續仍依最終功能分區劃設研究成果為主。 

 鄉村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模擬分析 

鄉村區功能分區劃設（105 年 8 月 10 日） 

一、模擬範圍：本次模擬範圍係臺中市範圍內之鄉村區。 

二、模擬假設： 

 面積分級：依據營建署 105 年 6 月 1 日第 2 次討論會議紀錄 

 面積小於 1 公頃者，如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或｢農業

發展地區劃設原則｣，該鄉村區全區（不予切割）應劃設為國

土保育地區或農業發展地區。 

 面積大於 1 公頃、小於 5 公頃者，如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

原則 ｣或｢農業發展地區劃設原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依據地方需求決定該鄉村區全區（不予切割）應劃設為｢國土

保育地區｣或｢農業發展地區｣或｢城鄉發展地區｣。  

 面積大於 5 公頃者，如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或｢農業

發展地區劃設原則｣，該鄉村區全區（不予切割）劃設城鄉發

展地區，並各新增一分類，以利對外說明；並應於國土計畫研

擬相關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以將環境敏感特性或農地資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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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土地使用考量。 

 劃設順序：環一 > 農一 > 環二 > 農二 > 農三 

 情境模擬： 

 原始情境： 

(1)  情境模擬：依照各鄉村區基地條件及使用分區進行套疊，

套入環境敏感區一、二級及農地分級之一、二、三級，進

行後續功能分區之劃設可能性進行模擬。 

(2)  模擬成果：若環境敏感區一級超過該鄉村區 50%的面積，

則建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若第一級農業用地面積超

過該鄉村區 50%的面積，則建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空間結構條件：若未能在上述原始情境進行功能分區之鄉村區，

則需進行空間結構條件模擬。 

(1)  情境模擬：由於鄉村區具有未來都市發展之可能性，因此

若其位於都市計畫區周邊，則建議劃設為城鄉地區。因此

利用都市計畫區級交流道周邊一定區域（假設為都市計

畫區周邊 500 公尺；交流道周邊一公里）。 

(2)  模擬成果：若鄉村區區域內有 50%以上位於上述地區內，

則建議劃設為城鄉地區。 

 周圍條件：若未能在上述原始情境及空間結構條件進行功能分

區歸類之鄉村區，則需進行周圍條件分析模擬。 

(1)  情境模擬：依照各基地周邊使用分區種類，作為分區之考

量。 

(2)  模擬成果：若鄉村區區域內有 50%以上位於第一級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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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內，則建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圖 5-1 鄉村區功能分區劃設模擬示意圖 

 

 模擬結果 

 原始情境 

臺中市鄉村區共計 227 處，其中 1 公頃以下有 40 處，1 至 5

公頃有 126 處，5 公頃以上有 61 處。 

表 5-1 臺中市鄉村區規模及處數 

鄉村區規模 鄉村區處數 

0~1 公頃 40 

1~5 公頃 126 

5~10 公頃 33 

10~30 公頃 19 

30~50 公頃 6 

50~90 公頃 1 

>90 公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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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227 

 

圖 5-2 臺中市鄉村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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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臺中市鄉村區涉及資源分區數量 

涉及面 

積比例 

鄉村區涉及下列之分區 

環一 環二 農一 農二 農三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無涉及 178 846.296 126 541.799 123 906.169 142 693.445 136 603.180 

0≦P<10 19 409.894 8 225.730 96 426.514 83 651.681 82 732.331 

10≦P<20 3 9.780 2 40.022 3 2.147 1 0.766 2 3.276 

20≦P<30 0 0 4 17.947 1 0.261 1 3.405 1 3.019 

30≦P<40 0 0 1 19.281 0 0 0 0 0 0 

40≦P<50 1 6.628 2 15.960 1 4.699 0 0 0 0 

50≦P<60 0 0 1 6.115 0 0 0 0 0 0 

60≦P<70 0 0 0 0 1 3.405 0 0 0 0 

70≦P<80 1 4.510 4 27.539 1 3.069 0 0 0 0 

80≦P<90 0 0 9 21.231 1 0.032 0 0 2 2.195 

90≦P<100 2 14.084 27 92.002 0 0 0 0 2 3.799 

P=100 23 58.103 43 341.669 0 0 0 0 2 1.495 

小計 227 1349.296 227 1349.296 227 1349.296 227 1349.296 227 134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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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臺中市鄉村區-面積小於 1 公頃者涉及資源分區數量 

涉及面 

積比例 

鄉村區涉及下列之分區（小於一公頃） 

環一 環二 農一 農二 農三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無涉及 31 17.313 25 14.553 24 10.439 30 13.184 29 12.762 

0≦P<10 1 0.746 0 0 11 7.874 9 6.803 8 6.430 

10≦P<20 1 0.602 1 0.032 3 2.147 1 0.766 1 0.667 

20≦P<30 0 0 0 0 1 0.261 0 0 0 0 

30≦P<40 0 0 0 0 0 0 0 0 0 0 

40≦P<50 0 0 0 0 0 0 0 0 0 0 

50≦P<60 0 0 0 0 0 0 0 0 0 0 

60≦P<70 0 0 0 0 0 0 0 0 0 0 

70≦P<80 0 0 1 0.032 0 0 0 0 0 0 

80≦P<90 0 0 2 0.864 1 0.032 0 0 1 0.891 

90≦P<100 0 0 3 1.929 0 0 0 0 0 0 

P=100 7 2.091 8 2.899 0 0 0 0 1 0.003 

小計 40 20.753 40 20.753 40 20.753 40 20.753 40 2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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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臺中市鄉村區-面積大於 1 公頃、小於 5 公頃者涉及資源分區數量 

涉及面 

積比例 

鄉村區涉及下列之分區（一到五公頃） 

環一 環二 農一 農二 農三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無涉及 102 232.397 78 182.150 65 154.297 73 164.191 73 159.210 

0≦P<10 8 19.540 2 4.824 59 130.686 52 123.861 47 120.024 

10≦P<20 1 3.087 0 0 0 0 0 0 1 2.609 

20≦P<30 0 0 3 11.512 0 0 1 3.405 1 3.019 

30≦P<40 0 0 0 0 0 0 0 0 0 0 

40≦P<50 0 0 0 0 0 0 0 0 0 0 

50≦P<60 0 0 0 0 0 0 0 0 0 0 

60≦P<70 0 0 0 0 1 3.405 0 0 0 0 

70≦P<80 1 4.510 2 3.987 1 3.069 0 0 0 0 

80≦P<90 0 0 6 14.063 0 0 0 0 1 1.304 

90≦P<100 1 2.129 16 32.557 0 0 0 0 2 3.799 

P=100 13 29.794 19 42.364 0 0 0 0 1 1.492 

小計 126 291.457 126 291.457 126 291.457 126 291.457 126 29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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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臺中市鄉村區-面積大於 5 公頃者涉及資源分區數量 

涉及面 

積比例 

鄉村區涉及下列之分區（大於五公頃） 

環一 環二 農一 農二 農三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處

數 

面積

（ha） 

無涉及 45 596.587 23 345.096 34 741.433 39 516.070 34 431.208 

0≦P<10 10 389.609 5 213.820 26 287.954 22 521.016 27 605.878 

10≦

P<20 
1 6.091 2 47.077 0 0 0 0 0 0 

20≦

P<30 
0 0 1 6.435 0 0 0 0 0 0 

30≦

P<40 
0 0 1 19.281 0 0 0 0 0 0 

40≦

P<50 
0 0 1 9.331 1 7.699 0 0 0 0 

50≦

P<60 
1 6.628 1 6.628 0 0 0 0 0 0 

60≦

P<70 
0 0 1 6.115 0 0 0 0 0 0 

70≦

P<80 
0 0 1 23.290 0 0 0 0 0 0 

80≦

P<90 
0 0 1 6.091 0 0 0 0 0 0 

90≦

P<100 
1 11.954 8 57.516 0 0 0 0 0 0 

P=100 3 26.217 16 296.406 0 0 0 0 0 0 

小計 61 1037.086 61 1037.086 61 1037.086 61 1037.086 61 1037.086 

依據上述現況內容於原始情境可以得出建議國土保育區分區

為 27 處；農業發展區為 3 處。其餘 197 處將進入下一階段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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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臺中市鄉村區原始情境模擬結果 

項目 

小於一公頃 一到五公頃 大於五公頃 小計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國保區 7 2.092 15 36.434 5 44.800 27 83.256 

環敏二 14 6.168 43 143.302 27 389.418 84 488.557 

農發區 1 0.032 2 6.474 0 0 3 6.506 

農發二 0 0 0 0 0 0 0 0 

農發三 2 0.895 4 6.596 0 0 6 7.490 

其他區 16 11.567 62 159.124 29 602.868 107 763.417 

合計 40 20.753 126 291.457 61 1037.086 227 1349.296 

 

 空間結構條件 

鄉村區仍有 197 處納入環二、農二及農三。將納入環敏、農

二及農三之鄉村區再依空間結構條件進行篩選,將都計區 500 公尺

及交流道 1000 公尺範圍內之鄉村區（不予切割）納入為城鄉區。 

依據上述模擬原則，本階段篩選可以得出範圍內共有 106 處

鄉村區，則建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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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臺中市鄉村區空間結構模擬示意圖 

 

表 5-7 臺中市鄉村區空間結構條件模擬結果 

空間 

結構 

條件 

鄉村區 

小於 1ha 介於 1~5ha 大於 5ha 小計 

處

數 
面積 

處

數 
面積 

處

數 
面積 

處

數 
面積 

範圍內 15 8.431 54 126.510 37 801.824 106 936.765 

範圍外 17 10.198 55 122.039 19 190.463 91 922.700 

總計 32 18.629 99 248.549 56 992.287 197 185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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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圍條件 

臺中市鄉村區外圍有許多農一土地，為考量被農一包圍之鄉

村區是否應納入農一，將 91 處鄉村區周圍 500 公尺範圍內農一面

積比例達 50%以上者，劃設為農一。 

依據上述模擬條件，本階段共有 28 處建議劃設為農業發展

區。 

表 5-8 臺中市納入鄉村區周圍條件模擬結果 

農一 

百分比 

鄉村區涉及下列之分區 

小於一公頃 一到五公頃 大於五公頃 

處數 面積（ha） 處數 面積（ha） 處數 面積（ha） 

無涉及 3 1.921 10 23.561 4 43.330 

0≦P<10 3 1.252 7 15.850 2 42.451 

10≦P<20 0 0 3 8.017 2 17.347 

20≦P<30 1 0.659 3 6.916 3 20.216 

30≦P<40 3 1.783 4 9.471 1 13.418 

40≦P<50 1 0.712 10 24.206 3 27.751 

50≦P<60 1 0.709 1 1.241 1 5.559 

60≦P<70 1 0.896 6 11.444 2 14.481 

70≦P<80 3 1.723 9 17.780 1 5.909 

80≦P<90 1 0.543 2 3.552 0 0 

90≦P<100 0 0 0 0 0 0 

P=100 0 0 0 0 0 0 

小計 17 10.198 55 122.038 19 19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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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依據上述原則及模擬程序，原則上將 227 處鄉村區進行分區

歸類，唯仍有 63 處鄉村區尚無法歸類，因此後續仍需針對無法歸

類的區域進行更進一步的歸類。 

表 5-9 臺中市鄉村區模擬結果 

項目 

小於一公頃 一到五公頃 大於五公頃 小計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國保區 7 2.092 15 36.434 5 44.800 27 83.256 

農發區 7 3.903 20 40.490 4 25.948 31 70.341 

城鄉區 15 8.431 54 126.510 37 801.824 106 936.765 

其他 11 6.328 37 88.024 15 171.143 63 265.495 

合計 40 20.753 126 291.457 61 1037.086 227 134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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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鄉村區與環境敏感區一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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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鄉村區功能分區劃設（105 年 8 月 23 日） 

一、模擬範圍：本次模擬範圍係全臺範圍內位於原住民保留地之鄉村

區。 

二、模擬假設：  

 面積分級：依據 6 月 1 日第 2 次討論會議紀錄，並考量原住民保

留地面積較為狹小，保障原住民權益避免土地細分，因此建議分級

調整內容如下。 

 面積小於 1 公頃者，如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或｢農業

發展地區劃設原則｣，該鄉村區全區（不予切割）應劃設為國

土保育 地區或農業發展地區。  

 面積大於 1 公頃、小於 3 公頃者，如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

原則 ｣或｢農業發展地區劃設原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依據地方需求決定該鄉村區全區（不予切割）應劃設為｢國土

保育地區｣或｢ 農業發展地區｣或｢城鄉發展地區｣。  

 面積大於 3 公頃者，如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或｢農業

發 展地區劃設原則｣，該鄉村區全區（不予切割）劃設城鄉發

展地區 ，並各新增一分類，以利對外說明；並應於國土計畫

研擬相關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以將環境敏感特性或農地資源條

件納入土地使用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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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保留地位於鄉村區分級劃設原則 

分級建議 6/1 會議 建議分級 

國保/農發 

不予分割 
1 公頃以下 1 公頃以下 

直轄市、縣市政府 

決定劃設分區 
1-5 公頃 1-3 公頃 

新增分類 5 公頃以上 3 公頃以上 

 劃設順序：環一 > 農一 >農二> 環二> 農三 

 情境模擬： 

 原始情境： 

(1)  情境模擬：依照各鄉村區基地條件及使用分區進行套疊，

套入環境敏感區一、二級及農業分級之一、二、三級，進

行後續功能分區之劃設可能性進行模擬。 

(2)  模擬成果：若環境敏感區一級超過該鄉村區 50%的面積，

則建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若第一級農業用地面積超

過該鄉村區 50%的面積，則建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周圍條件： 

若未能在上述原始情境及空間結構條件進行功能分區歸類之

鄉村區，則需進行周圍條件分析模擬。原保地鄉村區外圍有許多

農一、環一土地，為考量被農一、環一包圍之鄉村區是否應納入

國保或農發地區，將 92 處鄉村區周圍 50 公尺範圍內環一面積比

例達 50%以上者，劃設為國保五；其他則劃設為農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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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鄉村區原住民保留地劃設原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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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宜蘭原住民保留地鄉村區現勘照片-自強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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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宜蘭原住民保留地鄉村區現勘照片-寒溪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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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宜蘭原住民保留地鄉村區現勘照片-東岳部落 

 模擬結果 

(1)  原始情境 

全臺原住民保留地位於鄉村區共計 313 處，其中 1 公

頃以下 67 處、1-3 公頃 138 處、3 公頃以上 108 處。 

表 5-10 原住民保留地位於鄉村區統計 

鄉村區規模 鄉村區處數 

0~1 公頃 67 

1~2 公頃 73 

2~3 公頃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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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規模 鄉村區處數 

3~4 公頃 35 

4~5 公頃 15 

5~10 公頃 48 

>10 公頃 10 

小計 313 

表 5-11 原保地鄉村區基本資料-全部鄉村區涉及資源分區數量 

涉及面 

積比例 

鄉村區涉及下列之分區 

環一 環二 農一 農二 農三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無涉及 160 509.533 108 284.21 279 797.49 294 887.677 306 936.9 

0≦P<10 37 136.909 24 179.45 29 156.47 18 77.166 7 28.69 

10≦P<20 7 28.74 6 25.578 3 7.638 1 0.746 0 0 

20≦P<30 4 11.203 7 35.706 0 0 0 0 0 0 

30≦P<40 3 3.497 10 39.066 0 0 0 0 0 0 

40≦P<50 1 1.611 5 9.478 0 0 0 0 0 0 

50≦P<60 2 1.39 7 12.912 1 3.981 0 0 0 0 

60≦P<70 2 3.209 14 36.412 0 0 0 0 0 0 

70≦P<80 3 4.657 10 35.416 0 0 0 0 0 0 

80≦P<90 17 52.04 33 101.59 0 0 0 0 0 0 

90≦

P<100 
65 197.728 79 188 0 0 0 0 0 0 

P=100 12 15.072 10 17.772 1 0.012 0 0 0 0 

小計 313 965.589 313 965.589 313 965.589 313 965.589 313 96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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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原保地鄉村區-面積小於 1 公頃者涉及資源分區數量 

涉及面 

積比例 

鄉村區涉及下列之分區（小於一公頃） 

環一 環二 農一 農二 農三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無涉及 32 18.864 32 13.648 61 32.288 65 34.445 67 35.452 

0≦P<10 6 3.435 3 1.313 5 3.152 1 0.261 0 0 

10≦P<20 0 0 0 0 0 0 1 0.746 0 0 

20≦P<30 0 0 1 0.905 0 0 0 0 0 0 

30≦P<40 2 0.317 1 0.572 0 0 0 0 0 0 

40≦P<50 0 0 0 0 0 0 0 0 0 0 

50≦P<60 1 0.013 1 0.995 0 0 0 0 0 0 

60≦P<70 1 0.045 2 1.393 0 0 0 0 0 0 

70≦P<80 2 0.147 0 0 0 0 0 0 0 0 

80≦P<90 2 1.092 5 2.613 0 0 0 0 0 0 

90≦

P<100 
13 9.43 21 13.999 0 0 0 0 0 0 

P=100 8 2.109 1 0.014 1 0.012 0 0 0 0 

小計 67 35.452 67 35.452 67 35.452 67 35.452 67 3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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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原保地鄉村區-面積大於 1 公頃、小於 3 公頃者涉及資源分區數量 

涉及面 

積比例 

鄉村區涉及下列之分區（一到三公頃） 

環一 環二 農一 農二 農三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無涉及 72 137.864 47 89.294 126 243.62 132 254.626 135 262.36 

0≦P<10 13 28.595 3 6.647 11 22.774 6 12.843 3 5.109 

10≦P<20 3 6.568 2 5.095 1 1.075 0 0 0 0 

20≦P<30 3 5.444 0 0 0 0 0 0 0 0 

30≦P<40 0 0 4 9.255 0 0 0 0 0 0 

40≦P<50 1 1.611 5 9.478 0 0 0 0 0 0 

50≦P<60 1 1.377 5 8.848 0 0 0 0 0 0 

60≦P<70 0 0 9 18.499 0 0 0 0 0 0 

70≦P<80 0 0 5 11.74 0 0 0 0 0 0 

80≦P<90 9 13.62 15 26.516 0 0 0 0 0 0 

90≦

P<100 
33 65.818 36 71.152 0 0 0 0 0 0 

P=100 3 6.572 7 10.948 0 0 0 0 0 0 

小計 138 267.469 138 267.469 138 267.469 138 267.469 138 26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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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原保地鄉村區-面積大於 3 公頃者涉及資源分區數量 

涉及面 
積比例 

鄉村區涉及下列之分區（大於三公頃） 

環一 環二 農一 農二 農三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

（ha） 

無涉及 56 352.804 29 181.268 92 521.581 97 598.606 104 639.086 

0≦P<10 18 104.879 18 171.491 13 130.543 11 64.062 4 23.582 

10≦P<20 4 22.172 4 20.483 2 6.563 0 0 0 0 

20≦P<30 1 5.759 6 34.801 0 0 0 0 0 0 

30≦P<40 1 3.18 5 29.239 0 0 0 0 0 0 

40≦P<50 0 0 0 0 0 0 0 0 0 0 

50≦P<60 0 0 1 3.07 0 0 0 0 0 0 

60≦P<70 1 3.164 3 16.52 1 3.981 0 0 0 0 

70≦P<80 1 4.51 5 23.676 0 0 0 0 0 0 

80≦P<90 6 37.329 13 72.464 0 0 0 0 0 0 

90≦

P<100 
19 122.48 22 102.846 0 0 0 0 0 0 

P=100 1 6.391 2 6.81 0 0 0 0 0 0 

小計 108 662.668 108 662.668 108 662.668 108 662.668 108 662.668 

依據上述現況內容於原始情境可以得出建議一公頃以

下依照原資源分區劃設，國土保育區分區為 74 處；城鄉發

展區為 80 處。其餘 92 處將進入下一階段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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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圍條件 

原保地鄉村區外圍有許多農一、環一土地,為考量被農

一、環一包圍之鄉村區是否應納入國保或農發地區,將 92 處

鄉村區周圍 50 公尺範圍內環一面積比例達 50%以上者,劃

設為國保五；其他則劃設為農發區。 

依據上述模擬條件，本階段共有 12 處建議劃設為國土

保育區第五類；80 處劃為農業發展區。 

表 5-15 原住民保留地位於鄉村區納入周圍條件模擬結果 

百分比 

鄉村區涉及下列之分區（一到三公頃） 

環敏一 農一 

處數 面積（ha） 處數 面積（ha） 

無涉及 61 116.147 59 113.033 

0≦P<10 9 17.329 6 12.272 

10≦P<20 3 6.802 7 15.154 

20≦P<30 4 9.646 3 7.062 

30≦P<40 3 5.982 3 4.344 

40≦P<50 0 0 1 1.622 

50≦P<60 1 1.611 1 2.419 

60≦P<70 6 13.954 0 0 

70≦P<80 4 6.620 0 0 

80≦P<90 0 0 0 0 

90≦P<100 0 0 0 0 

P=100 1 1.991 0 0 

小計 92 180.081 80 15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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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依據上述原則及模擬程序，原則上將 227 處鄉村區進

行分區歸類，唯由於牽涉到原住民的生產、生態及生活的需

求，因此後續分類及使用許可內容尚需進行更貼近原民需求

的設計。 

表 5-16 原住民保留地位於鄉村區模擬結果 

項目 

小於一公頃 

項目 

一到三公頃 大於三公頃 

處數 
面積

（ha） 
處數 面積（ha） 處數 面積（ha） 

合計 67 35.452 國保五 58 111.563 28 173.874 

 

農發區 80 155.906 0 0 

城鄉區 0 0 80 488.794 

合計 138 267.469 108 66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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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與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模擬分析（106 年 3 月

9 日） 

一、模擬範圍：全臺範圍內 5 公頃以上之鄉村區（不含原民保留區內

鄉村區）。 

二、模擬假設：  

 面積分級：將全臺距離 8 公尺內鄰近鄉村區判定為一處聚集範圍；

篩選聚集後面積達 5 公頃以上之鄉村區（排除原住民保留地範圍）。 

 

圖 5-9 鄰近鄉村區聚集示意圖（聚集後鄉村區邊界與原邊界一致） 

 劃設順序： 

 情境一：農四 > 城二 > 農四 

 情境二：城二 > 農四 

 情境三：國一 > 農四 > 城二 > 農四 

 情境模擬： 

 情境一： 

(1)  符合以下任一條件者，優先劃為農四： 

 鄉村區 500 公尺環域範圍內農地（指農地分級之農 1

到農 4）面積達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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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 104 年度農村再生地區內。 

 

圖 5-10 農四及城二模擬-情境一優先劃設農四模擬條件示意圖 

(2)  不符前述條件，但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劃為城二（近都計

區）地區： 

 鄉村區距離「人口發展率超過 80％（以 104 年營建

統計年報資料計算）之都市計畫區」2000 公尺範圍內。 

 鄉村區範圍內及接鄰最小統計區人口數超過「面積達

5 公頃以上之鄉村區範圍內及接鄰最小統計區每處平均

人口數」 （以最小統計區人口推估）。 

 

圖 5-11 農四及城二模擬-情境一劃設城二（近都計區）模擬條件示意圖 

 

(3)  不符前述條件，但符合下列條件者劃為城二（公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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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屬鄉鎮區公所所在地之鄉村區。 

(4)  不符前述條件者，暫劃為農四。 

 情境二： 

(1)  同時符合以下條件者，劃設為城二： 

 鄉村區距離「人口發展率超過 80％（以 104 年營建

統計年報資料計算）之都市計畫區」2000 公尺範圍內。 

 鄉村區範圍內及接鄰最小統計區人口數超過「面積達

5 公頃以上之鄉村區範圍內及接鄰最小統計區每處平均

人口數」 （以最小統計區人口推估）。 

(2)  不符前述條件，但符合下列條件者劃為城二（公所所在

地）： 

 屬鄉鎮區公所所在地之鄉村區。 

(3)  不符前述條件者，劃為農四。 

 情境三： 

(1)  符合以下者，優先劃入國保一： 

 與符合國一劃設條件（依 105 年 12 月 23 日國土計

畫推動小組第三次會議決議之條件辦理，參照附件一）之

地區重疊面積大於 30%者。 

(2)  不符前述條件，但符合下列任一條件者劃為農四： 

 鄉村區 500 公尺環域範圍內農地分級的農１面積比

例達 50%以上者 

 符合國二劃設條件之鄉村區（依 105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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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推動小組第三次會議決議之條件辦理，參照附件

一）。 

(3)  不符前述條件，但符合下列任一條件者劃為城二： 

 鄉村區距離「人口發展率超過 80％（以 104 年營建

統計年報資料計算）之非管制型都市計畫區（非因觀光或

保育目的訂定之都市計畫區）」2000 公尺範圍內。 

 屬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之鄉村區。 

(4)  不符前述條件者，劃設為農四。 

 模擬結果 

 情境一 

全臺不含原民保留區之五公頃以上鄉村區共計 1,337 處（約

17,551 公頃）。依情境一模擬條件，優先劃設農四地區計 857 處

（約 11,479 公頃）、城二（近都計區）74 處（約 1,390 公頃）、城

二（公所所在地）6 處（約 80 公頃），剩餘農四地區 400 處（約

4,600 公頃。 

表 5-17 農四及城二模擬-情境一模擬結果 

類型 處數 比例 面積（ha） 比例 

1 優先劃設農四 857 64.10% 11,479.20 65.40% 

2 城二（近都計區） 74 5.53% 1,390.62 7.92% 

3 城二（公所） 6 0.45% 80.78 0.46% 

4 農四（其他） 400 29.92% 4,600.73 26.21% 

總計 1,337 100.00% 17,551.34 100.00% 

 情境二 

全臺不含原民保留區之五公頃以上鄉村區共計 1,337 處（約

17,551 公頃）。依情境二模擬條件，城二（近都計區）計 138 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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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公頃）、城二（公所所在地）13 處（約 181 公頃），剩餘農四

地區 1,186 處（約 14,266 公頃）。 

表 5-18 農四及城二模擬-情境二模擬結果 

類型 處數 比例 面積（ha） 比例 

1 城二（近都計區） 138 10.32% 3,102.74 17.68% 

2 城二（公所） 13 0.97% 181.81 1.04% 

3 農四（其他） 1,186 88.71% 14,266.79 81.29% 

總計 1,337 100.00% 17,551.34 100.00% 

 情境三 

全臺不含原民保留區之五公頃以上鄉村區共計 1,337 處（約

17,551 公頃）。依情境三模擬條件，優先劃設國一地區計 156 處

（約 1,974 公頃）、農四 1,085 公頃（約 13,994 公頃），城二（近

都計區與公所所在地合計）96 處（約 1,584 公頃）。 

表 5-19 農四及城二模擬-情境三模擬結果 

類型 處數 比例 面積（ha） 比例 

1 國一 156 11.67% 1,974 11.25% 

2 農四 1,085 81.15% 13,994 79.73% 

3 
城二（近都計區與

公所所在地合計） 
96 7.18% 1,584 9.03% 

總計 1,337 100.00% 17,551 100.00% 

 小結 

經比較情境一、二、三後，以農四面積大小排序而言，由大

至小排序為情境一、情境二、情境三；以城二面積大小排序而言，

由大至小排序為情境二、情境三、情境一。其中，有 71 處鄉村區

同時具備情境一、二之農四與城二模擬條件，受劃設順序先後影

響，此類地區多集中在臺南市、彰化縣與雲林縣。考量目前全國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農四（第二順位）優先於城二（第三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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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且僅 71 處鄉村區受影響，故本案建議採模擬情境一：農四-

>城二->農四的劃設順序。 

表 5-20 農四及城二模擬-情境一、二、三模擬結果比較 

功能分區 國一 農四 城二 總計 

模擬條件 處數 面積 處數 面積 處數 面積 處數 面積 

情境一：農 4->城 2->農 4 - - 1,257 16,080 80 1,471 

1,337 17,551 情境二：城 2->農 4 - - 1,186 14,267 151 3,285 

情境三：國 1->農 4->城 2->農 4 156 1,974 1,085 13,994 96 1,584 

 

表 5-21 農四及城二模擬-同時符合情境一、二中農四、城二條件之鄉村區 

所在地 處數 面積（ha） 

臺南市 21 464.25 

彰化縣 13 322.95 

雲林縣 10 297.65 

屏東縣 9 193.68 

南投縣 5 96.89 

臺中市 4 286.87 

高雄市 3 74.3 

嘉義縣 3 48.25 

苗栗縣 2 15.46 

新北市 1 12.83 

總計 71 1,8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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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農四及城二模擬-情境一、二模擬結果比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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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敏感地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模擬分析 

水源特定區計畫、風景特定區計畫劃為國土保育地區或城鄉發展地區

模擬分析（105 年 6 月 22 日） 

一、模擬範圍：本次模擬範圍係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烏山頭水庫風

景特定區計畫。 

 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 

臺北水源特定區範圍位於臺北盆地東南方，北至石碇鄉小格頭、

風路嘴連線，東北至雙溪鄉泰平村，東鄰宜蘭縣，西迄三峽鎮及復興

鄉，西南至大同鄉、員山鄉。計畫面積共計 69,074.82 公頃。 

此水源特定區係為了維護大臺北都會區人口飲用水水源、水質、

水量之潔淨與安全，於民國 73 年發佈實施。區內居民必須符合都市

計畫、建築管理、水土保持與水質管理等類別之法令。 

臺北水源特定區有大臺北華城、直潭社區、湖山新城、花園新城、

廣興龜山、信賢地區及福山地區等七個細部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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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計畫 

  



105 年度「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225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 

位於臺南市六甲區、官田區與大內區交界處，西臨六甲都市計畫

區、官田都市計畫區，東至烏山嶺稜線，南至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分水

嶺，以六甲至曾文水庫產業觀光道路北側顯著地形為界，並緊鄰六甲

市區，區內具南二高烏山頭交流道，對外交通便利，並距曾文水庫特

定區僅 2 公里，兩水庫為上下游關係。 

緣於民國 68 年公告為省級風景特定區，為避免零亂發展、破壞

自然景觀、影響水土保持及灌溉功能，故於民國 76 年發布實施烏山

頭水庫風景特定區。 

現行計畫總面積為 7433.03 公頃，計畫人口 11,000 人，現況人

口有 3,600 人。區內水庫興建前或計畫前存在之聚落 19 處，推估人

口約為 1500-2000 人左右（位於保護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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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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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擬假設：依據營建署 105 年 5 月 25 日第 1 次討論會議決

議，針對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面積佔該都市計畫區面積達ㄧ定

比例之都市計畫區。 

 情境模擬： 

(1)  情境一：將現行水源特定區計畫、風景特定區計畫全區劃

為國土保育區第 4 類。 

(2)  情境二 

 將現行水源特定區計畫、風景特定區計畫範圍內非都

市發展地區依環境資源特定劃設適當功能分區。 

 將現行水源特定區計畫、風景特定區計畫範圍內都市

發展用地劃分為城鄉發展區第 2 類。 

(3)  情境三：都市計畫種類分為市政、鄉街、特定區計畫，假

設市政、鄉街都市計畫與非屬水源、風景特定區計畫（如

以工業發展、新市鎮發展或交流道發展等特定區計畫）劃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而將現行水源特定區計畫、風

景特定區計畫範圍全區劃分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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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擬結果 

(1)  情境一 

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的情

境一模擬結果如下 2 圖。且建議依都市計畫法規及其土地使

用管制要點實施管制；非都市發展地區應按其資源、生態、

景觀或災害特性及程度檢討其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有條件限

制其發展使用。 

 

圖 5-15 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情境一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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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情境一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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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境二 

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的情

境二模擬結果如下 2 圖。且建議屬於都市發展地區，仍依都

市計畫法規及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實施管制；非都市發展地區

應符合各該功能分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及檢討變更都市計

畫範圍。 

 

圖 5-17 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情境二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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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情境二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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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境三 

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的情

境三模擬結果如下 2 圖。且建議依都市計畫法規及其土地使

用管制要點實施管制。 

 

圖 5-19 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情境三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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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情境三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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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上述三種情境的優缺點整理如下表。情境二缺點相對較多，

後續建議採情境 1 或情境 3 辦理 

表 5-22 水源特定區計畫、風景特定區計畫模擬情境優缺點比較 

項目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優勢 全區轉換作業較快速簡
便。 

落實國土計畫對國土保
育理念 

落實國土計畫對於國土保育
理念。 

全區轉換作業較快速
簡便。 

轉換差異性最小，對
社會擾動程度最低。 

劣勢 轉換差異性次大，對社
會擾動程度次高 

轉換差異性最大，對社會擾
動程度最高。 

被劃設為國保 1 地區涉及補
償。 

城鄉發展地區分布顯得零碎
（ 如烏山 頭水庫 風景特 定
區）。 

特定區範圍是否劃出都市計
畫範圍抑或維持原都市計畫
範圍不劃出，目前尚無都市
計畫劃出之案例。 

國土計畫對都市計畫
指導力道不足。 

長期仍須面對轉換成
國 土 保 育 地 區 的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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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川模擬分析（105 年 11 月 16 日） 

 模擬範圍：本次模擬範圍係臺中市範圍內之大甲溪。 

 模擬假設 

(1)  河川定義：依據河川管理辦法第 2 條，河川指依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其屬於水資源開發或國土保育或區域發展關

係重大之水系，並經公告之水道。故本次模擬對象不是非

都市土地的河川區，而是河川管理辦法第 2 條所定義之

已公告河川。 

(2)  已公告河川：依據經濟部中華民國 98 年 4 月 8 日經授水

字第 09820203070 號，臺灣地區河川區分為三類，中央

管河川 24 條、跨省市河川（直轄市管河川）2 條及縣（市）

管河川 92 條。 

(3)  本計畫取得圖資：水利署 25 條中央管河川區域之圖資（非

來自營建署單一窗口之圖資），包括 24 條中央管河川、

淡水河（自跨省市河川被列入中央管河川）。惟圖資未含

括 2 條跨省市河川、92 條縣市管河川。 

(4)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原則：依照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4

日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階段性成果說明（如附件）。 

 情境模擬 

(1)  情境一 

 現況已公告河川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依全國

區域計畫修正案一級環境敏感地相關法令彙整之資料，河

川區域範圍屬於一級災害敏感地（一級環境敏感地）且符

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考量河川區域範圍本身性質應

以保育為主，且其應位於環境敏感地內，因此建議劃為國

保一（特殊專法管制地區除外）。 

 特殊專法管制區內不另劃設分類：特殊專法管制地區

如都市計畫區（又可細分為環境敏感地是否大於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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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公園區，依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4 日之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階段性成果說明，分別先劃分為國三（國家公園）、

國四（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且全區屬全國區域計畫第一

級敏感地區面積超過 50%者）與城一（實施都市計畫之

地區）。 

(2)  情境二 

 依周圍性質劃設分區：以 5000 公尺圖幅為單位將河

道切段，每河段向外 Buffer50 公尺之範圍內，功能分區

組成中最主要者為河道之功能分區，但專法管制區域除外。 

 特殊專法管制區內不另劃設分類：特殊專法管制地區

如都市計畫區（又可細分為環境敏感地是否大於 50%）

與國家公園區，依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4 日之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階段性成果說明，分別先劃分為國三（國家公園）、

國四（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且全區屬全國區域計畫第一

級敏感地區面積超過 50%者）與城一（實施都市計畫之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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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擬結果 

(1)  原始情境 

依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4 日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階段

性成果說明，模擬臺中市大甲溪原始分區情境如下圖。 

 

圖 5-21 臺中市大甲溪-原始情境模擬結果 

 

(2)  情境一 

依上述情境一模擬原則，模擬臺中市大甲溪結果如下圖，

大甲溪將分為國一 4098.77 公頃、城一 48.33 公頃、國四

232.9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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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臺中市大甲溪-情境一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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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境二 

依上述情境二模擬原則，模擬臺中市大甲溪上游結果如

下圖，大甲溪上游將分為國一 7.83 公頃、城四 1.05 公頃、

農四 10.89 公頃、國二 16.21 公頃。 

 

圖 5-23 臺中市大甲溪上游-情境二模擬結果 

(4)  小結 

於模擬過程中，發現河川分段於製圖上有困難，目前僅

能以圖幅作為基準處理，且情境一與情境二的模擬下皆發現

有分區細碎狀況。而本計畫考量河川本身應該受保育的性質，

建議水利署已公告之河川區域，以情境一劃設為國保一處理，

至於情境二下河川支流或小溪流，若逐一處理，工序繁瑣、

耗時，建議融入臨地分區分類，並授權由地方政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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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模擬分析（106 年 1 月 24 日） 

 模擬範圍：全國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表 5-23 全國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彙整表 

縣市 漁業署最新資料 縣市 漁業署最新資料 

新北市 

貢寮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金門縣 
金門古寧頭西北海域潮間帶鱟

保育區 

萬里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屏東縣 

車城漁業資源保育區 

瑞芳保育區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資源培育

區 

臺東縣 

宜灣漁業資源保育區 琉球漁業資源保育區 

小港漁業資源保育區 苗栗縣 灣瓦海瓜子繁殖保育區 

小馬漁業資源保育區 

基隆市 

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 

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 
基隆市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

育區 

綠島漁業資源保育區 

彰化縣 

王功螻蛄蝦繁殖保育區 

伸港（二）螻蛄蝦繁殖保育區 

花蓮縣 

豐濱鄉石梯坪保育區 

豐濱鄉豐濱保育區 伸港螻蛄蝦繁殖保育區 

豐濱鄉小湖保育區 
宜蘭縣 

蘇澳漁業資源保育區 

豐濱鄉高山保育區 頭城漁業資源保育區 

壽豐鄉水璉保育區 
澎湖縣 

小門漁業資源保育區 

壽豐鄉鹽寮保育區 七美漁業資源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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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擬情境 

檢視全國 28 處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是否位處地籍範圍外

地區之海域區。若位處已登記土地，則建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

若位於地籍範圍外之海域區，則納入海洋資源地區。 

 模擬結果 

全國 28 處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皆位屬地籍範圍外，且皆屬

縣市海域管轄區內，建議納入海洋資源地區。 

 

圖 5-24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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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鄉地區之模擬分析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住商型）模擬分析（105 年 12 月 1 日） 

一、模擬範圍：本次模擬以臺中市為例，範圍分為需求面及供給面。 

 需求面（住商型） 

以土地使用性質列出可能有需要劃入城鄉發展區者，有發展率高

之城鄉一、二周圍地區，及擬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區域，並以臺中市

範圍為限。 

 

圖 5-25 城三（住商型）模擬範圍-需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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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給面（住商型） 

考量未來可供城鄉發展用途之土地，可能來自農業用地，挑選農

地分類分級之第三種農業用地、地區特殊標繪作為供給範圍，並以臺

中市範圍為限，但扣除都市計畫、國家公園、鄉村區範圍、第 1 級環

境敏感地區。 

 

圖 5-26 城三（住商型）模擬範圍-供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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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擬假設：依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4 日營建署之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階段性成果說明進行模擬。 

 情境模擬：避免因都市發展用地過量供給，造成排擠效應，反使既

有都市計畫發展停滯，或基於集約城市概念，為免因距離都市計畫

區較遠之地區劃設城三，而造成蛙躍發展，故未來將作為新訂或擴

大都市計畫範圍之城三應有最小面積規模，且應鄰近都市發展用地

（如城一、二）或交通節點，分為情境一、二之模擬條件，說明如

下： 

 情境一 

(1)  特殊專法管制區內不另劃設分類且剔除優先順位地區 

A. 剔除特殊專法管制地區：如都市計畫區（又可細分

為環境敏感地是否大於 50%）與國家公園區，依期

初報告之成果分別先劃分為國保三（國家公園）、國

保四（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且全區屬全國區域計

畫第一級敏感地區面積超過 50%者）與城鄉一（實

施都市計畫之地區）。 

B. 劃設順位：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之劃設順位為第三

順位，其應不與優先順位分區重疊，如國保一、農

發一、二、四，城鄉二、四等（如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4 日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4 日之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階段性成果說明所列）。 

(2)  區位應鄰近以下都市發展用地或交通節點 

A. 城鄉一：都市計畫區（環敏地<50%且人口或住宅區

發展率>80%者）。 

B. 城鄉二：五公頃面積以上鄉村區。 

C. 國（省）道交流道：擬新訂擴大都市計畫、鄉村區

與都市計畫區周圍等有成為城鄉發展儲備用地潛力

之地區。為避免蛙躍及零星開發並基於大眾運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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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發展（TOD）、城鄉集約發展，建議農三與地區特

殊標繪，篩選位於既存都市發展用地（即城鄉一、

城鄉二） 、國（省）道交流道 500 公尺環域以內之

農三與地區特殊標繪聚集範圍（buffer 30 公尺相連

面積），進入下階段。 

(3)  範圍達一定面積：為避免零碎劃設，相連且位於上述環域

內之農三與地區特殊標繪聚集範圍，面積達 10 公頃8以

上者，納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情境二 

(1)  特殊專法管制區內不另劃設分類且剔除優先順位地區 

A. 剔除特殊專法管制地區：如都市計畫區（又可細分

為環境敏感地是否大於 50%）與國家公園區，依期

初報告之成果分別先劃分為國保三（國家公園）、國

保四（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且全區屬全國區域計

畫第一級敏感地區面積超過 50%者）與城鄉一（實

施都市計畫之地區）。 

B. 劃設順位：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之劃設順位為第三

順位，其應不與優先順位分區重疊，如國保一、農

發一、二、四，城鄉二、四等。 

(2)  區位應鄰近以下都市發展用地或交通節點 

A. 城鄉一：都市計畫區（環敏地<50%且人口或住宅區

                                                        

8 參考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貳、專編，其中第一編住宅社區第一之一項規定，申請開

發基地位於一般農業區者，面積須為十公頃以上。考量城三（住商型）多為住宅社區開發之性

質，故本研究模擬條件設定其劃設面積規模為 10 公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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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率>80%者）。 

B. 城鄉二：五公頃面積以上鄉村區。 

C. 國（省）道交流道：擬新訂擴大都市計畫、鄉村區

與都市計畫區周圍等有成為城鄉發展儲備用地潛力

之項目。為避免蛙躍及零星開發，並基於大眾運輸

導向發展（TOD）、城鄉集約發展，建議農三與地區

特殊標繪，篩選毗鄰既存都市發展用地（即城鄉一、

城鄉二） 、國（省）道交流道 500 公尺環域之聚集

範圍（buffer 30 公尺相連面積），進行下階段。 

(3)  範圍達一定面積：為避免零碎劃設，若相連且毗鄰上述環

域之農三與地區特殊標繪聚集範圍，其面積達 10 公頃以

上者，納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模擬結果 

 情境一 

以臺中市為例，符合情境一模擬條件之地區，有清水區、東

勢區、大里區等 3 處，其中面積 10~20 公頃者有 2 處，30 公頃者

有 1 處，如下圖編號１、２、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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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7 城三（住商型）模擬-情境一模擬結果 

 

 情境二 

以臺中市為例，符合情境二模擬條件之地區，共有 13 處，其

中 10 公頃~20 公頃者有 5 處，20~30 公頃者有 2 處，30~40 公頃

者有 4 處，40 公頃以上者有 2 處，如下圖所示。 

 

圖 5-28 城三（住商型）模擬-情境二模擬結果 

 

 小結 

情境一可較嚴格控制城三之劃設範圍，減少都市蔓延之機會。

而情境二之劃設方式較為彈性，較能符合地方政府之城鄉發展需

求。考量未來地方政府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及城鄉發展之需求，

建議以情境二進行住商型城鄉三之劃設。 

再者，為避免都市蔓延問題更加嚴重，建議劃設面積應達一



105 年度「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248 

定規模以上。參酌全國區域計畫草案，考量都市緊湊發展，避免

蛙躍式蔓延，故以大眾運輸導向模式（TOD）為佳，即以交通節

點 300~500 公尺（約 3~5 分鐘步行路程）之環域為服務範圍，面

積約 30~80 公頃。考量大眾運輸系統發展需要，並為避免因都市

發展用地過量供給，造成排擠效應，反使既有都市計畫發展停滯，

故做為未來新訂都市計畫之城三範圍不宜過大，應透過整合周邊

都市計畫土地進行合力規劃，引導既有都市計畫開發建設，故按

TOD 模式核算面積規模，建議住商型城鄉三須距離都市發展用地

500 公尺較為適宜，最小面積規模達 30 公頃以上者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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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發展地區之模擬分析 

模擬範圍：全國土地 

模擬假設： 

依據行政院農委會委託研究案「105 年度農地資源空間規畫總顧問指

導計畫」、106 年 3 月 8 日城鄉發展分署之「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條件、順

序相關事宜機關研商會議」會前會資料，關於農業發展地區的劃設原則進

行模擬，模擬順序為農發一 > 農發二 > 農發三 > 農發四，各類分區劃

設條件如下所述。 

一、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安全功能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

之地區，參考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之第 1 種農業用地範圍、農地資源盤查作業

成果劃定，以及環境優良且投入設施建設之養殖使用土地等。 

 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二、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元化之地區，參考

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之第 2 種、第 3 種農業用地範圍、農地資源盤查作業成

果劃定，以及其他養殖使用土地等。 

 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三、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擁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以及無國土保安之虞且可供

經濟營林之林產業發展土地，參考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之第 4 種農業用地範

圍、農地資源盤查作業成果劃定，以及林產業土地等。 

 位於前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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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其現有聚落人口達一定規模，且與農業生產、生活、

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聚落，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密切相關，並排除原

依區域計畫法劃定，具有城鄉發展與國土保育性質之鄉村區。 

五、前述地區不含國保一、國家公園與都市計畫區範圍。 

六、模擬成果 

依前述模擬條件，農業發展地區總計 745,079 公頃，其中農業發展

地區第一類為 348,998 公頃、農發二為 174,970 公頃、第三類為

208,157 公頃、第四類為 12,95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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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全國農業發展地區模擬結果面積統計表 

功能分區 類型 總計（ha） 

農發一 
第一種農業用地 

348,998.95 
條件、區位好之養殖生產區 

農發二 

第二種農業用地 

174,970.46 第三種農業用地 

扣除區位不適當地區之其他養殖用地 

農發三 
第四種農業用地 

208,157.40 
林產業生產區 

農發四 符合農發四模擬條件之鄉村區 12,952.54 

總計（ha） 745,079.35 

 

圖 5-29 全國農業發展分區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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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主題之模擬分析 

道路模擬分析（105 年 11 月 16 日） 

一、模擬範圍：本次模擬範圍係臺中市內之國道一臺中系統交流道周

邊地區。 

 

圖 5-30 國道一臺中系統交流道周邊地區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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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國道一臺中系統交流道周邊地區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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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擬假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原則，依照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4 日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階段性成果說明。 

 情境模擬 

 情境一 

(1)  依國保一、二之劃設條件劃設為國一與國二：若道路非位

於特殊專法管制之區域內，但屬於全國區域計畫第一級

與第二級敏感地區內，參考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4 日之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階段性成果說明中國土保育地區之劃

設條件，分別劃定為國一與國二。 

(2)  依公路性質分別劃設： 

 高快速公路：其功能有連結都市發展以及作為都市發

展邊界的用意，若非位於特殊專法與環敏地內劃為城三，

作為都市發展儲備用地的邊界。 

 其他道路：融入既有分區。 

(3)  特殊專法管制之區域內不另劃設：特殊專法管制地區如

都市計畫區（又可細分為環境敏感地是否大於 50%）與

國家公園區，依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4 日之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階段性成果說明，先劃分為國三（國家公園）、國

四（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且全區屬全國區域計畫第一級

敏感地區面積超過 50%者）與城一（實施都市計畫之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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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二 

(1)  依周圍分區性質劃設：以既有分區 Buffer25 公尺以覆蓋

道路範圍，決定道路分區，若遇分區重疊之情況，則依國

土功能分區疊圖順序決定重疊處之分區分類。 

(2)  特殊專法管制之區域內不另劃設：特殊專法管制地區如

都市計畫區（又可細分為環境敏感地是否大於 50%）與

國家公園區，依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4 日之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階段性成果說明，先劃分為國三（國家公園）、國

四（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且全區屬全國區域計畫第一級

敏感地區面積超過 50%者）與城一（實施都市計畫之地

區）。 

 模擬結果 

 原始情境 

依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4 日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階段性成果

說明，模擬臺中系統交流道周邊地區，其原始分區情境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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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 國道一臺中系統交流道周邊地區-原始情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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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一 

依上述情境一模擬原則，模擬臺中系統交流道周邊地區結果

如下圖，國道一、國道四的道路將分為城一、城三，其餘道路及

周邊地區將分為國一、農一、農二、農四、城一。 

 

圖 5-33 國道一臺中系統交流道周邊地區-情境一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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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二 

依上述情境二模擬原則，臺中系統交流道周邊地區的模擬結

果如下圖，國道一、國道四的道路將分為農二、城一，其餘道路

及周邊地區將分為國一、農一、農二、農四、城一。 

 

圖 5-34 國道一臺中系統交流道周邊地區-情境二模擬結果 

 小結 

於模擬過程中，發現情境一的模擬下，可指出重要道路（高

快速公路）分布，但高快速道路會破壞分區整體性。而情境二的

模擬下，不使任何道路破壞分區整體性，但難以於圖上指認道路

實際位置。本計畫則考量高快速公路為城鄉發展重要的公共設施，

建議高快速公路劃設為城發三，其餘道路按臨地分區分類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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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區模擬分析 

一、模擬範圍：本次模擬範圍係臺中市內之谷關營區、成功嶺、吳家

花園周邊軍事用地。 

 

圖 5-35 谷關營區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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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6 成功嶺空照圖 

 

圖 5-37 吳家花園周邊軍事用地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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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擬假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原則，依照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4 日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階段性成果說明。 

三、情境模擬 

 情境一：軍事用地屬特定專用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而按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4 日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階段性成果說明之建議，特

定專用區劃設為城鄉二。模擬範圍以谷關營區為例。 

 情境二 

 步驟一：營區為特殊軍事單位，應以隱密、不易察覺為原則，

建議依範圍內分區屬性及劃設順序劃設，予以劃設。同一營區

範圍內，若有依套疊順序，被劃設為不同分區分類，或可容許。

步驟一模擬範圍以成功嶺、谷關營區為例。 

 步驟二：按步驟一分區分類後，若營區範圍內有未被套疊之區

域，則以周圍 50 公尺內，功能分區組成中最主要者為其功能

分區。步驟二模擬範圍以吳家花園周邊軍事用地為例。 

 特殊專法管制之區域內不另劃設：特殊專法管制地區如都市計

畫區（又可細分為環境敏感地是否大於 50%）與國家公園區，

依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4 日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階段性成果

說明，先劃分為國三（國家公園）、國四（實施都市計畫之地

區，且全區屬全國區域計畫第一級敏感地區面積超過 50%者）

與城一（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 

四、模擬結果 

 情境一 

依上述情境一模擬原則，谷關營區模擬結果如下圖，將劃設為城

二。 



105 年度「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262 

 

圖 5-38 谷關營區-情境一模擬結果 

 

 情境二 

 步驟一：依上述情境二步驟一模擬原則，谷關營區、成功嶺的

模擬結果如下圖，谷關營區將劃設為國保一、國保二，成功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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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國保一、城鄉一。 

 

圖 5-39 谷關營區-情境二步驟一模擬結果 

 

圖 5-40 成功嶺-情境二步驟一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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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二：依上述情境二步驟二模擬原則，吳家花園周邊軍事用

地的模擬結果如下圖，將劃設為國保一。 

 

圖 5-41 吳家花園周邊軍事用地-情境二步驟二模擬結果 

 

 小結 

本計畫建議國防用地按劃設順序及本身環境條件劃設，其餘未套

疊區域，可依周圍條件劃設。另，部分國防用地範圍內或毗鄰有 1 級

或２級環境敏感地，建議國保一、國保二內允許國防機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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